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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欧盟冻结了俄罗斯寡头125亿欧元的资产：自4月以来，冻结金额翻了一番，包括游艇、房地产、

直升机和其他财产。 

 在俄罗斯袭击后，台湾将帮助重建几个乌克兰城市。Bucha、Kharkiv、Chernihiv、Odesa、Sumy和

Zaporizhia将获得财政和物质援助。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Joseph Wu）表示：“Bucha的暴行是战争罪行，必须予以谴责，肇事者必须

受到惩罚“。 

21.06 

 乌克兰武装部队收到了来自德国的 12 门 Panzerhaubitze 2000 榴弹炮和训练

有素的乌克兰组员。这些重型火炮部队能够在 40 公里的距离外射击。这

种武器被称为世界上最现代的火炮系统之一。  

 德国政府公布了将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清单。这份清单包括 30 辆Gepard

火炮部队、IRIS-T SLM 防空系统、54 辆 M113 装甲运兵车、3 辆火星 MLRS 和一些其他武器。出于

安全原因，德国没有提供有关武器转让前的转让方式和时间的进一步细节。 

23.06 
 

 英国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包括从炼油业和航空业出口商品和技术，以及在俄罗

斯使用英镑和欧元纸币。 

 乌克兰已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这

一决定得到所有 27 个成员国领导人的支

持“乌克兰会赢。欧洲会赢。乌克兰人

民属于欧洲大家庭。乌克兰的未来在欧

盟。我们一起支持和平，”欧洲外长Josep Borrell说。 

 Nike已决定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美国零售商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将无法在俄罗斯使用，商店将

不再营业。美国网络设备制造Cisco Systems公司也宣布关闭其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业务。 

 乌克兰与德国签署了购买IRIS-T防空系统的合同。国防系统制造商Diehl Defensem公司签订的

合同金额为1.78亿欧元。他们将由德国政府支付。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该计划包括新的HIMARS多发火箭、巡逻艇、

数以万计的火炮弹药，以及武器和装备。 

24.06 

 峰会后，欧洲理事会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高达90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欧盟领导人还同意加强

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加拿大正在没收受制裁的俄罗斯资产的财产，并可能将其转移到乌克兰进行重建。加拿大参议院

签署了该法案。这是战后在立法中加强这一机制的第一个先例。 

25.06 
 乌克兰和德国财政部签署了一项协议，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赠款。这些资金将用于乌克兰国

家预算，以资助戒严期间的优先社会和人道主义支出。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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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6 

 俄羅斯軍隊目前控制： 

 Lugansk地区 - 98.17%的领土 

 Donetsk地区。 - 58.49%的领土 

 Zaporizhia地区-74.89%的领土 

 Kherson地区。 - 94.07%的领土 

 在Severodonetsk的方向，俄罗斯-乌克兰边界那儿，在Bryansk和Kursk的地区，俄罗斯军队有来自第 1 

装甲集团军和第 20 集团军的多达三个营战术大队也有空降部队。 俄罗斯人继续加强Bryansk区边境

的防御阵地。 

 在Kharkiv方向，俄罗斯军队专注于维持先前占领的阵地。 

 在Slovyansk方向，俄罗斯侵略者试图向Dovgenke和Mazanivka定居点进行突击行动。 

 在Severodonetsk方向，俄罗斯人向Lysychansk、Spirne 和Vovchoyarivka 的定居点发射炮弹。 他们在

Lysychansk附近发动了一次空袭，并试图从南部封锁这座城市。 

 6 月 24 日，乌克兰指挥部证实，乌克兰军队正在从Severodonetsk撤

军。 需要几天时间才能离开。 乌克兰军队从Severodonetsk退到

Lugansk地区更坚固的阵地，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敌人的包围失

败了。 相反，邻近的 Lysychansk 现在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 但由于

