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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軍事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調整改善軍兵種比

例、官兵比例、部隊與機關比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 

�進行副大軍區正軍級將領調動，包括田中任海軍副司令，鄭傳

福、韓衛國、石香元、侯繼振、張建勝、許林平分任北京、成

都、瀋陽、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近來中共強化戰術地對地彈道導彈力量，包括東風-15C鑽地

彈、東風-12/M-20以及稍早的東風-16。 

�「中」美軍艦南海險撞，媒體指美艦闖入內防區，美方指不負

責任。東海防空識別區為切香腸戰術，最終在控制釣魚臺。 

�武器裝備部分，試射東風-41、巨浪-2導彈、超高音速武器。發

射實踐16號、遙感18號、試驗5號衛星和嫦娥3號。直-20首飛、

接收4架Mi-171E、渦軸16試車。Tu-154MD電偵機現身，建造大

型船塢登陸艦，鶴山、百色、三亞、鄭州、吉安艦服役。 

�演習訓練方面，舉行確山決勝、確山前鋒、泰山精銳、聯合決

勝、機動5號、「中」印（度）攜手、「中」美人道救援、

「中」印（尼）空降利刃、「中」烏海上搜救、「中」泰突擊等

演習。 

 

一、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 11月 15日公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問題的決定」，提出優化軍隊規模結構，調整改善軍兵種比例、官兵比例、部隊

與機關比例，減少非戰鬥機構和人員。依據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戰任務改革部

隊編成。加快新型作戰力量建設。深化軍隊院校改革，健全軍隊院校教育、部隊

訓練實踐、軍事職業教育三位一體的新型軍事人才培養體系。完善兵役制度、士

官制度、退役軍人安置制度改革配套政策。健全軍費管理制度，建立需求牽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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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規劃主導資源配置機制。健全完善經費物資管理標準制度體系。深化預算管

理、集中收付、物資採購和軍人醫療、保險、住房保障等制度改革。推動軍民融

合深度發展。在國家層面建立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需求對

接、資源分享機制。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完善國防科技協同創新體制，改革國防

科研生產管理和武器裝備採購體制機制，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

維修領域（新華網，2013.11.15）。 

 

二、副大軍區正軍級將領調動 
濟南軍區副司令兼海軍北海艦隊司令田中中將任海軍副司令，遺缺由東海艦

隊副司令邱延鵬少將接任。二炮部隊政治部主任于大清少將任二炮部隊副政委，

遺缺由二炮部隊第52基地政委唐國慶少將接任（明報新聞網，2014.1.5）。北京市市委軍

人常委兼北京戍衛區司令員鄭傳福中將、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軍長韓衛國少將任

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北京戍衛區司令員遺缺由瀋陽軍區第39集團軍軍長潘良時接

任。成都軍區政治部主任柴紹良中將任成都軍區副政委，遺缺由瀋陽軍區第40集

團軍政委劉念光少將接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吳傑明少將任國防大學副政委（新

華網，2014.1.4）。瀋陽軍區副司令員石香元中將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瀋陽軍區參謀

長侯繼振中將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遺缺由濟南軍區第20集團軍軍長徐經年接

任。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高建國任瀋陽軍區副政委，遺缺由雲南省軍區政委楊成

熙少將接任。廣州軍區第41集團軍政委陳平華少將任成都軍區副政委。南疆軍區

司令員張建勝少將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大公網，2014.1.5）。北京軍區第38集團軍軍長

許林平少將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大公網，2014.1.7）。 

第65集團軍副軍長冷傑松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大公網，2013.12.27）。第14集團軍

軍長參謀長王凱任第13集團軍軍長（大公網，2013.12.3）。南京軍區聯勤部副部長于天

明少將任安徽省軍區司令員。青海省軍區司令員沙軍少將任蘭州軍區聯勤部部

長，遺缺由李松山少將接任（大公網，2014.1.6）。貴州省軍區司令員李亞洲任四川省軍

區司令員，劉家國任政委，王盛槐接替李亞洲遺缺。浙江省軍區副政委馬家利任

江西省軍區政委。武警黑龍江總隊參謀長楊立新任黑龍江總隊司令員。武警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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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部副司令員白海濱任浙江總隊司令員。駐宜興武警8690部隊首長尤寒波任甘

