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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世界新军事变革背景下的
中国军队建设
姬文波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军委深刻洞察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确
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制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进行了以裁减员额五十万为主要任务的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提出科技强军战略，强调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军队建
设质量，实现了我军建设指导方针的历史性转变。军事训练贯彻科技强军战略，全军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科技练
兵活动，增大训练的科技含量，推动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使部队应对高技术战争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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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新军事变革在世界军事

战略方针，成为新一届军委首先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问

领域兴起。同时，中国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任务也发生

题。党的十四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一届中央军委立即

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军委深刻洞察和把握国

把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上了议事日程。经中央军

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确

委研究决定，由江泽民亲自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

针工作，由军委副主席张震直接领导，指派总参谋部、军

变革，努力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

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各自着手文件的

目标，积极推进体制编制改革，深入开展科技大练兵，从

起草工作 [1]60。张万年总参谋长具体负责研究提出制定

而把我军现代化建设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意见和建议。

一、确立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1992 年 12 月 5 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一次小范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安全

围的军事战略问题座谈会，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审视周边

环境和军事斗争任务也发生重大变化，我军需要适时调

安全环境，为研究军事战略方针“务务虚”。在京的军

整战略方针。1991 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揭示了现代局部

委、三总部领导和驻京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 [2]361。

战争所具有的高技术特点，全新的现代战争样式登上了

座谈会开了两天，到会同志就总参谋部提交的研究报告

历史的舞台。军事科学院组织召开了在京军队高级干部

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总参谋长张万年在会上发言，分析

海湾战争座谈会，大家认为，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深刻

了当前的战略形势：一是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当今世界正

变革，现代战争正在成为高技术战争。经过酝酿，总参谋

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二是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

部提出了一个军事战略方针调整方案，在杨尚昆主持的

题，不可逆转。三是随着多极化的发展，各国在政治、经

军委常务会上进行了研究讨论，形成了共识。不过出于

济、科技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相互制衡，对战争的制约

保密角度考虑，新的战略方针内容只传达到大军区主要

作用增大。这就决定了世界大战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

领导，一直未在全军公开。

打不起来。张万年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局部战争和武装

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立新时期军事

科技创新导报 ,2012(5).

冲突很难避免。应付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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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一个难点 [3]365。张震在

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

发言中着重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军事战略方针几次调

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用这个方针统揽

整的情况，提出了研究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应当把握的

全军各项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这

原则，强调研究战略问题首先要认清国际形势 [2]362。战

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

略方针要服从国家的政治，依照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来

想战略性转变的深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一方针

确定。关于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基点放在何处的问题， 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实践证明，军委做出这一
张震提出“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
争”
，
一定要审时度势，
提高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起点

[2]362

。

重大战略决策是非常及时和完全正确的。
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确定后，全军迅速

经过两天的激烈讨论，大家取得共识，在军事战略方针的

掀起了一场对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大讨论。中央军委

基本依据和基本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

号召全军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科

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在军委常务会议上提出，高技术
战争怎么提，要提就提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海
湾战争是高技术战争，但以后的战争不一定都是高技术。

学技术，掌握更多的现代科学知识。全军官兵迅速开展
了学习高科技知识的热潮。
1994 年底，在国家制定“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海湾战争基本上是空中作战。高技术战争是个方向，一

景目标纲要的同时，中央军委成立“九五”计划领导小组，

是要花很多的钱，二是技术上确实很高。现阶段还是要

研究论证“九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人民解放军

[4]1011

。经

的发展问题，制定跨世纪的军队发展战略和建设规划，总

过军委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对不同的意见，采取摆事实的

参谋长张万年兼任“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领导小组

方式，统一了认识，总参谋部正式向中央军呈送了关于新

组长。从 1995 年 9 月至 12 月，在张万年主持下，领导小

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

组就“九五”计划讨论稿，向全军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

打现代化战争，包括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3 年 1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在新的国际

了多次修改。中央军委先后七次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审

形势下我军需要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对积极防御军事

议计划纲要的主要内容。《“九五”期间军队建设计划纲

战略方针；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

要》明确了二十一世纪初（2010 年前）军队建设远景

想，军事战略方针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我军的战略目

目标，主要内容是：通过十五年左右时间的努力，全面实

标、战略任务和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战略指导上必

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的各项要求，使国防实力与

须把握的基本思想和原则等，做了具体阐述和明确

[5]278

。

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
行了重大调整，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把打赢现代

