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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六日 

 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M270多管火箭发射器，最远可以击中80公里外的目标——国防部长本·

华莱士。  

 由 Andrei Ermak 和 Michael McFaul 领导的制裁俄罗斯国际工作组提出了制裁个人的路线图。 

潜在的制裁候选人人数至少有 12000 个人和 3000 个法人实体。 俄罗斯福布斯榜单上的前

一百位最富有的人立即获得了优先权。 

 拉脱维亚禁止所有俄罗斯电视频道，除非战争结束和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 目前保留在那里的八十个俄罗斯电视频

道被禁止播送。 

六月

七日 

 波兰总理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表示，波兰将根据 30 年来最大的合同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约 7 亿美元的 50 多门 Krab 榴弹炮。 他补充说，该协议部分资金来自欧盟，部分资金

来自乌克兰预算。 这些履带榴弹炮的射程约为 40 公里。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反对世界领导人催促泽连斯基与普京达成糟糕的和平协议。 

 由于大规模入侵乌克兰，新西兰政府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44家国有企业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 这份名单包括俄

罗斯最大的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也是俄罗斯通过销售天然气获得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 

 欧盟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放宽了对俄罗斯的第六套制裁措施。 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顾问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

Mikhail Podoliak）表示，禁止欧盟为俄罗斯提供云服务的项目已从清单中删除。 

六月

八日 

 挪威向乌克兰移交了22门M109自走榴弹炮，包括备件、弹药等设备。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开始访问欧盟国家，期望说服他们支持乌克兰的欧盟候选国地位。 

 作为增加对普京政权施压的新一轮制裁的一部分，加拿大已禁止广告和公关机构为俄罗斯的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工作。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支持乌克兰成为欧盟成员国候选国，并尽快向乌克兰提供

必要武器的决议。 

六月

九日 

 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0亿美元的直接援助以加强经济，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Bridget Brink)稍后

将提供另外75亿美元。 

 泽连斯基签署了一项法令，对普京、佩斯科夫、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和侵略国的其他一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 

 荷兰、丹麦和瑞典反对给予乌克兰欧盟成员国候选国的地位——他们认为乌克兰不符合欧盟保障民主、法治等机构稳

定性的标准。 

六月

十日 

 推特(Twitter)已经封锁了俄罗斯新闻机构“今日俄罗斯” (Rossiya Segodnya)拥有的宣传频道RT France在欧盟的

新闻服务帐户。 

 瑞士已加入欧盟对俄罗斯的第六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对俄罗斯石油供应的禁运。 

 芬兰将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方案——细节未透露为保证交付。 该决定是由绍利·尼尼斯托总统(Sauli Niinistö)根

据政府的建议批准。 

 斯洛伐克将不仅修复乌克兰军事装备，还将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斯洛伐克国防部长雅罗斯拉夫·纳吉(Jaroslav 

Nagy)。 

六月

十一

日 

 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y Melnyk)表示，德国计划在 6 月 22 日左右向乌克兰交付 

Panzerhaubitze 2000 自走火炮。 大使指出，尽管做出了承诺，但德国尚未（截至战争的第 105 天）向乌克兰交

付任何数量的重型武器。 

 新加坡将向乌克兰移交9辆救护车、2辆消防车、救援设备、扫雷器和医疗用品。 

 劳斯莱斯(Rolls-Royce)已向乌克兰医院交付了两台大功率发电机。 一台发电机可以为几座医院大楼供电。 

 能够防护领土范围相当于基辅大小的最新德国防空系统 IRIS-T 将于 10 月抵达乌克兰。 “这个系统是世界上最酷

的系统。它可以与美国的爱国者相媲美。它是德国产品，”乌克兰驻德国大使安德烈·梅利尼克说。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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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6