肅總隊司令員。江西總隊政委唐曉任西藏政委，遺缺由武警指揮學院政治部主任

謝新義接任。陝西總隊政委顔曉東任新疆總隊政委，遺缺由陝西總隊副政委雷群

昆接任。西藏和新疆總隊政委汪象華、侯小勤任武警部隊政治部副主任（大公網，

2013.11.20）。武警某師政委高凱任四川總隊政委，武警成都市支隊長李在元任四川

總隊副司令員（文匯網，2013.12.26）。武警8730部隊（126師）政委丁曉兵任廣西總隊政

委，廣西總隊參謀長馬建海任內蒙古總隊司令員，李蘇鳴任山東總隊司令員，江

蘇總隊政治部組織部長曹紅波任江蘇總隊政委（大公網，2013.12.31）。 

 

三、「中」俄商議軍工技術合作 

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10月29-31日率團訪問俄羅斯，31日許其亮訪問禮炮

（Salut）航空發動機製造商，或商談殲-20發動機合作事宜（新華網，2013.11.12）。中共中

意俄製武器還包括24架Su-35戰機、S-400防空導彈、34架Il-76MD-90A運輸機、

677型常軌動力潛艦等（新華網，2013.11.13）。10月30日「中」俄政府間軍事技術合作

混合委員會在莫斯科召開第18次會議，雙方簽訂兩項合同，包括俄國提供軍售飛

機使用的全套備份零件、工具和附件，以及S-300防空導彈系統在內俄製防空兵器

使用的全套備件（新華網，2013.11.13）。另「中」俄兩軍總參謀部第16輪戰略磋商11月

5日在北京舉行，副總參謀長王冠中中將和俄軍副總參謀長紮魯德尼茨基上將

（General Vladimir Zarudnitskiy）共同主持磋商（新華網，2013.11.6）。 

 

四、強化短程彈道導彈 

近年來中共強化戰術地對地彈道導彈力量包括：1、東風-15C鑽地導彈。射

程700公里，用於對敵方掩體、鋼筋混凝土加固的永久工事、地下設施和地下指

揮中心進行鑽地打擊（新華網，2013.10.22）。2、東風-12/M-20導彈。M-20首次出現在

2011年2月阿布達比國際防務展（International Defense Exhibition in Abu Dhabi），出口型M-20在

大陸軍方內部編號是東風-12，顯示二炮部隊已經裝備這種導彈。東風-12與俄羅

斯9K720伊斯坎德爾（Iskander）（SS-26）導彈非常相似，射程280-400公里，其末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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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terminal maneuverability）在突破愛國者2/3防禦系統（Washington Free Beacon，2013.8.2）。大陸對

臺部署導彈以東風-11/M-11與東風-15/M-9為為主，2011年另出現東風-16，這一

系列改良型或新型導彈使得臺灣導彈防禦更趨複雜。 

 

