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维护”成为中国军队新使命
“中国军队有效履行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

命，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
决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决维护地
区与世界和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军事战略部研究员赵德喜：随着时代发展和
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 我军的职能使命不断拓
展，“四个维护”为推进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提供了基本遵循。

中国军队八项战略任务
“中国军队主要担负以下战略任务：应对各种突

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
主权和安全；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新型领域安
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战略威慑，组织
核反击行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
和世界和平；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
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温冰：这部白皮书
第一次明确了军队的8项战略任务， 这些任务是
新的历史时期军队使命的具体体现，将对全军的
建设发展起到具体的指引作用。

“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

思想的基本点。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人民军
队形成了一整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
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

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
想，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的内涵。”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舟： 中国再强大，
也不会放弃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不会背离积极
防御战略思想的本质，不会违背时代潮流走上武
力扩张之路。

“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
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
“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调

整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根据战争形态演变和国家
安全形势，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
局部战争上， 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
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闫文虎： 当前，世

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 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
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
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
向信息化战争演变。 战争的制胜机理已经改变，
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立足点当然也要随之调整。

“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
“个别海上邻国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问题上采取挑衅性举动，在非法‘占据’的中
方岛礁上加强军事存在。一些域外国家也极力插
手南海事务，个别国家对华保持高频度海空抵近
侦察，海上方向维权斗争将长期存在。”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淼：在相互利益
高度依存的今天，地区任何一个地方生乱甚至生
战，都会对各方的长远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中国
对维护和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的意愿是强烈的，对
可能严重冲击我国发展重要机遇期的风险是高
度警惕的。

首提“海外利益攸关区”
“加强海外利益攸关区国际安全合作，维护

海外利益安全。”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煜：我国首次在

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
这表明，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维护海外利
益安全已经成为军事战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首次公布海军战略转型
“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

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
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海上作战力量
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
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军事战略部研究员赵德喜：“近海防御与远
海护卫结合”的战略转型并未改变中国海军的防
御性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海军延伸航行轨
迹，是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和相关法律文件履行的

正当权利和义务。

首次披露“重大安全领域力量发展”
“海洋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建设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现代海上
军事力量体系。”

“太空是国际战略竞争制高点……密切跟踪
掌握太空态势，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保卫
太空资产安全。”

“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网络防御、支援国
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网
络空间重大危机。”

“核力量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基石
……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
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建设完善核力量体系。”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煜： 新形势下，
各主要大国在海洋、太空、网络和核领域的战略
竞争愈演愈烈，成为全球重要的安全关切。只有
拓宽战略视野、树立前瞻思维，积极关注和有效
应对这些重大安全领域威胁，才能有效维护国家
安全和发展利益。

“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
“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
“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组织非战争军事行动准备。”
国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于淼：备战、能战、

敢战，才能实现不战、止战和战胜的目的，才能始
终掌握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中国军队将“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中国军队将加大参与国际维和、国际人道

主义救援等行动的力度，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
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 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军事战略部研究员释清仁：随着国家综合国
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军队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
共安全产品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也是负责任
大国的重要体现。

（综合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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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部军事战略白皮书发布

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
中国政府26日发表 《中国的军事战

略》 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
军事战略方针， 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
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九部
国防白皮书， 也是首部专门阐述中国军事
战略的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9000字，以中、英、法、
俄、德、西、阿、日8种文字发表，正文由前言
和国家安全形势、军队使命和战略任务、积
极防御战略方针、军事力量建设发展、军事
斗争准备、军事安全合作等六部分组成。

中国最新的军事战略是什么？制定的
依据在哪里？ 它将怎样影响中国军队未来
发展？ 军事科学院的军事专家们对这部白
皮书中的十个亮点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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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5月24日， 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临沂舰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拉依布尔努港， 对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