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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言維護海外利益中國明言維護海外利益
建設強大海軍 着眼海洋競爭

16日發表的《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
運用》白皮書，首次提及 「維護海外利益
」 ，強調這是解放軍的重要職責。白皮書
指出，新形勢下，國家海外利益安全風險
上升。中國武裝力量要加強應急救援、海
上護航、撤離海外公民等海外行動能力建
設，為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提供可靠的安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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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專題型國防白皮書亮點
頻呈，除了首次披露部隊人數、
集團軍番號、導彈型號等之外，
還首次專章系統詳細介紹戰備工
作。

自去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接
任中央軍委主席以來，已經陸續
視察了陸、海、空、二炮、武警
等各武裝力量，最近在海南還專
門視察了海防民兵。就時機上來
看，習近平主席在此次國防白皮
書發布之前，已經完整而系統地
巡閱了中國武裝力量的各個環節
，無一遺漏。在不足半年之內，
針對不同種類的部隊分別作出了
戰略部署，構建起了 「大國防」
、 「大武裝」的格局，為強軍夢
打下了堅實基礎。

回顧習近平的幾次視察和講
話，戰備工作是強調最多的內容
之一。他多次強調要求強化官兵
打仗思想，用打仗的標準推進軍
事鬥爭準備。了解這些背景，就
很容易發現，此次國防白皮書大
篇幅介紹戰備工作，實際上正是
在告訴外界中國軍隊在如何用打
仗的標準進行訓練。

譬如，海軍組織和實施常態
化戰備巡邏，在相關海域保持軍
事存在；空軍保持靈敏高效的戰
備狀態，組織常態化空中警戒巡
邏；二炮按照平戰結合、常備不
懈、隨時能戰的原則，確保戰時
實施核打擊。各軍兵種還開展跨
區訓練，突出對抗訓練，拓展遠
海訓練。

加強戰備現實需求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中國軍隊加強戰備，有深刻而
急迫的現實需求。當前，中國周
邊環境極不平靜，南海、釣魚島

、朝核等各種衝突風險和潛在隱患多重疊加，
針對中國的直接蓄意挑釁和間接圍堵威脅增多
。 「枕戈待旦，志梟逆虜」，解放軍唯有苦練
精兵，保持常備不懈的戰備狀態，才能在關
鍵時刻亮劍。這對於宵小之徒是一種嚴正的戰
略震懾，也是自信強軍的體現。

中國的自信還體現在今次的白皮書中首
度提及維護海外利益問題。伴隨中國國力
及與世界關聯度的同步增強，中國的利益正
不斷從本土向海外延伸，這是一個不爭的客
觀事實，這是中國發展的必然趨勢和正當選
擇。

因而，中國武裝力量有責任拓展戰略視野
和防衛空間，在更大空間範圍內維護國家利益
，爭取戰略主動。此次通過國防白皮書的形式
，正式明確提出加強海外行動能力建設，為中
國軍隊保駕海外利益提供了戰略指引，也做
到了名正言順，師出有名。

可以說，縱向來比較，第8部國防白皮
書體現了空前的透明和自信。中國軍隊正
在習近平主席規劃的強軍之路上強力
前進。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國防白皮書
以專門章節提出 「維護海外利益」，對此，軍事專
家劉江平稱，這是恰逢其時的，軍隊維護自己的國
家利益，與地理位置無關，只要是正當利益，就不
應該放棄。

他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交
往、能源交往都很多，中國的海外利益早就遍布世
界。但這方面的理論指導還比較滯後， 「我們一談
到海外利益還是會落入到傳統的霸權思維。」

劉江平說，這方面中國近幾年是有教訓的，有

的國家發生動盪，我們國民的投資建設甚至人員都
有損失，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還對海外利益三緘
其口，就是對國民、對國際秩序的不負責任，也是
對那些任意踐踏國際法的勢力的姑息。他強調，中
國的海外利益事實存在，而一個國家的軍隊維護國
家的利益，和地理位置無關，只要是正當、合法、
符合國際關係行為準則的利益，就需要維護，就不
應當放棄。 「我們這次正大光明地提出維護海外利
益，恰恰是對國際現行秩序的一種尊重和維護，也
符合國際關係準則。」劉江平說。

