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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篇

強軍新長征
重戰力提升

從一個積貧積弱之國，發展成一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大
國，中國國防也實現了歷史性飛躍。70 年來，圍繞 「積極防
禦」 這一戰略紅線，中國國防建設與時俱進；由五大軍種組
成的人民軍隊，武器裝備不斷更新，並形成與中國國防戰
略相適應的軍隊體系。十八大以來，軍隊和國防建設
被提到一個新高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
軍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立足實戰、確保打
贏，體制機制建設更加完善、軍隊反腐不斷
深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這一強軍夢
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歷史使命
得到統一。
香港商報記者 林哲

五大軍種構建立體國防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 1927 年 8 月 1
日的南昌起義後留存的部隊——中國工
農革命軍，這支隊伍經歷了土地革
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1946 年 9 月中旬起， 「中國人
民解放軍」的稱呼被正式
確定下來。
經過多次整編和調
整，如今，人民解
放軍形成以陸
軍、海 軍、
空軍、火
箭

火 箭 軍 掌握 戰
略核威懾力量，是
中國大國地位的戰
略支撐。

軍、戰略支援部隊和預備役部隊構成的完整體系。其
中，陸軍作為主體力量，共有 13 個集團軍的機動作戰部
隊，分布於五大戰區，已發展成一支具有強大火力，
突擊力和高度機動能力的諸多兵種合成軍種。編有步
兵，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專業
兵種，另外還編有電子對抗、測繪和航空兵部隊。其
中，作為機械化主力的裝甲部隊擁有超過 2000 輛第三
代坦克，是目前世界上最強大的地面突擊力量。
解放軍海軍是以艦艇部隊、潛艇部隊、海軍航空
兵、海軍陸戰隊和岸防部隊為主體，具有在水面、水
下、空中作戰的能力。三大艦隊分布於北海、東海、
南海。成立之初，海軍的主要是保衛領海主權，近年
來，隨着中國國家利益向海外延伸，解放軍海軍走向
深藍的步伐逐漸加快，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成為海軍最
重要的任務。2008 年，中國海軍響應聯合國請求，派
出艦艇編隊赴亞丁灣打擊索馬里海盜，護航沿途商
船，展現出中國的大國擔當。
作為保衛中國領空的主要武裝力量，解放軍
空軍是由航空兵、地空導彈兵、高射炮兵、
雷達兵、空降兵、電子對抗、氣象等多兵
種合成，由殲擊機、強擊機、轟炸
機、運輸機等多機種組成的現代化

高技術軍種。最新數據顯示，中
國各型戰機總數已超
1500 架 ， 僅 次 於 美
國。值得一提
的是，解放軍
空軍是新中國
成立後最早抵
禦外敵的部隊之一，
1950 年抗美援朝戰爭
中，在志願軍地面部
隊入朝作戰不久，中國志願軍空
軍也參加作戰，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共擊落敵機 330
架，擊傷 95 架。
由第二炮兵更名而來的火箭軍，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掌握中國戰略核威懾力量以及眾多先進戰術常規
導彈，主要擔負遏制他國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或實施精
確制導反擊，是中國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
五大軍種中，最年輕的戰略支援部隊是維護國家安
全的新型作戰力量，該部隊主要是將戰略性、基礎
性、支撐性都很強的各類保障力量進行功能整合後組
建而成的。同時肩負包括情報、技術偵察、電子對
抗、網絡攻防等新型作戰任務。

殲 -20
是中國自主研
製的新一代隱形戰機，
作戰性能位居世界前列。

打破封鎖 國防工業自成體系
70 年來中國武器裝備的發展
歷程，也是中國國家實力增長的
一個縮影。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迅
速建起一批能夠製造現代化武器裝備的
工廠，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國防工業體
系。1950 年代中期，中國確定了發展核工業、
研製運載火箭的戰略決策，並於 1963 年 3 月和
1964 年 10 月分別試射第一枚導彈和試爆第一顆原
子彈。從此，新中國擁有了可靠的安全盾牌。在
此基礎上，中國逐漸發展出東風 15、東風 31
等一系列導彈，導彈射程越來越遠，打擊
精度越來越高，體系逐漸完善起來。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軍工部門也
曾到歐美考察，洽談購買軍備，
但西方國家只熱衷讓中國購
買昂貴的武器，拒絕轉讓
先進技術，這也給中國
敲 響 警 鐘 —— 先 進
國防絕不是買來
的。從此，中
2017 年 建 軍 90
周年之際，解放軍
在朱日和接受檢
閱。

國堅定立足於自研為主，結合自身面對的實際情
況，打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軍備體系。

