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軍將領大調整
涉總部機關大軍區海空二炮

海南漁船隊抵美濟礁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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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 建軍節前夕，中國軍隊進行了一輪高級將領大調整，涉及總部機關、大
軍區、海空二炮等軍兵種以及若干省軍區、集團軍、駐港部隊、軍事院校，十幾位副
大軍區級高級將領履新。與此同時，多個軍事單位晉陞一批中將、少將的軍銜。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日電】

近期解放軍及武警將領部分調整
姓名及軍銜

孫黃田少將

王增鉢中將

艾虎生中將

周小周少將

岳世鑫少將

房建國中將

劉健少將

苗華少將

范長秘少將

王登平中將

白文奇少將

李建軍少將

黃躍進少將

劉新少將

葉萬勇少將

王成少將

劉占琪少將

本報記者馬浩亮整理

原職務

總後勤部財務部部長

駐港部隊政委

成都軍區參謀長

第14集團軍軍長

第42集團軍政委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軍政委

空軍後勤部政委

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

第47集團軍政委

北海艦隊政委

北海艦隊航空兵政委

東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

成都軍區空軍副參謀長

海南省軍區副政委

四川省軍區政委

武警交通指揮部主任

武警部隊後勤部副部長

新職務

總後勤部副部長

成都軍區副政委

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成都軍區參謀長

駐港部隊政委

空軍副政委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軍政委

蘭州軍區副政委兼紀委書記

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

廣州軍區副政委兼南海艦隊政委

北海艦隊政委

大連艦艇學院政委

湖南省軍區司令員

海南省軍區政委

四川省軍區司令員

武警黃金指揮部主任

武警交通指揮部主任

新職務級別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副大軍區級

正軍級

正軍級

正軍級

正軍級

正軍級

正軍級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日電】中非合作論
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在完成各項議程後今日在北
京落幕。會議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
會議《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動計劃》兩份成果
文件。中國、南非和埃及三國外長此後召開聯合
記者會。中國外長楊潔篪指出，今次會議取得三
大重要成果，中國尊重非洲國家自主選擇自己夥
伴的權利，中國將繼續本着友好、開放、合作的
精神推進和非洲國家的合作。

楊潔篪介紹會議成果時說，一是凝聚共識
，提升互信。會議期間，中非雙方領導人出席
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為新形勢下中非關係
發展指明了方向。與此同時，雙方領導人還舉
行近二十場雙邊會晤，就廣泛議題達成重要共
識。會議向外界傳遞了中非堅定不移深化新型
戰略夥伴關係，堅定不移推進發展中國家團結
合作的強烈信號。

二是開拓創新，深化合作。在會議開幕式上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宣布了中國推動中非關係
全面發展新舉措。與以往相比，這些措施領域更
廣，力度更大，必將為中非關係更好更快發展注
入新的強勁動力。

三是與時俱進，完善機制。這次會議是與會
非方成員最多，配套活動最豐富的一次部長級會
議。會前中非民間論壇等一系列密集活動充分體
現了論壇框架下中非合作的豐富內容，有力推動
論壇向多層次，寬領域發展。

楊潔篪指出，中非合作不僅對非洲的發展
起到推動作用，也推動世界其他國家和非洲的
國際合作。中國希望在發展對非關係上和其他
國家相互借鑒，共同為非洲的和平穩定和發展
做出貢獻。

中非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將於2015年
第四季度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二十日電】海南省委書
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羅保銘今日率團慰問海南
省軍區機關、南航部隊機關和海南省武警總隊機
關。羅保銘在擁軍慰問座談會上表示，中央軍委
已批准在三沙市設立警備區。

戰略前沿進一步前移
羅保銘指出，海南在維護國家主權、海洋權

益和南海軍事鬥爭中作用十分特殊，戰略地位極
端重要。今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在西
沙永興島設立地級三沙市的重大決策，中央軍委
批准在三沙市設立警備區。因此，當前海南的國
防和部隊建設的任務，以及在維護南海主權、推
動南海資源開發等方面的責任，比以往更艱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
羅援此前指出，三沙市將是中國國防的南大門，
戰略前沿將進一步前移。一般情況下，地級市都
設有師級以上的軍分區、警備區或者水警區等軍
事單位，三沙設市將進一步整合國防戰略資源，
提升其效能。

戰略要地設立警備區
解放軍在各級地方行政區域設有相應的組織

指揮機構，按組織序列主要有軍區（又稱大軍區
）、省軍區、軍分區、歸地方建制的人民武裝部
及在首都和各要地設置的衛戍區、警備區。今年
6月份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新聞發言人耿雁生
表示中國軍隊將根據有關的規定考慮在海南的三
沙市設立相關的軍事機構。

警備區是在重要城市或戰略要地設立的軍隊
組織，屬軍區建制，設有司令部、政治部、後勤
部等領導機關。城市警備區，受軍區和市委、市
政府的雙重領導，轄警備部隊，負責所在城市的
警衛、守備和民兵、兵役、動員工作。要地警備
區，轄守備部隊，主要負責戰略要地的警衛、守

