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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斥七國集團：列強夢該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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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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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戰機鎖空 航母核潛封海

首穿台島
精準命中目標

▶央視4日報道上百架戰機
參 與 演 訓 ， 並 配 上 殲 -20
片段。圖為殲-20。

•4日，東部戰區
空軍和海軍航空兵出動
上百架殲擊機、轟炸機
等多型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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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 有片睇

實戰演習

月 日 時至 日 時，解放軍環台島六大區域軍演展開。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
東部戰區組織兵力位台島周邊海空域開展規模空前的實戰化演訓，海軍、空軍出動上百
架戰機及 餘艘驅護艦，火箭軍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常
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命中目標區域。
據悉，此次實戰演訓在台灣北部、東北、西北、東部、西南、東南 處海域
和空域，對台島形成合圍之勢，解放軍多枚 東風 導彈越過台島上空。有軍事
專家透露，此次演習還首次組織航母編隊威懾演練，安排了核潛艇配合行動。
綜合央視新聞、大公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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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央視4日報道運油-20亮相東
部戰區實戰化演訓。

解放軍環台島
六大區域軍演
註：央視片
段顯示的實
彈打擊區

•4日，10餘艘驅護艦
連續位台島周邊海域
展開，實施聯合封控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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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下午，解放軍東部戰
區火箭軍部隊，對台島東
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多
區域、多型號常導
火力突擊，導彈全
部精準命中目標
資料來源：東部戰區

高雄

4日下午13時許，東部戰區陸軍部隊在台灣海峽實
施了遠程火力實彈射擊訓練，對台灣海峽東部特定區域
進行了精確打擊，取得了預期效果。上午接到作戰任務
後，在東部戰區陸軍某炮兵旅任務地域，多台新型遠程
箱式火箭炮依令向發射陣地機動，在抵達射擊地域後，
分隊迅速完成火箭彈裝填、射擊諸元裝訂等實彈射擊準
備。

常導火力突擊 多區域多型號
下午15時許，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島東部外海
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導彈
全部命中目標區域，檢驗了精確打擊和區域拒止能力。
央視新聞報道，這次常規導彈火力試射，是東部戰區在
台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全
面檢驗了武器裝備性能和部隊作戰能力。
據觀察者網報道，台防務部門本次監測到解放軍自
4日下午發射 「東風」 導彈多枚。同時有台媒援引台軍消
息人士稱， 「確有導彈越過台灣上空」 一事。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少將當日對媒體指出，六個區
域中，平潭島東部處於海峽兩岸最窄之處，等於對 「台
獨」 構成了直接威懾；第二、三個區域靠近基隆港外
海，等於直接封鎖基隆港；東部區域靠近花蓮和台東軍
事基地，將對此二者形成正面打擊之勢；剩餘兩個區域
分別位於墾丁半島東南和高雄、左營區域，一個等於封
鎖巴士海峽，另一個威懾西南部軍事基地。六個區域形
成了對台灣島的合圍之勢。

少將：震懾「台獨」效果空前
孟祥青進一步解讀稱，第一，這次演訓的6大區域
是最接近台灣島的演訓區域，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第
二，對台島形成包圍之勢，實際上為我們未來重新塑造
有利於統一的戰略格局創造了非常好的條件；第三，可
拒止外部勢力的干涉。談及重大突破，孟祥青用了三個
「前所未有」 來形容：範圍之廣是我們過去任何一次對
「台獨」 威懾軍事行動前所未有的；靠近台島之近也是
前所未有的；對 「台獨」 和對外部勢力的震懾效果之好
也是前所未有的。
央視新聞4日並報道，東部戰區空軍和東部戰區海
軍航空兵出動上百架殲擊機、轟炸機等多型戰機，奔赴
台島北部、西南、東南空域，執行跨晝夜聯合偵察、空
中突擊、支援掩護等任務。10餘艘驅護艦連續位台島周
邊海域展開，實施聯合封控行動，對火力試射區域進行
掃海警戒，配合友鄰兵力進行偵察引導。
海軍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社4日接受《環球時報》訪
問時表示，此次演習還首次組織航母編隊威懾演練，構
建海上立體作戰
體系。他特別透
露，此次演習安
排了核潛艇配合
行動， 「一般情
況下，航母編隊
執行任務，一般
都會有核潛艇配
合行動。」
◀ 4 日 下 午 13 時
許，東部戰區陸
軍部隊在台灣海
峽實施了遠程火
力實彈射擊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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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3時許，東
部戰區陸軍部隊在台
灣海峽實施了遠端火
力實彈射擊訓練，對
台灣海峽東部特定區
域進行了精確打擊，
取得了預期效果

