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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雙航母編隊威懾 多戰區軍演規模空前

要聞
■■■■

東風鎖台 美航母退避數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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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莫家威

美軍航母里根
號逃離路線
遠域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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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於 日組織兵力位台島周邊海空
域開展規模空前的實戰化聯合演訓，對預定海域成功實施遠程火力實彈射擊，東部戰區 日按
計劃繼續進行實戰化聯合演訓。軍事專家分析 日的實戰演訓指出，此次的解放軍演練中，東
部戰區以外的其他戰區也派出了兵力，雙航母編隊進行威懾性的演練。專家並指出，解放軍的
東風系列導彈難以攔截。在解放軍發布重大軍事演習消息後，為佩洛西護航的美國 里根 號
航母編隊由台島東南連夜向東後退幾百公里，充分反映出解放軍遠域懾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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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5日按計劃
繼續位台島北部、西南、東部海空域進
行實戰化聯合演訓，持續檢驗戰區部隊
聯合作戰能力。當天，東部戰區空軍持
續出動殲擊機、轟炸機、預警機、電子
偵察機等多型戰機赴台島周邊實施制空
作戰、支援掩護、空中打擊、偵察預警
等實戰化演訓。

10餘艦艇5日續抵近封控
在台島周邊海域，東部戰區海軍10
餘艘驅護艦艇依令從不同方向抵近展開
封控行動。其間，各艦連續組織晝夜間
模擬對陸打擊、綜合攻防、聯合反潛等
實戰化課目演練，提升艦艇核心作戰能
力。東部戰區海軍某艦艦長祖廣洪表
示，演練的目的是檢驗核心作戰能力，
保持全時待戰、隨時能戰的高度戒備狀
態。
在浙東、福建、粵東沿海，多艘護
衛艦、導彈快艇和多個機動岸導火力單
元保持高度戒備，持續對海上重要目標
實施火力追瞄並展開模擬突擊，錘煉部
隊對海打擊能力。

炮兵：聽令而戰 不辱使命
東部戰區陸軍遠箱火、火箭軍常規
導彈任務部隊繼續組織策應行動。東部
戰區某炮兵旅連長姜曉棟說： 「我們將
繼續深挖裝備性能，苦練勝戰本領，堅
決做到嚴陣以待、聽令而戰、不辱使
命。」
軍事專家在官媒節目中分析4日的實
戰演訓時指出，解放軍這次演習就是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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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
里根號位置
菲律賓海

解放軍4日起環台
島軍演區域

8月3日
里根號位置
•解放軍當日宣布於8
月4日起環台島六大
區域進行軍演

資料來源：南海戰略態勢感知，大公報整理

高超音速破防 愛國者難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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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
里根號位置

•解放軍環台島六大
區域軍演展開

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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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東部戰區火箭軍對台島東部
外海預定海域實施火力突擊。這是導彈
點火發射。
新華社

對美台的勾結和 「台獨」 勢力的叫囂，
對 「台獨」 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是一個
沉重打擊。

構建海上立體作戰體系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表示，此次的
解放軍演練，有兩個 「首次」 ，一是首
次在圍繞台島的六個區域演練，二是雙
航母編隊進行威懾性的演練，構建了海
上立體式作戰體系， 「我們都知道，航
母編隊出去了，一般來講，都會有核潛
艇在水下活動。」
孟祥青並指出，此次演習還有一個
特點，就是除了東部戰區的主力兵力以
外，解放軍其他戰區也派出了兵力，反
映出不同戰區的協同配合、協同作戰能
力得到大大增強。
海軍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社表示，此
次演訓和實彈射擊區首次設在了台島以
東。為佩洛西護航的美國 「里根」 號航
母編隊，在解放軍發布重大軍事演習消
息後，其由台島東南連夜向東後退幾百
公里，充分反映出解放軍的遠域懾止能
力。
對於解放軍4日的常規導彈射擊，軍
事專家宋忠平表示，東風-17高超音速導
彈 再 加 上 東 風 -11、 東 風 -15B 和 東
風-16，台軍擁有美國防空、反導體系也
無從攔截。

▼5日早上，有民眾在高雄港西南
外海拍攝到解放軍052C型驅逐艦
長春艦（前）與台軍艦隻的同框
相片。
網絡圖片

東風多型混打
展現新質戰力
導彈無從攔截
•軍事專家指出，東風-17高
超音速導彈本身就難以攔
截 ， 再 加 上 東 風 -11， 東
風-15B，東風-16，在混合
打擊的同時還有飽和攻擊，
即便台軍擁有了以 「愛國
者」 為代表的美國防空、反
導體系，也不可能攔截我們
的導彈打擊。

此前東部戰區公布
專家 的備訓畫面中可以看
解讀 到，有疑似東風-11導
彈發射車，東風-15B
導彈發射車，東風-16導彈發射車、
東風-17導彈發射車在各種路況下遂
行的畫面。東部戰區4日發布的消息
指出，當日的演習中，有多型號常規
導彈執行火力突擊任務。軍事專家宋
忠平4日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此次演
訓中，多型號導彈混合打擊顯然是為
了提升導彈的突防能力，而同一型號
的導彈多波次打擊，則展現了火箭軍
的飽和攻擊能力。尤其是東風-17高
超音速導彈的加入，是在實戰背景下
的演訓中首次發揮重要作用，這體現
出解放軍的新質武器裝備已經比較成
熟。
「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本身就
難 以 攔 截 ， 再 加 上 東 風 -11， 東
風-15B，東風-16，在混合打擊的
同時還有飽和攻擊，即便台軍擁有了