其地理位置和所处的高度，它更好坚固。  

 在Bahmut方向，乌克兰士兵在Volodymyrivka -Pokrovske 方向阻止了俄罗斯的进攻。 全俄第 5 集团军正

在向 Pylypchatyne -Pokrovske 方向发动攻势，战斗仍在继续。 在Roty-Vershyna方向俄罗斯前进了一公里

的顶部。 

 为了促进该组织朝着集中其主要力量的方向采取行动，俄罗斯人正试图限制和控制在 Avdiivka、

Kurakhiv 和 Novopavliv 地区被占领的边界。 在Zaporizhzhia方向进行防御。 

 俄罗斯军方试图控制Yasynuvata-Kostiantynivka 公路（Donetsk地区），并在Vasylivka-Kamyanka 方向发生

战斗。 乌克兰保卫者回击敌人。俄罗斯军队损失惨重后撤离。    

 在South Bug方向，俄罗斯人正集中精力维护被占领的边界。 他们正在进行侦察，改进阵地的工程设

备，并试图阻止我们的部队重新集结。   

 乌克兰军队继续沿Dnipropetrovsk州和Kherson州边界进行反击。 

 乌克兰游击队在Kherson袭击俄罗斯军人以及与俄罗斯合作的合作者。 因此，6 月 22 日在 Gola Prystan 

市发生爆炸，与占领者合作的乌克兰人民代表 Alexey Kovalev 失踪了。 6 月 24 日，合作者 Dmytro 

Slavuchenko的汽车在Kherson发生爆炸。 他因伤而当场死亡。    

 乌克兰情报部门警告称，俄罗斯DRG 已抵达Mozyr市（白俄罗斯），并将在那里进行破坏活动，以将

白俄罗斯卷入与乌克兰的战争。 据 GUR 称，俄罗斯人计划炸毁 Mozyr 的公寓楼，并指责乌克兰人这

样做。 1999年的类似事件是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的正式原因。 

 在三天内，乌克兰人民为武装部队的 Bayraktar 无人机筹集了 6 

亿美元（约合 2000 万美元）。 “人民的Bayraktar”聚会由Serhiy 

Prytula慈善基金会和知名博主Lachen共同宣布。 计划在一周内

为 3 个Bayraktars 收集 5 亿 UAH，但只是在三天内，乌克兰人自

己收集了超过 6 亿 UAH。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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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在伊久姆 (Izyum) 区，一枚砲弹击中了两个孩子正在游泳的池塘。 
 在哈尔科夫，砲击的强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北部郊区。 赫尔松地区的战斗仍在
继续。 

 俄罗斯军队试图在夜间对敖德萨地区的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区 (Belhorod-Dniester) 发
动导弹袭击，在白天则发动另一波导弹攻击敖德萨，但导弹在空中被摧毁。  

 黎明时分，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遭到两次从俄罗斯境内发动的砲击。 

21.06 

 在尼古拉耶夫地区，由于俄罗斯的砲击，一名当地居民死亡，另有 6 人受伤。 建筑物、企业和基础设施遭
到破坏。 俄罗斯军队向尼古拉耶夫发射了七枚导弹。 

 俄罗斯入侵者袭击了哈尔科夫，造成五人死亡。 11人受伤。 除了哈尔科夫的死伤
者外，週二还有 10 人在俄罗斯砲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一名 8 岁儿童。 

 尼古拉耶夫市长 Alexander Senkevich 报告说，由于俄罗斯的袭击，造成一人丧生
，3人受伤。 

 由于俄罗斯敢死队无人机在苏梅地区的克拉斯诺波尔 (Krasnopil) 社区发动袭击
，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两人情况危急。  

22.06 
 

 俄军在切尔尼戈夫 (Chernihiv) 地区、楚吉夫 (Chuhuiv) 和哈尔科夫边境开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
战斗仍在继续，有平民死伤。 

 午夜时分，俄罗斯军队再次向哈尔科夫地区的佐洛奇夫 (Zolochiv) 开火，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被困。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砲击的两名受害者的尸体已从瓦砾中移走。 