白皮書指出，隨中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
系，海外利益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外能源資源、海上戰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
的安全問題日益凸顯。開展海上護航、撤離海外公民
、應急救援等海外行動，成為解放軍維護國家利益和
履行國際義務的重要方式。

白皮書披露，截至2012年12月，中國共派出13批34
艘次艦艇、28架次直升機、910名特戰隊員，完成532批
4984艘中外船舶護航任務，其中中國大陸1510艘、香港
地區940艘、台灣地區74艘、澳門地區1艘。2011年2月
，利比亞局勢急劇動盪，在利比亞的中資機構、企業
和人員面臨重大安全威脅。中國政府還組織了新中國
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撤離海外公民行動，共撤出35860
人。

白皮書強調，中國的安全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繁
榮息息相關。中國武裝力量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
區穩定的堅定力量，致力於同各國加強軍事合作、增
進軍事互信，參與地區和國際安全事務，在國際政治
和安全領域發揮積極作用。

白皮書介紹，中國認真履行國際責任和義務，支
持並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迄今為止，人民解放
軍共參加23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軍事人
員2.2萬人次。目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
國中派遣維和軍事人員最多的國家，是聯合國115個維
和出兵國中派出工兵、運輸和醫療等保障分隊最多的
國家。

維護海上通道安全
中國武裝力量還積極參加政府組織的國際災難救

援和人道主義援助，向有關受災國提供救援物資與醫
療救助，派出專業救援隊赴受災國救援減災，為有關
國家提供掃雷援助，開展救援減災國際交流。白皮書
指出，2002年以來，人民解放軍已執行國際緊急人道
主義援助任務36次，向27個受災國運送總價值超過12.5
億元人民幣的救援物資。

在維護國際海上通道安全方面，中國海軍在亞丁
灣、索馬里海域開展常態化護航，與多國護航力量進
行交流合作，共同維護國際海上通道安全。截至2012
年12月，中國海軍共為4艘世界糧食計劃署船舶、2455
艘外國船舶提供護航，佔護航船舶總數的49%。

白皮書指出，解放軍堅持不結盟、不對抗、不針
對第三方的方針和戰略互惠、平等參與、對等實施的
原則，與外國軍隊開展多層次、多領域、多軍兵種的
雙邊多邊聯演聯訓。2002年以來與31個國家舉行了28次
聯合演習、34次聯合訓練，對於促進政治軍事互信、
維護地區安全穩定和加強軍隊現代化建設發揮了積極
作用。

沒有海外軍事基地
在16日的國新辦記者會上，總參謀部應急辦公室

副主任吳喜鏵強調，中國軍隊一直是維護世界和平與
地區穩定的重要力量。中國維護國家海外利益，不是
為了加強海外軍事存在，更不是為了謀求霸權。中國
在海外沒有建立軍事基地。

至於海外公民或國家利益受到侵犯時中國會否向
海外派出戰鬥部隊，吳喜鏵表示，今後中國的武裝力
量還將一如既往地在維護國家海外利益方面作出更多
的努力和更大的貢獻。軍隊遂行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的
兵力運用和具體的行動方式，要根據各方面的情況具
體來確定。

本次國防白皮書發布，適逢中國剛完
成領導層換屆，書中對於中國國防和軍隊
建設的諸多表述，也成為輿論觀察中國新
領導層 「治軍」思路的一個窗口。

中共十八大提出， 「建設與中國國際
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
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履新中共中央
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習近平，在首次
考察部隊基層時也強調了 「強軍夢」的重
要意義。

「軍事力量運用方式的拓展，必然帶
來建軍治軍思路的變化。」在軍事科學院
國防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溫冰看來，習
近平關於 「必須按照打仗的標準搞建設抓
準備」的要求，在這本白皮書中，就體現
在立足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加強
核心軍事能力建設等方面。

正如專家分析，去年11月16日，在十
八大閉幕後的第二天，習近平在出席中央
軍委擴大會議時就要求，堅持軍事鬥爭準
備的龍頭地位不動搖，全面提高信息化條
件下威懾和實戰能力。12月，習近平在廣