军队建设整体水平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打赢现代技术特
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相适应 [3]517。《纲要》
明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

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 上，由准备打赢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打赢现代技
二是把军事斗争准备作为我军最重要、最紧迫的战略任

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二是在军队建设

务。一旦出现非用兵不可的情况，能够断然出手，决战决

上，逐步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

胜。三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抓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

技密集型转变 [3]518。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军建设

我军的威慑与实战能力。在落实步骤上，要分两步走。 的各个方面，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
第一步：调整“八五”建设目标，加强基础建设，展开作

两个根本性转变来进行。1996 年 11 月，中央军委首次

战急需项目的规划设计和起步工作，积极稳妥地进行调

公布了军队建设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九五”期间

整改革，为落实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奠定基础。 军队建设计划纲要》进一步指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第二步：在“八五”建设的基础上，加快发展速度，争取

的关键是实施科技强军战略 [3]520。落实军队建设指导思

用五到十年时间，基本实现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

想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为世纪之交的国防和军队建设

针的要求

[3]380

。1993 年 6 月，中央军委召开作战会议， 及军事斗争准备指明了方向。按照这一转变要求，军队

调整了各战略方向的作战任务，进一步明确了军事斗争

改革进一步向注重质量建设的方向前进。

准备和未来作战的基本原则，研究具体落实问题。这次

1997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到

会议后，各战区和各军兵种，也都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21 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

针，修订了作战预案，加强了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战场

略，明确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7]88。在对

建设 [6]636。

正在出现的信息化战争形态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中央军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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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任务。新世纪之交，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推动下，世

科技练兵的雏形，经验具体，成效显著，应向全军普及推

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

广 [1]103。中央军委、总部及时肯定了这种群众性科技练

备，面临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口，中

兵的基本方向。1998 年 5 月，《解放军报》发出系列报

央军委把跨越式作为我军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提出实

道，首次把“科技大练兵”的口号推向全军。1998 年 9

现我军机械化、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为我军在世界军事

月 25 日至 29 日，总参谋部在沈阳军区 39 集团军举办“全

领域的激烈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指明了正确方向。

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成果集训”，简称

二、深入开展科技大练兵活动

“辽阳集训”。“辽阳集训”第一次在全军范围内明确提

深化全军教育训练改革，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

出“科技练兵”的概念，是全军科技练兵的总动员，受到

针的必然要求。刘华清在 1993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领导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后，总参谋部向军

扩大会议上强调，要真正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要突

委正式提交了《全军运用高科技知识普及深化训练改革

出“四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成果集训情况》。张万年主持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专门讨

的思想；必须坚持军事训练的中心位置；必须坚持从难从

论这个报告，并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向全军转发 [1]103。10

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必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大

月，军委主席江泽民调阅“辽阳会议”文件，充分肯定该

[8]235

。1993 年 4 月，军委副主席张震到

集团军的“科技大练兵”；
11 月，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

部队调研后明确提出，军事训练改革要着眼高技术战争

军掀起“科技大练兵”热潮。此后，“科技练兵”成为

力抓好院校建设
[9]

相当长时期我军建设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①“科技练兵”

特点 。
从 1993 年起，全军紧紧围绕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这

是贯彻科技强军战略思想的重大举措，是提高部队战斗

个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在军事训练领域进行了从

力的有效途径，是我军训练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具有十

内容、战法到训法、手段等一系列全面的、力度很大的改

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为有效地引导和规范科技练兵的

革。总参谋部有计划、分步骤连续 4 年组织了全军性大

健康发展，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新时期军事

规模的专题军事训练活动。1995 年是全军战法改革取

训练的新思想，颁发了一系列指导军事训练的法规文件，

得重大突破的一年。1995 年 10 月，总参谋部抓住军事

促进了全军科技练兵的深入开展。

斗争准备中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对全军战法研究成果

1999 年 5 月，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发生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论证，在兰州军区举行了全军战