以 『愛國者』 為代表的美國防空、反
導體系，也不可能攔截我們的導彈打
擊。」 宋忠平稱。
值得一提的是，在4日下午公布
的東部戰區火箭軍演訓導彈發射現場
視頻中可以看到，東風15-B導彈是
在小山丘中的一處鄉村小道上點火升
空，與導彈發射時噴出 「怒火」 的畫
面形成對比的是，發射場景中還出現
了塑料大棚、鄉村公路旁的電線杆以
及一些民用設施，呈現出一派 「田園
風光」 。宋忠平介紹，此次公布的發
射畫面也展現出東風系列導彈出色的
無依託發射能力和機動發射能力。這
兩種技術能力整體提升了火箭軍的快
速反應能力， 「無依託發射能力使得
我們的東風系列導彈找一個合適的地
方就能迅速起豎發射。增加我軍導彈
打擊的突然性，使我軍的導彈發射更
難被敵軍發現和預測，壓縮了敵方的
反應時間。」
環球網

敵方無從預測
•軍事專家指出，此次公布的
發射畫面展現出東風系列導
彈出色的無依託發射能力和
機動發射能力，只要導彈部
隊找到合適地方就能迅速起
豎發射，增加導彈打擊的突
然性，更難被敵軍發現和預
測 ，壓 縮 了 敵 方 的 反 應 時
間。

外力無從介入
•此次演習中，導彈全部精準
命中目標，檢驗了精確打擊
和區域拒止能力。軍事專家
指出，假如美軍或是其他國
家的武裝力量意圖介入台海
局勢，中國常規導彈部隊能
夠打擊前來的海上軍事力
量 ，把 他 們 阻 隔 在 台 島 之
外。
資料來源：環球網

◀火箭軍官
兵4日受領作
戰任務後，
進行作戰動
員。

衞生專列登場 演練傷員救治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
近日，東部戰區總醫院開展實戰化衞
勤演練，首次使用動車組作為 「衞生
列車」 ，演練大批傷員救治和後送，
開展 「衞生列車」 傷病員轉運平台實
踐與研究。
演練中，大批量傷員需運送至後
方醫院，前方野戰醫療所迅速對傷員
進行評估，按照傷情分別將傷員運送
至對應車廂。
列車內設收容處置室、重症監護
室、手術室等，以車廂為單位劃分醫
療保障組、後勤保障組等工作區域，
8節車廂可收容行走傷員、擔架傷
員、重症傷員等100多人。
據了解，這趟 「衞生列車」 首次
採用動車組運行。與以往不同的是，

列車行進速度更快，對配重平衡性要
求更高。在不改變車廂內部結構的前
提下，東部戰區總醫院醫療隊對列車
進行了醫療設施的加裝。針對列車車
廂狹小的特點，攜帶的醫療器械突出
小型化、集成化、便攜化，還配備了
可升降操作台等設備，保證列車行進
途中救治工作有序展開。

▲近日，東部戰區總醫院首次使用動
車組作為 「衞生列車」 。

解放軍海空震懾 佩洛西繞道竄台

5日，東部戰區按計劃繼續位台
島北部、西南、東部海空域進行實戰
化聯合演訓，東部戰區空軍持續出動
殲擊機、轟炸機、預警機、電子偵察
機等多型戰機赴台島周邊實施制空作
戰、支援掩護、空中打擊、偵察預警

等實戰化演訓。執行抵近懾壓任務
後，空軍某旅飛行員侯弘表示： 「
我
在目視距離俯瞰祖國寶島海岸線和中
央山脈，作為軍人的使命感和榮譽感
油然而生，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決心
更加堅定。」
東部戰區

專家：美不會為台火中取栗
孟祥青強調，佩洛西此次竄訪，
並不是有恃無恐的，專機的繞行暴露
出她內心的惶恐。

對於佩洛西專機繞道以及 「里
根」 號航母退讓，海軍研究院研究員
張軍社指出，從過去世界上發生的問
題都可以看出來，美國人拱火、煽動
戰爭，可戰爭一旦真正起來，美國人
有多遠跑多遠。何況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美國更不會為台灣火中取栗
了。
「我們這次演習，對美國、對台
當局都是一個震懾，證明我們中國人
民解放軍說到做到，說明我們對遠海
的控制能力增強。」 張軍社說。
▼月 日，東部戰區空軍
航空兵某旅同時出動多架戰
機。這是戰機編隊出動。
新華社

空軍飛行員俯瞰祖國寶島

【大公報訊】據央視新聞報道：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4日接受官媒訪
問時指出，8月2日晚上，幾乎與佩洛
西的所謂專機同步，解放軍就發布了
六個演習區域。而佩洛西的專機捨近
求遠，繞到了菲律賓的上空，然後再
繞回來，才停在台灣松山機場。 「為
什麼？因為我軍在整個過程中嚴陣以
待，在台島周邊部署了海空兵力，對
佩洛西的專機形成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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