 俄罗斯佔领者在顿涅茨克地区巴赫穆特区查西夫亚尔 (Chasiv Yar) 镇湖边的沙滩上用违禁集束砲弹开火。 
结果造成1人死亡，另有11人受伤。 

 由于俄罗斯对尼古拉耶夫地区的袭击，造成 1 人丧生，6 人受伤，房屋、企业和基础设施被毁。 俄罗斯军
队向尼古拉耶夫发射了七枚火箭。 

 俄罗斯在黑海拥有5枚地对空巡航导弹和一艘潜艇，共计44枚口径导弹。 
 白天，俄罗斯佔领者在苏梅地区进行了80多次砲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 
 由于俄罗斯週三在顿涅茨克地区进行砲击，造成 4 名平民丧生，5 人受伤。 

23.06 
 

 当晚，俄军再次向切尔尼戈夫地区的边防部队开火，袭击了哈尔科夫。苏梅地区昨晚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砲
击，赫尔松地区传出爆炸声，顿涅茨克地区和卢甘斯克地区均有战斗和损失。 

 俄罗斯佔领的斯卡多夫斯克 (Skadovsk) 一个海港遭到砲击，一名当地居民丧生。 
 工兵拆除了位于萨尔蒂夫卡 (Saltivka) 北部一栋 9 层住宅楼屋顶上的 FAB-500 炸弹
。 

 俄罗斯军队在俄罗斯境内用“冰雹”多管火箭砲发射磷弹药向苏梅地区的村庄开火。 
 由于俄罗斯在顿涅茨克地区的砲击，造成6名平民死亡，5人受伤。  

24.06 

 晚上，俄罗斯入侵者用多发火箭系统砲击札波利扎地区，并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两个社区进行了
类似的袭击。 

 俄罗斯砲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尼夫卡 (Konstantynivka) 市，击中了当地消防部门。 四名救援人员受伤
，一人死亡。 

25.06 

 俄罗斯人砲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 Shyroke、Hrechani Pody 和 Zelenodolsk 社区，炸伤了一
名 60 岁的妇女。 

 早上，佔领者在日托米尔 (Zhytomyr) 地区发射了大约 30 枚导弹，造成一名士兵死亡。 
 从黑海对利沃夫地区发动导弹袭击。六枚导弹，四枚命中，两枚被击落。该设施是亚沃里夫区的军事设施。 
 两架俄罗斯直升机在苏梅地区边境开火。 
 俄罗斯入侵者对萨尔尼市的一个民用基础设施（一个加油站和洗车场）进行了两次
导弹袭击，造成4名平民死亡和4人受伤。 

 凌晨 5 点左右，切尔尼戈夫地区遭到大规模火箭弹袭击。由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
从飞机和地面发射了 20 枚火箭弹击中德斯纳 (Desna) 村，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26.06 

 由于基辅的早晨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其中一名死者的尸
体被发现。 被击中房屋的六名居民受伤。 其中四人，包括一名七岁的女孩，住
院了。 其中一名伤者是俄罗
斯公民。 俄罗斯人使用 Tu-
95 和 Tu-160 飞机从里海发
射 X101 导弹。 早上，一枚
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基辅舍甫
琴科区的一所幼儿园。 其他

人最终进入附近的住宅楼。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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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俄羅斯佔領者正在進行環境破壞的罪行：單在三月下旬，俄羅斯佔領者就因轟炸和砲擊破壞了切爾尼戈夫 
(Chernihiv) 地區 400 多公頃的森林。 

21.06 

 2022 年 3 月，有 73,850 名非歐盟公民在歐盟成員國內申請庇護，比 2022 年 2 月增加了 35%。 增加
的原因是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侵略，首次申請的烏克蘭人數量增加（從 2 月的 2,370 人增加到 3 
月的 12,875 人；+ 443%）。 