五、「中」美南海軍艦險撞 

美國導彈巡洋艦考本斯號（USS Cowpens CG-63）12月5日跟蹤中共航空母艦遼寧號

首航南海時，1艘中共軍艦發出警告信號要求停航。美巡洋艦因處於國際水域拒

絕，接著1艘中共坦克登陸艦停在美艦前方，逼得考本斯號緊急轉向（Washington 

Times， 2013.12.13）。「環球網」報導美艦闖入航母編隊內防區（明報新聞網，2013.12.17）；

大陸國防部宣稱中共軍艦嚴守操作規程妥善處置，兩國國防部進行有效溝通（明報

新聞網，2013.12.19）。美國國防部長（Chuck Hagel）則批評中共軍艦做法不負責任，可能升

高緊張風險（New York Times，2013.12.19）。 

「中」美軍艦南海險撞事件，似乎與東海防空識別區相關。大陸國防部11月

23日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規定飛越該識別區的航空器必須服從「中」方指

令，否則將採取防禦性緊急措施（新華網，2013.11.23）。東海防空識別區涵蓋釣魚臺上

空，顯然挑戰日本認為釣魚臺沒有爭議說法，並反制美日空中偵查活動。美國11

月26日派遣兩架B-52轟炸機從關島飛越東海防空識別區，以行動表示不承認該識

別區。11月29日歐巴馬政府同意民航機向北京提交飛航計劃，確保飛航安全（New 

York Times，2013.11.29）。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短期內將與周邊國家發生衝突，美國企

圖讓它無法執行。北京則放眼未來，等待事情淡化或能強化近海空域管制（Navy 

Times，2013.11.26）。這也是切香腸戰術一環，雖然目標有限，最終目的在控制整個釣

魚臺與附近資源（The Diplomat，2013.12.17）。 

 

六、武器裝備 
中共計劃在2020年前後建立載人空間站，整體名稱及各艙段和貨運飛船5個

名稱如下：載人空間站命名為天宮，代號TG；核心艙命名為天和，代號TH；實

驗艙命名為問天，代號WT；實驗艙II命名為巡天，代號XT；貨運飛船命名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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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代號TZ（新華網，2013.10.31）。首輛月球車—嫦娥3號巡視器命名為玉兔（明報新聞網，

2013.11.26）。 

中共12月13日從山西五寨向西部發射1枚東風-41洲際彈道導彈，這是2012年7

月24日以來第2次試射該型導彈（Washington Free Beacon，2013.12.17）。中共12月22日在渤海

禁航區，可能使用094核潛艦向新疆某導彈綜合實驗靶場發射1枚巨浪-2潛射洲際

導彈（文匯網，2013.12.23）。中共1月9日在其境内進行1次高超音速武器試驗，該飛行

器速度高達10馬赫，將被用於突破美國導彈防禦系統（Washington Free Beacon， 

2014.1.13）。酒泉衛星發射中心10月25日使用長征4號乙運載火箭，將實踐16號衛星

發射升空（新華網，2013.10.25）。太原衛星發射中心10月29日使用長征2號丙運載火

箭，將遙感衛星18號發射升空（新華網，2013.10.30）。酒泉衛星發射中心11月25日使用

長征2號丁運載火箭，將試驗5號衛星發射升空（新華網，2013.11.25）。西昌衛星發射中

心12月2日使用長征3號乙運載火箭將月球探測器嫦娥3號發射升空（明報新聞網，

2013.12.2），12月14日嫦娥3號成功降落月球虹灣地區（新華網，2013.12.14）。 

國產新型通用直-20直升機12月23日在大陸東北北部某機場成功首飛。該10噸

級直升機總體佈局採用單旋翼帶尾槳式典型佈局，外形設計參考美國黑鷹直升機

和歐洲NH-90直升機（新華網，2013.12.23）。俄羅斯直升機公司11月18日交付保利科技

公司一批4架Mi-171E型直升機（新華網， 2013.11.19）。「中」法聯合研製渦軸

16/WZ16/Ardiden 3C發動機11月在法國透博梅卡公司（Tubomeca）完成首次臺架試

車。該發動機將配裝中航工業直升機公司AC352直升機，並計劃用於升級型武直

10武裝直升機（大公網，2013.11.29）。網傳殲-15戰機夥伴加油吊艙照片。該加油吊艙與

先進俄羅斯UPAZ加油吊艙外形相似，5分鐘能為戰機加滿9.5噸油（明報新聞網，

2014.1.8）。網傳轟-6攜帶鷹擊-100反艦導彈照片。鷹擊-100是在長劍10巡航導彈基

礎研製的空射型超遠程反艦導彈，射程550-650公里。其射程銜接鷹擊62系列和

DF-21D系列反艦彈道導彈之前的距離，與鷹擊-9/83系列/91/18/62系列/12和DF-

21D反艦彈道導彈組成六層反艦火力網（新華網，2014.1.7）。 

網傳改進型殲轟-7B飛豹戰鬥轟炸機照片。該機採用大量複合材料，也可能

對航電設備和發動機進行升級改造（新華網，2013.12.24）。網傳空警500新型預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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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9運輸機作為載機，外形和北京出售給巴基斯坦的ZDK-03型預警機相似。該