月11日 

 在斯洛维扬斯克方向（顿涅茨克地区），敌人的重点是准备部队进攻斯洛维扬斯克。 在 

Pasika - Bogorodichne 方向进行突击行动。 他们成功试图在 Bogorodichny 的西北郊站稳脚跟。 

 占领者继续努力切断 T1303 Gorsko-Lysychansk 高速公路，并开始对 T1302 Bakhmut-Lysychansk 高

速公路沿线的定居点发动袭击，但没有成功。 

 敌人控制了Kamyshevas 的火车站（T1303 以西约 7 公里），并可能试图与向 Orikhovo 推进的部

队联系。 

 俄罗斯继续袭击伊久姆西南和东南部的定居点，试图恢复对斯拉维扬斯克的袭击。 

 在莱曼方向，敌人重新集结部队并补充弹药和燃料供应，为对斯洛维扬斯克和西维尔斯克的

进攻做准备。 

 在 Severodonetsk 方向（卢甘斯克地区），敌人正在向 Novotoshkivske - Orikhove 方向推进。 取得

了部分成功，继续留在奥里霍沃村的北郊。 持续在北顿涅茨克市开展突击行动。 

 哈尔科夫方向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变。敌人集中力量维护被占领

的边界。为了限制国防军的行动，它向乌克兰部队的阵地开火

。 

 一支由敌军俄罗斯组成的海军集团继续封锁航运，并使乌克兰南部领土受到导弹袭击的威胁

。 6月11日，一枚从船锚上拆下的水雷再次被带到敖德萨地区的海岸。它是在距海岸 20 公尺

的海中发现的。水雷在水中引爆，可能是与另一个物体发生碰撞所导致的。 

 在赫尔松地区，特别是在与邻近地区的行政边界和贝里斯拉夫

区，敌对行动相当激烈，许多房屋和建筑物遭到破坏，平民受

伤，牲畜死亡。在该地区，药品、婴儿食品和其他人道主义物

资存在问题，无法从乌克兰控制的领土运送这些物资，占领者

也未从克里米亚运送物资。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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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

日 

 6 月 5 日上午，俄罗斯 X-101 空对空巡航导弹袭击了基辅的铁路基础设施，据推测是试图中断西方军事装备对前

线乌克兰部队的供应。 

 6 月 6 日晚上，尼古拉耶夫的一个地区遭到炮击。该市居民受伤，一人死亡。 

 俄军用迫击炮向苏梅地区边境地区猛烈开火。大约40次炮击。 

 乌克兰安全局收到的信息表明，入侵者可以在临时占领的赫尔松地区的内部检

查站射杀在他们看来可疑的平民。 

 在顿涅茨克地区，由于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造成4 名平民丧生，7 人受伤 

六月七

日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克里维里赫区，俄罗斯人在夜间发射“飓风”，有一人受伤。 

 俄军向尼古拉耶夫地区的巴什坦斯基社区开火，造成两人丧生，一人受伤。 

 在基辅地区，当地人在树林里炸毁了一枚地雷；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周二，俄罗斯炮击哈尔科夫地区，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六人受伤。 

六月八

日 

 俄罗斯占领者用不同类型的武器对苏梅地区的多个边境村庄进行了4次袭击。 

 哈尔科夫和米科拉耶夫遭到俄罗斯军队的炮火肆虐，北顿涅茨克的战斗仍在继

续，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地区的平民伤亡。 

 在哈尔科夫地区，有5人死亡，12人受伤，12名平民受伤，哈尔科夫市的房屋

和一家超市遭到破坏。由于该市新巴瓦尔斯基区的炮击引发生火灾，造成两人

死亡，四人受伤。 

 俄罗斯入侵者向尼古拉耶夫地区的 5 个定居点开火，因此造成伤亡和大量破坏

。 

 俄罗斯军方继续向扎波罗热地区开火——奥里霍夫的居民受伤，该地区记录

了许多破坏 

 由于俄罗斯周六的军事行动，顿涅茨克地区有 2 名平民丧生，10 人受伤。 

六月九

日 

 俄罗斯人炮击了特维尔多梅多沃村（赫尔松地区），造成两名平民受伤。 

 俄罗斯入侵者继续炮击卢甘斯克地区并寻找北顿涅茨克防御的弱点，造成至少四名平民死亡并造成大量破坏。 

 俄罗斯入侵者继续积极炮击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造成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

茨克地区的人员伤亡，占领者已经将他们的家人运送到赫尔松地区的城市。 

 俄罗斯人在顿涅茨克地区杀死了3名平民。 

六月十

日 

 哈尔科夫地区的炮击导致两人死亡：房屋被毁，森林被烧毁。.  

