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磁利剑 新质战力信息作战群

信息支援方队、电子侦察方队、电子
对抗方队、无人机方队——相比雄壮霸
气的陆上作战群，组成信息作战群的 4
个方队，锋芒内敛、神秘莫测。

在信息力就是核心战斗力的未来战
场，这支新型作战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
决胜电磁空间的重要战略支撑。

这次参阅的兵力，既有来自战略支
援部队的信息作战新锐，也有来自中部
战区陆军的电子对抗劲旅；既有助力夺
取复杂电磁环境下战场主动权的电子侦
察车组，也有能毁瘫敌预警探测、指挥通
信体系的新型无人机。

这次阅兵，海红旗-9B舰空导弹和
鹰击-12A舰舰导弹组成海军导弹第1
方队，鹰击-83K空舰导弹和鹰击-62A
岸舰导弹组成海军导弹第2方队，在海
军陆战队方队的引领下，代表人民海军
踏浪而来。

同一时刻，中国海军护航舰艇编队、
远航访问编队远渡重洋，守望和平安宁，
播撒合作友谊。

走向远海，阔步深蓝。不久的将来，
随着第二艘航母、新型导弹驱逐舰等标
志性装备正式入列，人民海军建设世界
一流海军的步伐必将愈加坚实。

海军陆战队方队

阔步深蓝 决胜海天海上作战群

这是人民军队空中主战机型的一次
集中展示——

空警-2000预警机、空警-500预警
机、运-20 大型军用运输机、歼-10B、
歼-15、歼-20、歼-16、歼-11B……

5类14型52架，涵盖预警指挥、远程
打击、战略投送、加油续航、歼击空战等各
个领域。第四代超音速隐身战斗机歼-20
亮相阅兵场，标志着人民空军向着空天一
体、攻防兼备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

换其羽者当远飞。我国的空中作战
力量，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战略转型，
飞向更高更远的空间。

歼击机梯队

战略转型 换羽高飞空中作战群

矛利盾坚 护卫空天防空反导作战群

高机动三坐标雷达——国家空防体
系的战略前哨；红旗-9B、红旗-22——
防空反导作战的新型装备；弹炮系
统——重要战略目标空中安全的最后
一道防线。

由它们组成的预警雷达方队、地空
导弹方队、弹炮系统方队，形成远中近程
相配套、高中低空相结合的火力体系，标
志着我军信息化条件下防空反导能力全
面提升。由空向天，体系作战。曾经只
能靠机枪、高射炮、探照灯与敌机对抗的
中国地面防空力量，作战能力向更高边
疆拓展，坚定护卫着祖国的空天安全。

弹炮系统方队

代表武警部队接受检阅的反恐维稳
群，来自声名赫赫的猎鹰突击队。

2014年 4月 9日，习主席亲自为猎
鹰突击队命名并授旗。从此，这支反恐
专业力量瞄准“建成国际一流反恐特战
劲旅”，展开了一场场血性突击。

极限搏击、荒野求生、绝壁攀岩、特
战驾驶、潜水爆破……一系列具有制暴
反恐特点的高难高危课目，把官兵们磨
砺成“钢刀之刃、利剑之锋”。近年来，他
们先后出色完成博鳌亚洲论坛、杭州
G20峰会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前置备勤等重大活动安保任务。

武警特警方队

忠诚卫士 正义铁拳反恐维稳群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战略导弹
部队由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开始了
跨越转型的新步伐。

火箭军受阅的 5型导弹装备，有能
对敌要害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的东风-16
改常规导弹，也有能跨区域无依托机动
发射、实施快速核反击和常规中远程精
确打击的东风-26导弹，有打击舰船目
标的陆基弹道导弹东风-21D，也有战略
核导弹，充分展示了我国慑战能战止战
胜战的战略制衡能力。

核常兼备，全域慑战。开启新征程的
英雄火箭军，筑起坚不可摧的和平盾牌。

核导弹方队

核常兼备 全域慑战战略打击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保障力就是
战斗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每一
句口号，都是战斗宣言。

由信息通信保障方队、工程防化保
障方队、后勤保障方队、装备保障方队组
成的综合保障群，代表我军联合作战保
障的最新发展水平亮相阅兵场。

具备全时通、全域通、全频通保障能
力的通信装备，机动性能好、作业能力强
的工程防化装备，新组建的联勤保障部
队，能适应复杂战场环境的抢修装备——
共同构成我军一体化联合保障的生力军，
成为人民军队体系制胜的重要支撑。

后勤保障方队

联战联保 体系制胜综合保障群

信息支援方队

精兵作战 制敌尖刀特种作战群

战时，侦察、破袭；平时，封控、抓
捕——一招制敌的特种兵，从诞生之初
就肩负着与众不同的作战使命。

组成特种兵方队的官兵，主要来自
全军唯一一支高原特种作战部队，全部
熟练掌握多种武器装备，具备跳伞、机
降、攀岩、潜水、驾驶、格斗等各类作战技
能，能够在高寒山地环境中实现立体破
袭、快打快撤。