州戰區考察時再次強調， 「能打仗、打勝
仗是強軍之要，必須按照打仗的標準搞建
設抓準備。」

白皮書在系統闡述中國武裝力量多
樣化運用的政策和原則時，就將 「立足
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拓展和深
化軍事鬥爭準備」單列出。書中強調，
「堅定不移把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打

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上，統籌推進
各戰略方向軍事鬥爭準備，加強軍兵種
力量聯合運用，提高基於信息系統的體
系作戰能力。」

「未來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
化軍事任務的戰略需求，必須要求緊緊圍
繞核心軍事能力建設，積極運籌和平時期
武裝力量運用，努力鍛造一支能打仗、打
勝仗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軍隊。」溫冰
表示，習近平主席提出 「強軍夢」，強調
「能打仗、打勝仗」，從根本上闡明，保

障國家和平發展必須不斷加強核心軍事能
力建設。

除了 「軍事鬥爭準備」，觀察這部國
防白皮書可見， 「海洋」的分量明顯加重
。白皮書中， 「維護海洋權益」被首次單
列出來，並強調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
是人民解放軍的重要職責。此外，白皮書

還首次強調維護海上戰略通道安全問題。
自十八大首度將 「建設海洋強國」提

升至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後， 「維護國家海
洋權益」已被中國新領導層多次強調。在
此份國防白皮書公布前不久，習近平再度
深入部隊基層，視察了海軍駐三亞部隊，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十八大之後的五個月
來，習近平第二次視察海軍部隊。

「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中國就不可
能成為真正的海洋強國。」國防大學戰
略教研部副教授侯小河稱，此次白皮書
涉及海洋的內容很多，其中有兩個關鍵
詞，一個是 「建設海洋強國」，一個是
「建設強大海軍」。

侯小河表示，近年來，中國周邊海洋
戰略競爭不斷升溫，黃海、東海、南海形
勢同時趨緊，島嶼被侵佔、海域被瓜分、
資源被掠奪的狀況日趨嚴峻。 「為獲得海
洋競爭優勢，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海軍
建設。中國海軍近些年雖然有了長足進
步，但是與世界海洋強國相比還有較大
差距。」

侯小河分析，未來中國將繼續加強
海軍建設，為維護海洋權益、維護海外
利益、維護國際海上通道安全提供堅強
保障。 中新網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中
國軍隊有可能在東三省增加軍事部署」 的
傳聞，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16日在
北京予以明確否認。

楊宇軍強調，類似報道均不符合事實
，中方高度關注當前朝鮮半島形勢的發展
變化，將繼續致力於維護東北亞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

中國政府當日發表《中國武裝力量的
多樣化運用》白皮書。在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楊宇軍做上
述表示。

「半島保持和平穩定是地區各國人民
之福，局勢緊張甚至動盪是各國人民之禍

。」 楊宇軍認為，朝鮮半島當前局勢十分
複雜敏感。他稱，中方的政策和立場非常
明確。 「一要堅持維護半島的和平與穩定
，二是堅持推進半島的無核化；三是要堅
持通過對話來解決問題。」

此外，釣魚島爭端也是外界關注的話
題。對此，楊宇軍表示，日方必須停止侵
犯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為妥善處理相關
問題作出切實努力。

他強調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政府和軍隊
有決心、有能力維護釣魚島主權。同時，
中方一貫主張通過和平方式、通過雙邊對
話磋商解決領土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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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將增兵東三省

軍事專家：決不放棄正當利益

新領導層治軍 「海洋」分量加重

▲

去年12月10日，習近平
在廣州軍區某部訓練場，
登上兩棲突擊車了解裝備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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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白皮書明確提
出加強海外行動能力
建設，為中國軍隊保
駕海外利益提供了戰
略指引 新華社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
固有領土，中國政府
和軍隊有決心、有能
力維護釣魚島主權。
圖為中國海監15船抵
達釣魚島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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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習近平在井岡
山艦上與艦載直升機飛行
員親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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