備。
警備區有正軍級和正師級兩種，上海、天津、重慶三個

直轄市警備區與省軍區同為正軍級，司令員、政治委員基準
軍銜為少將。其他省會城市、青島、廈門、深圳3個計劃單
列市設立警備區外，煙台、青島、連雲港、舟山、桂林等部
分重要城市也設立警備區，與軍分區同為正師級，司令員、
政治委員基準軍銜為大校。三沙市隸屬地級市，設立的警備
區當劃分為正師級。

有專家分析指出，設立軍事機構和駐軍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儘管三沙市管轄總的陸地面積僅13平方公里，永興島
只有2平方公里，可派駐兵力有限，但將大大加強對南海領
土領海的有效控制和快速反應能力。

【本報記者馬浩亮北京二十日電】與將領職務
調整相同步，解放軍年中軍銜晉陞帷幕已經拉開，
新晉一批中將、少將。按照慣例，中央軍委將在近
日舉行上將晉陞儀式。

其中，二炮於7月10日舉行將官晉陞儀式，成
為第一個舉行此類儀式的正大軍區級單位。第二炮
兵副司令員吳國華、參謀長陸福恩由少將晉陞中將
軍銜，二炮後勤部副部長李永德等8人晉陞少將。

瀋陽軍區同樣晉陞一批中將和少將。軍區副司
令員王曉軍、副政委侯賀華晉陞中將軍銜，遼寧省
軍區副政委王德波等晉陞為少將。在八一建軍節前
夕，解放軍其他各大單位也將陸續舉行將官晉銜。

此外，中央軍委將在近日舉行上將晉陞儀式。

按照有關規定，上將授銜儀式由中央軍委舉行，軍
委主席、副主席、軍委委員均會出席。上將授銜一
般為兩年一次。通常情況下，擔任正大軍區級職務
滿兩年有資格由中將晉陞為上將。

中將、少將則由軍委主席簽署命令，由各總部
、大軍區、軍兵種等各大單位自行舉行。各大單位
一般在每年八一建軍節前夕及年底舉行兩次晉陞軍
銜儀式，時間分別是7月及12月。

武警調整專業警種先行
除解放軍外，武警部隊也進行了調整，涉及多

位正軍級、副軍級將領。
其中，武警所轄的四支專業警種部隊中，有兩

支更換了 「一把手」最高主官。武警交通指揮部主
任王成少將調任武警黃金指揮部主任；武警部隊後
勤部副部長劉占琪少將繼任武警交通指揮部主任。
武警後勤部參謀長孔誠則接任劉占琪的遺缺。

目前，武警部隊轄有交通、水電、黃金、森林
四支專業部隊，承擔經濟建設及救災搶險職能，級
別均為正軍級。按照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有關調整
方案，四支部隊接受武警總部與國務院有關對口部
委的雙重領導，由國務院部委首長兼任第一政委，
以便加強協調。四支部隊現在分別由交通運輸部部
長李盛霖、水利部部長陳雷、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
史、國家林業局局長趙樹叢兼任第一政委。

武警地方部隊方面，武警指揮學院政治部主任
王獻華少將調任武警天津市總隊政委；武警181師
師長王春新升任武警陝西省總隊總隊長。這兩個職
務均為副軍級。

本輪調整中，尤其以大軍區的調整力度最大，涉及成
都、蘭州、廣州等大軍區及空軍、海軍的高層。其中，成
都軍區參謀長艾虎生中將轉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空缺由
第 14 集團軍軍長周小周少將接任。解放軍駐港部隊政委
王增鉢中將調任成都軍區副政委，第 42 集團軍政委岳世
鑫少將接任駐港部隊政委。

蘭州軍區方面，軍區政治部主任苗華少將轉任蘭州軍
區副政委兼紀委書記，第 47 集團軍政委范長秘少將升任
軍區政治部主任。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軍政委房建國
中將調至北京，擔任空軍副政委，空軍後勤部政委劉健少
將則由北京空降蘭州，升任蘭州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空軍政
委，體現了北京總部機關與地方部隊的互動交流。

海軍三大艦隊調整
海軍方面，北海、南海、東海三大艦隊均有重要調整

。北海艦隊政委王登平中將調任廣州軍區副政委兼南海艦
隊政委，其原職由北海艦隊航空兵政委白文奇少將升補。
東海艦隊政治部副主任李建軍少將調到有 「海軍將領搖籃
」之稱的大連艦艇學院擔任政委。現任海軍司令員吳勝利
上將是該學院的畢業生，後曾在母校擔任院長。

解放軍總部機關方面，總後勤部財務部部長孫黃田少
將升任總後勤部副部長，躋身副大軍區級將領行列。也是
本輪調整截至目前四總部領導層唯一的新晉者。

省級軍區方面，也有多位軍、政主官履新。成都軍區
空軍副參謀長黃躍進少將晉陞湖南省軍區司令員。四川省
軍區政委葉萬勇少將改任省軍區司令員，由政治主官轉為
軍事主官，並被中央任命為四川省委常委。海南省軍區副
政委劉新扶正，由於海南地處南海前線，此項任命也受到
外界廣泛關注。