預警機雷達採用空警2000主動相控陣雷達，並與大型空警5000作為高低搭配組合

（新華網，2013.11.13）。1架中共Tu-154MD電子情報偵察機11月16、17日連續兩天飛抵

釣魚臺以北約150公里空域。Tu-154MD是中共最神秘偵察機，1995年中共將兩架

Tu-154M客機改為空中電戰平臺，但罕見公開報導（大公網，2013.11.18）。 

中共開始建造改進型081大型船塢登陸艦，滿載排水量超過3萬噸，能運載4-6

艘排水量80噸國產氣墊船，而071型只能運載4艘（新華網，2013.10.16）。081型掃雷艦

844鶴山艦10月10日在廣東江門市舉行命名入列儀式（文匯網，2013.10.12）。056型輕護

艦585百色艦10月12日（大公網，2013.10.13）、054A型導彈護衛艦574三亞艦12月13日在

南海艦隊三亞舉行命名入列儀式（新華網，2013.12.13）。052C型導彈驅逐艦151鄭州艦

12月26日在東海艦隊舟山舉行命名入列儀式（新華網，2013.12.26），056型輕護艦586吉

安艦1月8日在東海艦隊上海吳淞舉行命名入列儀式（附件1） （新華網，2014.1.8）。 

 

附件1    2013大陸海軍服役新艦 

艦名 型號 舷號 服役日期 

長春 052C型驅逐艦 150 2013年1月31日 

蚌埠 056型輕護衛艦 582 2013年2月25日 

岳陽 054A型護衛艦 575 2013年5月3日 

常熟 081型掃雷艦 843 2013年5月13日 

大同 056型輕護衛艦 580 2013年5月18日 

上饒 056型輕護衛艦 583 2013年6月10日 

太湖 903A型綜合補給艦 889 2013年6月18日 

濰坊 054A型護衛艦 550 2013年6月22日 

惠州 056型輕護衛艦 596 2013年7月1日 

欽州 056型輕護衛艦 597 2013年7月1日 

梅州 056型輕護衛艦 584 2013年7月29日 

營口 056型輕護衛艦 581 2013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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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湖 903A型綜合補給艦 890 2013年9月12日 