超常之技，更需非常之器。轻型全
地形车、轮式轻型侦察车、防护型突击车
等新型特战装备，成为助力特种兵敢打
必胜的尖刀之刃。

特战装备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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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内蒙古朱日和7月 30日电 铭记
光辉历史，推进强国强军。7月 30日上午，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
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
重要讲话。

盛夏的草原极目青天，火热的沙场鼓角铮
鸣。检阅台前，“1927-2017”字样十分醒目。
1.2万名受阅官兵、600多台受阅车辆装备集
结列阵，犹如钢铁长城巍然屹立。100多架战
机在 6个机场整装编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首次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盛大阅兵，是野
战化、实战化的沙场点兵，是人民军队整体性、
革命性变革后的全新亮相。

9时整，阅兵开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
场齐声高唱国歌。习近平登上检阅车，行至阅
兵道。阅兵总指挥、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报
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习近平下达检阅开始的
命令。

在激昂的阅兵曲声中，习近平乘车依次检
阅护旗方队、人员方阵、装备方队。“同志们

好！同志们辛苦了！”习近平向受阅部队表示
亲切问候。“主席好！为人民服务！”官兵们的
回答声震长空。习近平乘检阅车返回检阅台
时，受阅官兵齐声高呼：“听党指挥、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铁阵如山，口号如潮。

军旗跟着党旗走，军旗拱卫国旗行。护旗

方队徐徐驶来，拉开了阅兵分列式的序幕。鲜
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在200余名官兵护卫下
迎风招展。

巨大的轰鸣声由远而近，41架直升机组
成“八一”标识和“90”字样，飞临检阅台上空，
象征着人民军队走过了90年光辉历程。

铁甲奔涌，战鹰呼啸。34个地面方队和
空中梯队，组成陆上作战群、信息作战群、特种
作战群、防空反导作战群、海上作战群、空中作
战群、综合保障群、反恐维稳群、战略打击群9
个作战群，按作战编组依次通过检阅台。这次
阅兵，受阅装备近一半为首次亮相，集中体现
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

受阅部队接受检阅后，迅速向检阅台对面
集结。动若风发，战尘飞扬。重新集结后的部
队，如同一道凝固的铁流横亘阵前。

10时许，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90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宣告中国诞生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90年来，
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脚踏着祖国的大

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浴血奋战，勇往直前，
战胜一切敌人，征服一切困难，为中国人民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
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
愧是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不愧是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习近平强调，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
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
要保卫。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
要深入贯彻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努力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
标，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
一流军队。

习近平要求全军将士们，坚定不移坚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永远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坚定不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时刻把人民放在心
头，永远做人民子弟兵；坚定不移坚持战斗力

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聚焦备战打仗，锻造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坚定不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水平。

习近平指出，我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
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我们的英雄
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
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
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赢得全场长时间雷鸣
般的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范
长龙主持阅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
委副主席许其亮，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
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
凤和，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
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
领导等约240人参加活动。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
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英雄军队 战之必胜

沙场点兵 铁血军魂

空降兵方队

预警雷达方队

地空导弹方队

弹炮系统方队

陆上作战群

●由陆军、海
军、空军、火
箭军４个军
种官兵组成

● 护卫着中
国共产党党
旗、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旗、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旗

● 17 架直升机
组成“八一”标
识

●24 架直升机
绘出“90”字样

空中突击梯队

坦克方队

步战车方队

自行火炮方队

反坦克导弹方队

信息作战群

信息支援方队

电子侦察方队

电子对抗方队

无人机方队

特种作战群

特种兵方队

特战装备方队

海上作战群

海军陆战队方队

海军导弹第1方队

海军导弹第2方队

空中作战群

预警指挥机梯队

轰炸机梯队

运输机梯队

加受油机梯队

舰载机梯队

歼击机梯队

综合保障群

信息通信保障方队

工程防化保障方队

后勤保障方队

装备保障方队

反恐维稳群 战略打击群

武警特警方队 火箭军部队方队

核常兼备导弹方队

常规导弹第1方队

常规导弹第2方队

核导弹方队

护旗方队 纪念标识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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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陆军 全域攻防陆上作战群

10架武装直升机率先临空，紧随其
后，18架运输直升机在8架武装直升机
的护卫下，搭载精锐力量实施机降……

曾经只能靠两条腿与敌人汽车轮子
赛跑的人民陆军，以“飞起来”的姿态呼
啸而至。一支全新的力量——空中突击
部队，已光荣加入人民军队战斗序列。

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式
发展，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
陆军注入强大动力。中国的陆上作战
力量，正在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
型、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加快
转变。

步战车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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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乘车检阅部队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

我们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听
党指挥的英雄军队，不愧
是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
不愧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英勇奋斗的英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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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阅部队迎面而来受阅部队迎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