后，总参领导强调，军队必须把“练为战”的思想和“一

法研究成果论证活动

[1]96

，着重研究创新了合同作战的

切为打赢”的口号化为积极的行动，扎扎实实抓好科技

有效战法。1995 年 12 月，中央军委颁发了《中国人民

练兵。总参谋部派出工作组，对全军开展科技练兵的情

解放军军事训练大纲》，加大了高技术知识和技能训练含

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为解决部队训练中存在的倾向性问

量，使训练更加贴近实战。1996 年 6 月，总参谋部在沈

题，5 月 26 日，总参谋部举办了一次以科技练兵为主题

阳军区召开全军训法改革成果现场观摩交流活动，重点

的电视电话会议。全军师（旅）以上部队领导和武警部

研究了对抗训练方法，并大力开展了模拟训练。10 月， 队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新的“三打”（打
又举办了全军训练器材成果展览活动，对完善训练方法

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三防”（防精确打

。经过 4 年训练改革，我军基

击、电子干扰和侦察监视的）训练 [10]300。10 月 9 日至 16

本建立了以新一代训练大纲为标志的训练内容体系，取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组织了全军开展科技练兵

得了丰硕的成果。

观摩活动。这次观摩活动，首次演练了实弹打敌巡航导

手段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1]99

这期间，我军还进行了一系列实战背景下的军事演
习。1995 年 7 月至次年 3 月期间，针对“台独”分裂活

弹、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信息网络节点攻击等新型战法；
首次由训练基地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新的战争法则独立

动引发的台海危机，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 导调合同战术演习，突出了检验性，实战感和对抗性强；
解放军在东南沿海方向举行了一系列震慑“台独”的军

首次运用军事训练管理控制系统，对一个师级单位的训

事演习，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积极影响，为维护祖

练实行量化分析、动态管理，注重信息资源的利用，强化

国和平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了过程与质量的控制。来自全军各部队的代表通过巡回

进入 1997 年，总参谋部又作出部署，将军事训练改

观摩沈阳、南京、北京军区训练基地先进的导调监控、战

革创新，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适时催生了科技练兵这

场仿真、辅助评估、综合保障和基地管理五大系统，多种

一崭新事物。沈阳军区第 39 集团军的军事训练改革创

规模不同类型部队的实兵实弹演习，新课目演示，运用新

出数百项科技训练成果，受到总参领导的重视，认为这是

技术革新现有装备的成果展示和经验交流，探讨基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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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正规化训练、师改旅部队训练的路子，为全军深化

有分歧的重大事项，包括是否成立总装备部的问题，进

科技练兵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行了一个多月的封闭式论证。会议结束后，就论证情况

2000 年 1 月，中央军委转发了总参谋部《关于广泛

向傅全有做了汇报。经过修改补充，总参向中央军委呈

深入开展科技练兵全面提高部队打赢高技术战争能力

报了调整改革的总体方案。1998 年 3 月 29 日，军委常

的意见》。随后，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以总参谋部为主组

务会议对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重

成联合调查组，对全军科技练兵的情况进行了调研，认

大问题做出重要决定：成立总装备部；不调整大军区职

为科技练兵活动毕本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108

。为集

中展示全军科技练兵的成果，有效推动科技练兵在新世

能；不建立陆军部 [10]322。军委领导强调，这次体制编制
改革，要周密计划、雷厉风行。

纪的深入发展，总参谋部决定搭建一个展示全军科技练

4 月 8 日，中央军委再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调

兵成果的大舞台，搞一次全军科技成果交流活动。2000

整改革的总体方案，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并决定于 4

年 10 月 13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以京郊某训

月 22 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该方案。4 月 22 日，军

练场为主场，在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４地同时同步

委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任务。傅

联合开展了代号为“砺剑 -2000”的全军科技练兵交流

全有对调整改革的总体方案作了说明，主要任务：调整

活动，包括现地演兵、理论交流、网上练兵３项内容。这

改革装备管理体制。成立总装备部，主要解决领导管理

次交流活动全面展示了全军科技练兵的精品成果，突出

分散多头、工作程序交叉繁琐、协调难度大的问题。调

了谋求“打赢”这个主题，重点研究了军事斗争准备的

整改革后勤保障体制。一定要在“三军联勤“体制上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深化科技练兵的方向和思

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解决三军自成体系、分散保障、

②

路，把“打得赢”作为科技练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效率低下的问题。调整改革部队编成体制。主要解决

三、积极推动军队体制编制改革

规模偏大，基层不够充实，部队合成程度不高，结构不够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从我军体制编制的现状看，存在