 烏克蘭、俄羅斯、土耳其和聯合國的代表定於下週在伊斯坦堡舉行會議，討論解決烏克蘭糧食出口的問題
。 

 在戰爭爆發的第一天，位在馬里烏波爾港的伊利奇鋼鐵廠 (MMK) 以及亞速鋼鐵廠 (Azovstal) 生產了超過 
23.4 萬噸的冶金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不要購買俄羅斯人從馬里烏波爾港偷走的金屬產品的信件已
發送給所有港口、亞速鋼鐵廠的客戶和合作夥伴。 

 札波利扎地區 (Zaporizhzhia) 的 Energodar市長 Dmytro Orlov 說，俄羅斯佔領者將被俘的札波利扎核
電廠的員工關進地下室。 “人們留在城裡是為了確保沒有核電問題。他們在道德和生命安全壓力下安全地
管理核電廠。現在根本不清楚誰將利用核電廠，”他說。 

 歐洲投資銀行（EIB）行長維爾納·霍耶（Werner Hoyer）表示，烏克蘭可
能需要高達 1 兆歐元（1.1 兆美元）的外部援助來彌補俄羅斯入侵造成
的損失。 

 馬里烏波爾的醫療崩潰和胰島素的缺乏使至少一千名糖尿病患者的生命
處於危險之中。 “胰島素成癮者的情況完全失控。每天，外科醫生都會
進行三到五次截肢，”該市市長彼得·安德里申科的顧問說。 “[俄羅斯人]挖
出屍體，裝上拖拉機，然後把它們帶到‘地鐵附近的停屍房’。由於天氣炎
熱，他們會立即將屍體從停屍房運到萬人坑。像對待垃圾一樣對待死者
已經成為一種常態。”  

 由於缺乏飲用水，被佔領的馬里烏波爾的居民處於生存邊緣。 在某些地區，技術
用水被用作飲用水。 馬里烏波爾市長說，俄羅斯佔領的這座城市充斥著堆積如山
的垃圾，造成了不衛生的環境。 在所有城市地區，都有自葬，下水道系統停擺。 

22.06 
 

 截至6月22日上午，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造成916多名兒童受傷，其中324名兒童遇
難，592多名兒童受傷。 

 截至 6 月 22 日，Sievierodonetsk 的 Azot 工廠內尚有 568 人，其中包括 38 名兒童。 現
在撤離他們是非常危險的，人們留在避難所裡更安全。 

23.06 
 

 自全面戰爭開始以來，俄羅斯入侵者在整個烏克蘭造成了至少 2020 億格里夫納的
環境破壞。 這是由環境和自然資源部長 Ruslan Strelets 宣布的。 據部長稱，在戰爭
的四個月期間，烏克蘭記錄了 250 多起生態滅絕事件。 

24.06 

 在基辅地区，开设了第二个临时模块化城镇。 它位于布查，可容纳 704 人。 
 俄罗斯入侵者绑架乌克兰军队的亲属（包括儿童），要求保卫者进入被佔领区，以换取亲人的生命和安全
。 大多数案例由札波利扎(Zaporizhzhia)、赫尔松(Kherson)、尼古拉耶夫(Mykolaiv )地区的情报部门记录。 最近
，入侵者劫持了一名乌克兰军人的几名儿童。 

 俄罗斯佔领者已开始在马里乌波尔建造医疗中心，其中近一半将被用作停尸间。 “俄罗斯佔领者首先摧毁
了所有医院和医疗机构，现在他们正在建造他们的下一个‘模拟 GOVNET’！”，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议员马克
西姆博罗丁评论道。 

 欧洲理事会承认俄罗斯是一个在与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粮食作为武器的国家，应对全球粮食危机负全部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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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暂时佔领的赫尔松，俄罗斯军队恐吓乌克兰人。 75 岁的记者兼志愿者 Tetiana 
Antoniuk 在撤离城市时拒绝提供乌克兰护照，导致脊椎骨折。 在半昏迷和脊椎骨折
情况下，她免强能够爬进车裡逃跑。 Tetiana 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 她在阿富汗战争
期间担任记者，后来成为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这只是俄罗斯人在被佔领的乌克兰领
土上侵犯人权的众多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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