集團軍主官受重用
此次調整中，不少將領都出自將門。如新任成都軍區

參謀長周小周少將，是原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中將之子
。其前任艾虎生中將則是原瀋陽軍區炮兵政委艾福林之子
。除了 「將門虎子」，也有的屬秘書出身，如新任空軍副
政委房建國中將，曾是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的秘書。

在各集團軍任職的將領繼續受到重用。譬如第 14 集
團軍軍長周小周少將升任成都軍區參謀長，第 42 集團軍
政委岳世鑫少將升任駐港部隊政委，第 47 集團軍政委范
長秘少將升任蘭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均由正軍級升任副大
軍區級。這體現出軍委在高級將領選拔任用方面繼續向一
線野戰部隊傾斜。

【本報訊】據新華社 「瓊三亞 F8168
船」二十日消息：海南近年來最大規模漁
船船隊 20 日 18 時許抵達南沙美濟礁附近
，船隊在航行過程中遭遇狂風暴雨。抵達
美濟礁後，船隊進入瀉湖躲避風浪。

漁船船隊從 19 日 12 時許，駛離南沙
渚碧礁，20日18時許抵達美濟礁，前後歷
時近30個小時，航程約200海里。船隊將
在此探測魚群資源，並進行試捕。船隊至
此航線圖為三亞─永暑礁─渚碧礁─美濟
礁。

船隊在從渚碧礁繞道到美濟礁過程中
，遭遇強風雨天氣。從 19 日 20 時開始，
船隊所在海域烏雲密布，瞬間狂風大作，
暴雨如注。陣風 5-7 級，最高達 9 級，浪
高 3-4 米。船隊指揮船 「瓊三亞 F8168」

船大幅度傾斜船內絕大部分物品均摔到地
板上。

當晚指揮船三位負責人同時值班，負
責船隻運行安全。據指揮船上的 「擺錘
式傾斜儀」顯示，指揮船傾斜度一度超
過 20 度，這艘指揮船噸位為 3000 噸左右
，其他29艘漁船一般噸位都在140噸左右
， 「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一位隨船
人員指出。

船隊抵達美濟礁後，依次進入瀉湖躲
避風浪。美濟礁是個環礁，東西長約 9 公
里，南北寬約 5.2 公里。環礁所包圍的海
水構成一個瀉湖，即湖泊有出海口，海
水在漲潮時通過瀉湖口向瀉湖內補充海
水；當退潮時，瀉湖裡的水又被封閉起
來。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日消息：針對東盟外長發
表關於南海問題六條原則的聲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20 日晚回應表示，中方注意到東盟方面就南海問題所作表
態。南海問題的核心是有關國家圍繞南沙群島主權和附近海
域劃界的爭議。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有充分
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洪磊說，中方願與東盟國家一道，全面、有效落實《南
海各方行為宣言》，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中方對同東盟
國家商談 「南海行為準則」持開放態度。希望各方都能嚴格
遵守《宣言》，為商談 「準則」創造必要的條件和氣氛。

洪磊強調，中國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國，重
視維護《公約》的原則宗旨。《公約》開宗明義宣布，要在
「妥為顧及所有國家主權的情形下，為海洋建立一種法律秩

序」。《公約》不是規範國家間領土主權爭議的國際條約，
也不可能成為裁判此類爭議的依據。當事國應當在解決南沙
領土主權爭議的基礎上，依據歷史事實和包括《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解決南海海域劃界爭議。

東盟不願被引入歧途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表示，從形式上看，東盟

外長發表關於南海問題的六條原則是對東盟外長會未發表
《聯合公報》的一種彌補。

曲星指出，六點原則中有兩點值得關注，即全面尊重包
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國
際法，以及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被國際社會
廣泛認可的國際法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原則中包括了國際法，是非常重要的提法。」曲星表
示，國際法決定領土歸屬，海洋法決定海洋權益的劃分，並
不是國家間領土主權爭議的國際條約。相關方面希望僅純粹
遵照海洋法，及獲取所謂200海里內的領海權，這和六條原
則的精神是不一樣的。

此外，六條原則提出要 「盡快達成 『南海行為準則』」
。曲星認為，中國對待 「南海行為準則」的態度本身是開放
的，但前提是相關方要嚴格遵守《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他表示，在六點原則中，全面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及有關聲明、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後續行動指針等
精神得到了再次重申，恰恰說明了這六點原則和中國一貫主
張的立場並不相悖，而一些國家的企圖並未得逞。

軍銜晉陞帷幕拉開

中非合作論壇獲三大成果與東盟談南海準則
外交部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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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兵某部19日在大別山進行晝夜實彈射擊 中新社

▲20日，楊潔篪（中）在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
議聯合記者會上發言 新華社

▲20日，海南漁船船隊抵達南沙美濟礁 新華社

▲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進行
升國旗儀式 網上圖片

▲中國海警在檢查一艘漁船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