合理的问题。要做到压缩编成规模，加强合成，提高特

规模偏大，机构臃肿、体制不顺、结构不优的问题，严重

种兵比例，简化部队分类。调整机关体制。主要解决机

制约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在制定军队建设“九五”计

关分工过细、机构庞大、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等问题。要

划时，军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我军三百万的员额仍然

在精简员额的基础上，下决心调整职能、撤并部门，减少

偏多，决定再次精简军队员额

[7]462

，在“九五”期间全军

要“减少 40 万人”。

副职，尤其要下决心减少内设机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认为，总体方案以提高部队高技术条件下的联合指挥能

1996 年 12 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我军编制

力、整体作战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为出发点，做到了全

体制不合理的问题比较突出，要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

面、科学、合理、有效，符合现代军事发展的规律，充分体

编制体制调整改革，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指挥体制改

现了江主席的指示精神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会议

[11]2138

。为加强领导，完成这一重任，总参谋部成立

审议通过了总体方案，并对如何实施作出部署。5 月 4

了全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研究领导小组，由总参谋长傅

日，中央军委颁发《“九五”期间军队体制编制第二步

全有任组长。领导小组下设论证办公室，由分管军务工

调整改革总体方案》。

革上

作的副总参谋长钱树根负责。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拟

由于我军组织编制管理工作长期处于无法可依的

制出了初步方案。1997 年 2 月，傅全有主持召开领导小

状况，靠制发文件指导组织编制管理工作，难以从根本

组会议，审议了方案

[10]319

上起到统一规范全军组织编制管理的作用，致使在军

。

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今后三年内，军

队组织编制的制定、执行、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队员额裁减 50 万。总参谋部作为主管全军体制编制的

1998 年 4 月，军委扩大会议指出，军队的编制管理要逐

职能部门，深刻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充分

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依法管理编制，是依法治军的重要

认识这一重大决策的深远意义。为完成裁军 50 万的战

方面，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为巩固体制编制

略任务，总参领导要求总参谋部务必于 1998 年上半年

调整改革成果，使今后的体制编制稳定运行，必须加快

[10]320

。领导小组迅速展开

组织编制管理的立法工作，把法治规范、行政手段和经

工作，以总参业务部门为主派出多个工作小组，到全军

济措施结合起来，做到依法制定编制，依法执行编制，依

各大单位进行调研。钱树根受傅全有委托，组织总参、

法管理编制，使军队的正规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政、总后、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国防大学、军事科学

[12]325

院等大单位主管军务工作的领导、研究人员，针对一些

放军组织编制管理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修改后上

搞好总体设计，制定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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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1999 年 4 月，军委常务会议讨论通过，5 月 13 日，

各项建设的首位，不断加强组织和制度建设。军事训练

该条例颁布全军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编制管理

向更高层次发展，使部队应付高技术战争的能力有了显

条例》是我军历史上第一部专门规范组织编制管理工

著提高。在各种严峻复杂的政治考验面前，三军将士紧

作的法规，标志着军队组织编制管理工作进入了法制

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

化、规范化管理的新阶段，对加强全军组织编制管理和

指挥，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断推向前

③

正规化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经过全军上下共同努力，1999 年底，裁军 50 万的
任务圆满完成。这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遵循了既要精

注

简员额，又要理顺关系、优化结构的指导思想，对我军的

①《解放军报》2015 年 12 月 8 日。

领导、指挥体制和后勤保障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对高

②《人民日报》2000 年 10 月 17 日。

级领率机关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对部队编组进行了

③《解放军报》1999 年 6 月 24 日。

重大调整。解散了大部分守备部队，取消了集团军建制
的乙种师，部分乙种师划归武警部队，部分集团军实行
军、旅、营体制；调整改革院校体制，将驻地相邻、专业相
近、隶属关系相统的院校合并重组，成立 3 所综合大学，
初步实现了规模化办学；调整完善干部培训体制，走出
一条军队自己培养与依托高校培养并举的路子 [13]288。
军队结构有所优化，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的比例上升，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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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理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的领导和管理体制。进一步
完善国防动员体制，突出抓好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应急分
队建设，国防后备力量得到新的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立法工作快速高效，民兵预备役工作走上了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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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轨道。全军上下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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