鶴山 081型掃雷艦 844 2013年10月10日 

百色 056型輕護衛艦 585 2013年10月12日 

三亞 054A型護衛艦 574 2013年12月13日 

鄭州 052C型驅逐艦 151 2013年12月26日 

吉安 056型輕護衛艦 586 2014年1月8日（2013年12月

31日移交軍方） 

資料來源：新華網，2014.1.4。 

 
七、演習訓練 

使命行動—2013B跨區機動戰役演習10月11日在廣州軍區司令員徐粉林令下

展開，20日在轟-6K火力支援下結束（新華網，2013.10.22）。參演兵力主要為陸軍第42

集團軍、海空軍部隊2萬餘人，在近似實戰條件下全面檢驗提高部隊作戰能力。

該演習是繼南京軍區9月10-19日使命行動—2013A、空軍9月22-28日使命行動—

2013C後，組織的另1次跨區機動戰役演習（新華網，2013.10.11）。外媒關注使命行動—

2013B顯然是以臺灣為假想敵，中央電視臺在報導該演習時，展示對臺作戰圖

（Washington Times， 2013.10.17）。 

濟南軍區確山決勝—2013A實兵演習10月31日至11月3日舉行，演習突出打節

點、打要害、破體系、控戰局能力（新華網，2013.11.1）。確山前鋒—2013B觀摩演習11

月6日舉行，有來自89國外軍人員觀摩，演習以對機動防禦之敵進行戰鬥為課題

（新華網，2013.11.7）。泰山精銳—2013C實兵對抗演習11月7-15日在魯中山區舉行。演

習參演主力部隊是濟南軍區第26集團軍，兵力6,000餘人。演習在深化運用目標中

心戰、火力主戰、步兵特戰、夜訓夜戰以及裝甲分隊遠端、聚能、高效戰術思

想，分為戰備等級轉換、遠端機動、作戰籌畫、島上城鎮進攻戰鬥4個階段（新華

網，2013.11.15）。聯合—2013D實兵演習11月17日在渤海灣舉行，出動陸海空諸軍兵

種近20個團以上作戰單位、5,000多名官兵，是首次以聯合戰役軍團規模，進行夜

間渡海登陸作戰，重點演練聯合偵察預警、海上輸送、訊息與火力打擊、突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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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等。濟南軍區12月上旬舉行聯合決勝2013演習，出動陸、海、空與二炮等四大

軍種，在靠近日本和韓國的山東半島高調聯合舉行大規模演習，總兵力多達2萬

人，甚至動用軍事間諜衛星參演（大公網，2013.12.8）。 

在美日韓於黃海舉行聯合演習之際，海軍北海艦隊10月17日動用水面艦艇和

潛艇100餘艘、飛機30餘架等，在黃海展開導彈實射演練，實射各型導彈、鐳射

制導炸彈和導彈靶彈多枚。演練採取紅藍雙方背靠背（意即紅藍雙方誰也不知道對手怎麼打）

對抗，海軍司令員吳勝利到場觀摩並講話（中國軍網，2013.10.18）。機動-5號演習從10

月18日到11月1日舉行，海軍三大艦隊分別前往西太平洋海域，編成紅方、藍方

兩個戰鬥編組，連續進行背靠背實兵對抗演練。參演艦艇包括南海艦隊168廣州

艦、570黃山艦、887微山湖艦，北海、東海艦隊115瀋陽艦、116石家庄艦、538

煙臺艦、530徐州艦、529舟山艦。機動是海軍跨海區、跨艦隊對抗演習代號（文匯

網，2013.10.18）。 

攜手（Hand in Hand）—2013「中」印（度）陸軍反恐聯合訓練11月5-13日在位於四

川峨眉山成都軍區某綜合訓練場展開，這是時隔5年「中」印陸軍第3次聯合訓

練。「中」方參與部隊為成都軍區第13集團軍的一個步兵連，印方參訓部隊為印

度東部軍區的一個步兵連，雙方兵力各為144人（明報新聞網，2013.11.6）。「中」美兩

軍11月12-14日在夏威夷舉行首次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實兵演習，這是解放軍首

次實兵在美國領土演習。演習以第三國強烈地震致重大傷亡為背景，「中」方參

與兵力共26人，以陸軍第14集團軍工兵團、成都軍區昆明總醫院為主體（明報新聞

網，2013.11.11）。空降利刃（Sharp Knife Airborne）—2013「中」印（尼）空軍特種部隊聯合

演訓11月4-11日在印尼西爪哇省萬隆蘇萊曼空軍機場舉行，「中」印雙方分別派

出78名和127名空軍特種部隊參與聯訓（新華網，2013.11.11）。第15批護航編隊衡水艦

與烏克蘭海軍薩蓋達奇內號（U-310 Hetman Sahaydachni）導彈護衛艦，11月14日在亞丁灣

舉行海上搜救演練（新華網，2013.11.15）。突擊-2013「中」泰陸軍特種部隊反恐聯合訓

練，12月9-21日在泰國陸軍第1特戰師營區舉行（新華網，2013.12.10）。 

 

（歐錫富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