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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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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南海、東海、黃海海域，三大
戰區海軍紛紛大練兵，新型國產主力艦
艇火力全開。演練中，052D 型導彈驅
逐艦呼和浩特艦、054A 型導彈護衛艦
玉林艦、052D 型導彈驅逐艦廈門艦、
054A 型導彈護衛艦日照艦精彩亮相，
上演了一場場令人震撼的實戰化演練。
專家指出，新型國產主力艦艇在訓練和
演習過程中表現出非常強的作戰能力，
特別在複雜電磁條件下，依然可對目標
進行準確打擊和攔截，形成實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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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艘新型國產主力艦艇火力全開 準確截殺「敵艦」
「導彈」
據央視軍事報道，南海某海域，南部戰區海軍，正在航行的
052D 型導彈驅逐艦呼和浩特艦，在演練中模擬遇到雷達被

參加大練兵軍艦參數

央視畫面顯示，接到敵情通報後，呼和浩特艦立即前出，佔領
主炮射擊陣位，雷達、光電等部位同步組織觀察警戒。演練中，
主炮系統迅速轉換目標跟蹤方式，鎖定「敵艦」，並成功「擊
毀」「敵艦」。
就在呼和浩特艦成功擊毀模擬敵艦同時，同編隊的 054A 型導
彈護衛艦玉林艦的雷達，發現空中高速來襲目標。玉林艦隨即向
不同角度連續發射數枚干擾彈，形成一張巨大保護網，為大角度
機動提供掩護，規避「來襲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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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排水量：3,647噸

北部戰區：實彈射擊訓練

最大航速：27節

黃海某海域，北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支隊，054A型導彈護衛艦
日照艦正在進行多課目實彈射擊訓練。央視報道顯示，首先進行的
是主炮對海上不明目標的火力打擊。隨後，副炮對海射擊持續展
開。實彈演習中，聲納部位又發現不明航行噪音高速接近，懷疑為
敵魚雷襲擊，日照艦迅速調整航向，組織火箭深彈進行攔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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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兵就是為了備戰

三大戰區海軍紛紛大練
兵。知名軍事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
指出，目前中國面臨的外部形勢惡化，加強
軍事鬥爭準備非常重要。他說，練兵就是為
了打仗，在南海方向、台海方向，都存在着
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危機，所以必須要加強
這方面的練兵備戰的能力。

三戰區錘煉跨海域聯動
宋忠平首先指出，最近的大練兵是中國年
度訓練計劃裏面的一部分，屬於常態化和日
常化的訓練。同時，這位專家稱，海軍所面
臨的台海方向、南海方向以及東海方向有可
能會形成統一的戰場，這就需要三大艦隊在
三海領域都具備很強的作戰能力，而且要把
資源共享，並要具備跨海作戰的能力。
在宋忠平看來，台灣問題現在日益緊迫，

讓新生事物健康成長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
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
議。會議強調，改革創新最大的活力蘊藏在
基層和群眾中間，對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
強鼓勵和引導，讓新生事物健康成長，讓發
展新動能加速壯大。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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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某海域，東部戰區海軍航空兵某艦載機團，與 052D 型導
彈驅逐艦廈門艦，聯合開展臨檢拿捕訓練。央視畫面顯示，依據
廈門艦提供的情報，艦載直升機駛向指定海區進行偵察。在發現
可疑目標武裝人員後，機組持續保持低空繞飛，判明並回傳人員
數量信息。
廈門艦隨艦特戰隊員迅速集結，駕駛快艇向可疑目標駛去。特
戰隊員操縱快艇在可疑目標周圍交替繞行，伺機登船對艙室實施
搜索。演練中，直升機兩次出動，配合對「可疑船隻」進行臨檢
拿捕，為特戰隊員提供空中警戒和火力支援。在演練中，水面艦
艇部隊火力全開。

央視
快評

艦長：155米

054A 型導彈護衛艦日照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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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戰區：臨檢拿捕訓練