▲ 4 日下午
日下午15
15時許
時許，
， 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
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
， 實施了多區
域、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
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
。
東部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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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戰區3日報道轟炸機參與
演訓。圖為轟-6K。

◀央視3日
報 道 052C 型 驅
逐艦 「長春」 號
參與演訓。圖為
「長春」 號。

越是挑釁
越為祖國統一創造機會
就解放軍4日的聯合軍事行動，
專家 專家解讀其有三大特點：兵力多、課
解讀 目多、範圍廣，展現出新時代強軍事
業碩果纍纍，你進一尺，我就敢還你
一丈。無論是美國的外部的干預勢力，還是 「台
獨」 勢力，越是挑釁，越為我們未來的統一創造一
個有利的機會。
此前，解放軍針對 「台獨」 分子的海空軍事演
訓多位於大陸沿海，此次演訓行動卻不同以往，跨
越了所謂的 「海峽中線」 ，劃定的演訓區域貼近台
灣島沿海。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表示，選擇什麼區域、在
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進行演訓，主要是針對 「台
獨」 和外部干涉勢力，根據軍事演訓行動作出統一
安排。
「本次行動劃設的演訓區域中，北面、南面有
幾處深入台島所謂 『領海』 ，可以說堵在對方 『家
門口』 了。」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潘新毛還指出，解
放軍本次將相關演訓區域直接跨越大陸方面並不承
認的所謂 「海峽中線」 位置上， 「這充分反映了我
軍本次行動的決心和力度」 。
而就此次解放軍重大演訓行動的六個區域，潘
新毛表示，六個方向的海空演練對 「台獨」 分裂勢
力形成了包圍之勢，構成強大壓力， 「這充分表明
解放軍有決心、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
央視網、中新社

解放軍鎖台軍演Q&A
這次軍演六個演訓區域有什麼意義？
六個區域中，平潭島東部處於海峽兩岸
最窄之處，對 「台獨」 構成直接威懾；
北部兩個區域直接封鎖基隆港；東部區
域靠近花蓮和台東軍事基地，形成正面
打擊之勢；南部兩個區域分別位於墾丁
半島東南和高雄、左營區域，一個等於
封鎖巴士海峽，另一個威懾西南部軍事
基地。六個區域形成了對台灣島的合圍
之勢。
這次軍演有哪些特點或新突破？
首先，這是第一次離台灣島這麼近，過
去美國人劃了個 「海峽中線」 ，我們從
來沒有承認，這次的演習區域很多都是
突破了 「海峽中線」 的；第二個突破是
第一次對整個台灣島形成了包圍態勢；
第三個突破是對外部勢力的干涉形成了
一個巨大的拒止能力，向外部的干涉勢
力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
實彈火力試射穿越台島有何意義？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在央視節目中解讀
解放軍演訓時證實，本次實彈火力試射
首次穿越台島，而且穿越了台灣 「愛國
者導彈」 密集部署空域，並在美國 「宙
斯盾」 系統眼皮底下進行精準打擊，說
明解放軍已經解決了在遠海、遠域 「看
得見、打得準」 的問題，反映了武器裝
備性能大幅提升。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受領作戰任務後，火箭軍官兵進行
作戰動員。

國防部：對美台勾連嚴正震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譚克非4日就中方系列軍事反制行動發表談
話。他表示，8月2日，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中
國台灣地區，此舉與美方不支持 「台獨」 的承諾背
道而馳，是對中方嚴重的政治挑釁，是對中美兩國
兩軍關係的嚴重破壞，是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巨大衝
擊和威脅。中方對此強烈憤慨、強烈反對。中國軍
隊說話是算數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
織多軍兵種聯合對海突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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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目針對性演練，組織精導武器實彈射擊，就是
針對美台勾連的嚴正震懾。
我們正告美方和民進黨當局， 「以台制華」 注
定徒勞， 「挾洋自重」 沒有出路。美台勾連挑釁只
會將台灣推向災難深淵，只會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
深重禍害。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
億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中國實現完全統一是不可
阻擋的歷史潮流。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我們
將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為任何形式
的 「台獨」 行徑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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