緊跟國防戰略 先進裝備後來居上
1999 年的國慶閱兵式上，新型主戰坦克 99 式坦
克驚豔亮相。作為解放軍第一代信息化坦克，99
式坦克各項性能指標均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近年
來通過不斷改進，更符合中國軍隊需求的 99A、
99B 型坦克也陸續列裝，中國陸軍真正實現了機械
化和信息化。
近年來，空軍裝備也取得長足進步，尤其在
2010 年以後，中國空軍原序列中老舊的蘇式戰機
大部分退役，取而代之的是數量精幹、作戰能力
倍增的新式裝備。其中，於 2011 年首飛的殲 20 達
到世界先進戰機水平。在第 12 屆珠海航展上，殲
20 四機編隊先後完成了雙機低空盤旋上升轉彎、
單機大仰角拉起、橫滾極大速度通場、垂直爬升
等飛行動作，展示了優越的機動性。而運 20 的出
現，則填補了中國自研大型運輸機的空白。與此
同時，中國在航空發動機、新型航空材料以及航

電系統等方面的探索也不斷推進。
海軍方面，中國新型戰艦以 「下餃子」的速度
下水列裝，2018 年中國下水軍艦總噸位超過 20 萬
噸，在今年海軍節上，外界最為關注的莫過於 055
大型驅逐艦，而遼寧號服役 6 年多來，逐漸形成戰
力，也成為支撐大國海軍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
時，一批先進的驅逐艦 、補給艦和登陸艦的列
裝，為海軍走向藍海打下堅實基礎。今年以來，
首艘國產航母的一舉一動也吸引人們的視線，外
界預計首艘國產航母將於年內交付海軍，未來，
中國海軍將真正擁有以兩艘 6 萬噸級航母及多艘
055 大驅為核心的海上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傳統戰略思想中
以陸地和陸軍為主的觀念得到改變，軍隊發展資
源逐漸從陸軍向海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傾
斜，有分析指，這將有助於中國更好應對新出現
的安全挑戰，包括在海上和網絡領域的挑戰。面
對更新的安全需要，比如保護海上通道、落實海
上領土主張、執行海外行動和保障信息基礎設施
安全。

軍改全面推進 強軍成就斐然

黨的十八大以來，軍隊國防建設被提
到一個新高度，黨中央、習近平主席把
依法治國、依法治軍上升為治黨治國治軍
的基本方略。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
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再次強
調，要嚴肅財經紀律，加強經費管理，加大紀檢、
巡視、審計監督力度，從嚴查處不正之風和腐敗行
為。
在強調軍隊紀律的同時，圍繞實現強軍夢，
中國軍隊近年來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取得了歷史性成就。
2013 年 11 月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上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將深化
國防和軍隊改革納入總體布
局，並具體指出了三大
方向——深化軍隊體制
編制調整改革，推進軍隊
政策制度調整改革，推動軍民
融合深度發展。
2015 年 11 月 24 日，中央軍委改革
遼寧艦為中國海
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發出深化國
軍走向藍海打
防和軍隊改革的動員令——全面
下堅實基礎。
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
這標志着人民軍隊踏上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
革 的 新 征 程。同
年，解 放 軍 成
立陸軍領
導 機 構、
火箭軍以及
戰略支援部隊，
圍繞加快實現區域
防衛型向全域作戰型

轉變，優化力量結構和部隊編成。
2016 年起，軍改工作加速推進，中央軍委將原來的 4 總部制
改為多部門制。成立軍委辦公廳、聯合參謀部、後勤保障部、
訓練管理部等 15 個職能部門。同時將原有七大軍區調整為五
大戰區，分別領導、指揮戰區內海陸空部隊及火箭軍、武警等
在內的武裝力量，實現了軍隊聯合作戰體系。同時經過兩次整
合將陸軍整編為 13 個集團軍、新調整組建 84 個軍級單位，習
近平指出，新調整組建 84 個軍級單位，是解放軍在實施改革
強軍戰略、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上又邁出的重要一步，對實現
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具有重大而深遠
的意義。

制度性變革促國防提質增效
有分析指出，解放軍正經歷上世紀 50 年代以來最徹底、全
面的轉變。與調整各軍種之間的資源相比，更重要的是對軍隊
進行系統性和制度性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正在重新定義中央
軍委、軍隊機構和新近成立的 5 個戰區之間的關係及責任，也
將進一步提高解放軍的效率。
對於中國軍隊未來的發展，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確保到 2020
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戰略能力有大
的提升。同國家現代化進程相一致，全面推進軍事理論現代
化、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軍事人員現代化、武器裝備現代
化，力爭到 2035 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到本世紀中
葉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
在建成世界一流軍隊這一目標的指引下，未來，中國軍隊的
改革步伐相信會進一步加大，軍事專家趙小卓指出， 「這意味
着中國軍隊建設在已取得重大成績的基礎上，將着眼於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安全，支撐國家利益拓展，瞄準未來戰爭，完成從
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轉型。」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特色強軍之路中提及的 「
2035」和 「本
世紀中葉」等時間節點，與國家發展戰略中 「基本實現社會主
義現代化」和 「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時間一致，
這並非偶然，外界分析認為，這體現了安全是發展的前提，強
軍是強國的應有之義。而中國夢的實現，必將是強國和強軍的
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