六月十

一日 

 在敖德萨州Hrybivka 的海滩上，一名度假者在海水中的地雷爆炸中死亡。 

 俄军在苏梅州投掷炸药，还发射了大炮。 

 俄罗斯占领者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 Synelnykiv 区发射集束弹药，在平民家中引发火灾。 

 6 月 11 日晚，捷尔诺波尔地区乔尔特基夫遭到火箭

弹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和士兵在内的 23 人受伤。 

 平民在轰炸 Lysychansk 期间受伤。记者丹尼斯·卡

赞斯基记录了乌克兰军队如何帮助伤员。 

一周内的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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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六日 

 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安德留申科(P. Andriushenko)强调，马里乌波尔的人道主义局势继续

恶化。与此同时，占领者表示，从七月开始，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将只提供给退休人

员和残疾人士。“每天有一千五百到两千人在前Metro商场排队等候人道主义援助（实际

上是为了食物）。每天分发的食物只有400份。人们在烈日下徒劳排队6个小时。城市也

有没饮用水。他对被占城市的情况发表了评论：被占领土的疫情极其严重，马里乌波尔受到霍乱疫情的威胁。 

 根据乌克兰国家边境服务局的数据，连续二十七天，通过乌克兰西部边境进入的人数超过了离开该国的人数。

今天，流入乌克兰的总净流入人数约为 184,000 人。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里·库列巴(Dmytro Kuleba)呼吁西方盟国不要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保证，即俄罗斯不会利

用通过在敖德萨港收割庄稼来袭击该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能考虑通过铁路将收获物经由白

俄罗斯领土出口到波罗的海港口。 

 泽连斯基总统证实，超过 2,500 名乌克兰Azov战斗者在俄罗斯占领者手中。国防部总参谋长正在努力达成释放他

们的机会。 

六月

七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声称，俄罗斯阻止乌克兰出口谷物，是为了通过加剧粮食危机来敲诈

世界。 

 根据少年检察官的官方信息，截至 6 月 7 日，已有 263 名儿童遇难，超过 467 人受伤。 

 据乌克兰总统常驻克里米亚自治在被占领赫尔松(Kherson)地区的代表称，俄罗斯入侵者将大约600人关押在酷

刑室，并将被绑架的居民带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 

 尽管敌对行动激烈，乌克兰 5 月份出口了超过 170 万吨农产品，比 4 月份增加了 80%。 

六月

八日 

 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乌克兰仍成功种植活动：达去年种植面积的 75%。总理什米加尔(Denys Shmyhal)

表示，主要挑战如下：需要出口和保存新作物,  为农民提供燃料。 

 5月4日，乌克兰农业政策和食品部第一副部长Taras Vysotsky表示，俄罗斯人从乌克兰临时占领的四个地区共出

口了约40万吨粮食，占该地区百分之三十的储备。 

 世界银行已将乌克兰今年年底的通膨预期从 4 月份的 15% 下调至 20%。 

六月

九日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iy Peskov)表示，克里姆林没有任何关于乌克兰军队Azov的未来决定

的信息。 

 联合国指出，即使是对乌克兰关键港口进行排雷也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六月

十日 

 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面临了医疗崩溃危机，该市极度缺乏药品和医生

。此外，根据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Andryushchenko的说法：“有多少马里

乌波尔居民在这些封锁下死亡，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将与垃圾一

起被埋在左岸的垃圾填埋场。”  

 根据人权专员Denysova的说法，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截至 5 月底，已有超过一百万乌克兰人被驱逐出境。 

 合作者说，他们已经将樱桃从临时占领的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出口到被吞并的克里米亚。 

六月

十一

日 

 在占领军控制的Zaporizhia地区，将于6月11日起发放俄罗斯护照。特别是在梅利托波尔签发了 30 份护照。据

俄罗斯内政部称，超过八十万所谓“DPR”和“LPR”的居民以简化方式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 

 俄罗斯占领者公开否认马里乌波尔面临霍乱的威胁，但已开始为疫情准备医疗设施。根据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 

Andryushchenko 的说法，该市准备了四个箱子，用于隔离以前在传染病科治疗过 COVID-19 的患者。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Andriy Yermak表示，俄罗斯企图在乌克兰重演饥荒:占领者正在乌克兰的田野发射燃烧弹。  

六月

十二

日 

 联合国调查俄罗斯在乌克兰犯罪的独立国际委员会访问了基辅州。 Oleksiy Kuleba 提醒说

，在基辅地区已经发现了 1,300 多名被俄罗斯军队杀害的平民，而且在清理被毁房屋瓦

砾中的领土的过程中，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  

人道主义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