那麼，未來，新型艦艇會發揮什麼作用？軍事專家杜文龍認
為，新型國產主力艦艇在訓練和演習過程中表現出非常強的作戰能
力。驅逐艦在複雜電磁條件下，依然可以對目標進行準確射擊。未
來作戰環境複雜，在遇到電磁干擾時仍能形成實戰能力至關重要。
據介紹，新型護衛艦可以在特殊條件下，用電子干擾和其他的
「軟方式」，對各種來襲導彈進行干擾和攔截，與火力摧毀相配
合達到「軟硬兼施」，足以讓作戰艦艇產生強大的「金鐘罩和鐵
布衫」效應。
近日，美國國防部宣稱，對中國在南海西沙群島海域進行軍事
訓練表示擔憂。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 7 月 3 日的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西沙群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不存在任何爭
議。中國軍隊在西沙
群島有關海域進行軍
事訓練，是中國主權
範圍內的事，無可非
議。
趙立堅強調，
「某些域外國家經常
不遠萬里跑到南海來
搞大規模軍事活動，
耀武揚威，才是影響
南海局勢穩定的根本
■ 呼和浩特艦官兵迅速應變
呼和浩特艦官兵迅速應變。
。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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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的特情。

出，今年以來，面對國內外前所未有的複雜
形勢，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見微知著，
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引我們攻堅克難，
堅決奪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勝
利。圍繞一個「新」字，總書記指導我們進
行了系統謀劃和部署推進——「把疫情防控
中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壯大起來」「努

「台獨」勢力不斷地在挑釁大陸的底線，做
好對台的軍事鬥爭準備亦是演練的重要看點
之一。
「 如果真的出現了意外，爆發了軍事衝
突，那麼各個海域都將是打通的，不存在彼
此分割，各大艦隊包括各個軍兵種之間要形
成合力，具備更強的聯合作戰能力，這是此
次演練的另一主要看點。」
宋忠平指出，此次演習效果是貼近於實戰
化，而且是在複雜電磁環境之下進行的大規
模海空聯合軍演，包括兩棲登陸演練，針對
性很強。相信通過這樣的演練，就是要錘煉
海軍在一些海域的聯合作戰能力，尤其是打
贏複雜戰爭條件下的軍事鬥爭能力。此外，
演習涉及海域如此之廣，幾海聯動，這實際
上顯示出解放軍海空軍具備的跨海域聯合作
戰能力。

力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總書記的科學論斷和決策部署，全面分析了
我國經濟的優勢和潛力，對指導全國各地充
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推動經濟發展
逆勢而上具有重要意義。

讓發展新動能加速壯大
快評認為，敢於創新突破，尊重群眾首
創，推動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有效互動，這
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餘年來一條重要經驗。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經濟社會正常秩序受

震懾不再是主要目標
據媒體報道，解放軍此次西沙軍演亦在
台灣島內引發震動，台將進行的所謂「漢
光」演習「反斬首」科目亦受到島內質
疑。亦有輿論猜測，此次軍演與美國快速
推進「印太戰略」，在南海和台灣問題上
不斷搞事情有關。
宋忠平指出，解放軍練兵不僅僅是為了震
懾，震懾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目標，練兵就是
為了打仗，中國現在面臨的周邊環境越來越
不理想，天下越來越不太平，就是要着眼於
軍事鬥爭準備，包括要加大練兵的頻度、力
度和難度等，這樣在未來一旦爆發軍事衝
突，才能夠把這種訓練的效果和能力轉化到
實戰之中，練為戰，不再為了看，也不為了
震懾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到嚴重衝擊。但改革往往在困難中產生，在
破解難題中深化。我們看到，以雲計算、大
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異軍突起；
數字經濟、智能製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
極；「雲端」會議、遠程辦公、智能施工、
直播賣貨、機器人配送等經濟新模式讓現實
中的堵點難點迎刃而解。這些新技術、新產
業、新模式不僅成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的有力支撐，還有利於形成高品質的
產業供給，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正在培育

出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
快評最後強調，讓新生事物健康成長，讓
發展新動能加速壯大，這是應對各種風險挑
戰，危中求機、化危為機的重要方法論。一
方面，要堅持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
緊依靠人民，從豐富的基層實踐中尋找答
案、求得真知；另一方面，要善於從群眾關
注的焦點、百姓生活的難點中尋找改革切入
點，千方百計營造鼓勵探索鼓勵創新的制度
環境，完善容錯糾錯機制，讓一切創新創造
的活力充分湧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