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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抵達烏克蘭訪問，並參觀了遭受過俄軍占領

的基輔州的定居點。 呂特此次訪問表明了他對烏克蘭人民和澤連斯基總統政

府的支持。 

 歐洲內政事務部長 Jlva Johansson 宣布，歐盟將在摩爾多瓦建立一個中心，以

防止將烏克蘭戰爭中使用的武器非法出售給歐洲的犯罪集團。瑞典移民部長

安德斯·伊格曼表示，供應給烏克蘭的大部分武器仍掌握在烏克蘭軍方手中，

“那些曾在戰爭中使用過的武器，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以後可以被有組織的犯罪

團夥使用”。但是，他說，“我們必須在烏克蘭戰結束後采取措施控制武器的

流動”。 

 “七國集團”（G7）國家的大使在基輔強調了及時任命專門反腐敗檢察官辦公室的首長以加強烏克

蘭反腐敗機構的重要性。 這是維持加入歐盟候選國地位的必要條件。 

12.07 

 歐盟理事會批準了向烏克蘭撥款 10 億歐元的金融援助，以支持戰爭時的烏克蘭經濟。 

 自俄羅斯於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以來，歐盟已經凍結了價值 138 億歐元的俄羅斯資產。 其中，超

過 120 億歐元僅在五個歐盟成員國被凍結了，但這五個歐盟國家的名稱

尚未披露。 

 西班牙政府正在準備將 10 輛豹2A4主戰坦克和 20 輛M113裝甲運兵車交

給烏克蘭，這些車輛目前在西班牙軍隊服役。 

 烏克蘭已成為了北約武裝部隊技術合作計劃的準成員。 這意味著烏克

蘭有權共同制定並修改與作戰管理系統相關的北約關鍵標準。 

13.07 

 德國將於 8 月 1 日完全停止購買俄羅斯煤炭，12 月 31 日完全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德國財政部

副部長 Jörg Kukis說。 據他所說，此前俄羅斯向德國提供了 40% 的煤炭和 40% 的石油。 

 歐盟委員會在向加裏寧格勒進行過境的問題上對俄羅斯部分讓步了。 歐盟成員國已經發布了關

於從俄羅斯過境貨物的附加說明，允許受制裁的貨物通過鐵路運往加裏寧格勒州。 

 作為對朝鮮承認所謂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共和國獨立”的答覆，烏克蘭與朝鮮斷絕外交關系。 

14.07 

 英國給烏克蘭撥款 250 萬英鎊以調查俄羅斯的戰爭罪行。 這筆資金將用於協助烏克蘭總檢察長辦

公室調查犯罪，包括與戰爭有關的性暴力。 

 美國財政部表示，它允許與俄羅斯聯邦進行有關化肥、食品、種子、藥品和醫療設備的交易。 

據報道，美國已解除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 Gazprom Germania GmbH 子公司的制裁。 取消

對俄羅斯化肥出口的限制是克裏姆林宮解除對烏克蘭港口封鎖的條件。 

15.07 

  歐盟宣佈了針對俄羅斯聯邦的第七套制裁措施。 它包含著對俄羅斯黃金的禁運，將制裁延長至 

2023 年 1 月，擴大向俄羅斯聯邦出口兩用商品和技術的禁令，以及

針對新的個人制裁。 

 第一批 M270 遠程齊射導彈系統已經到了烏克蘭 -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

茲尼科夫表示。 “它們會成為 HIMARS 導彈系統在戰場上的很好的伙

伴” - 他說。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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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俄羅斯人繼續向烏克蘭境內的民用物體發射導彈和空襲。 

 

 在沃倫 (Volyn) 和波利斯克 (Poliske) 方向，白俄羅斯共和國軍隊的陣地和活動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 

 在西維爾斯基方向，俄羅斯人定期用迫擊砲轟炸烏克蘭陣地。 為了向烏克蘭國防軍展示他們

的存在並限制其行動，俄羅斯人在布良斯克(Bryansk) 和庫爾斯克 (Kursk) 地區的邊境地區保留

了多達四個營的戰術組。 

 在哈爾科夫方向，俄軍正集中力量阻止烏克蘭軍隊的推進。 持續對在哈爾科夫市周圍地區和

烏克蘭控制的村莊進行砲擊。 

 在斯洛文斯克 (Sloviansk)，俄羅斯人正試圖襲擊 Bohorodychne。 7月15日，烏克蘭士兵在那裡擊

退了敵人的進攻。 

 向頓涅茨克方向，在該地區的一些地區，俄羅斯人加強了使用航空、桶裝和火箭炮的行動，

以擴大臨時佔領的領土，到達頓涅茨克地區的行政邊界。  

 入侵者對 Spirne – Ivano-Darivka 的攻擊行動被烏克蘭守軍成功擊退。 

 7 月 15 日，俄羅斯入侵者試圖控制 Bakhmut-Lysychansk 高速公路的一段路段。 對 Nahirne 和 

Bilohorivka 有一些攻擊行動。  

 烏克蘭士兵阻止了敵人的嘗試並將其擊退。 

 俄羅斯人試圖襲擊多洛米特涅 - 新盧漢斯克和多洛米特涅 - 塞米希里亞（頓涅茨克地區）附近

的烏克蘭陣地，但這些嘗試在烏克蘭士兵的恰當火力下失敗了。  

 同樣的命運也降臨在Rota – Vershyna 定居點附近的俄羅斯人身上。 敵人撤退了。 在重新集結後

，入侵者恢復了對 Vuhlehirsk TPP 的攻勢。 戰鬥還在繼續。 

 在阿夫迪夫卡、庫拉希夫、新波帕夫利夫卡和札波羅結，為了將我們的部隊從被佔領的陣地

中驅逐出去，俄羅斯人進行了幾次空襲。 

  7月13日，烏克蘭軍方針對赫爾松地區新卡霍夫卡的一處俄羅斯

彈藥庫進行襲擊。 

 白天，烏克蘭軍方在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和赫爾松地區摧毀了數

個敵軍彈藥庫。 

 經證實，7月9日，烏克蘭HIMARS對

Shakhtarsk的襲擊造成俄羅斯第106師大部分指揮

人員傷亡。 

 三艘高精度武器航母已準備好對烏克蘭境內的物體進行導彈襲擊。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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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俄羅斯入侵者再次用多發火箭系統轟炸哈爾科夫，造成 3 名公民死亡，另

有 31 人受傷，其中包括 2 名兒童。 

 早上，俄羅斯軍隊對敖德薩地區進行了導彈襲擊。 發射了多達七枚導彈。 

 根據國家緊急服務中心的最新數據，由於導

彈襲擊了頓涅茨克州恰索夫亞爾 (Chasіv Yar) 一棟

5層樓高的建築物，造成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48

人死亡，另有6人受傷。 

 一枚俄羅斯導彈擊中了哈爾科夫市中心的一棟六層樓住宅。 

 7 月 11 日上午，在 尼古拉耶夫聽到爆炸聲。 俄羅斯人向蘇梅地區的肖斯

特卡區開火。 在赫爾松地區，發生了多起火災，佔領當局不允許撲滅。 穀物燃燒。 

12.07 

 黎明時分，俄軍再次襲擊尼古拉耶夫，擊中了兩家醫療機構和一些住宅——

至少有12人受傷。 

 白天，俄羅斯軍隊再次襲擊哈爾科夫。 該市工業區發生襲擊，造成四人遇難

。 

13.07  午餐時間，在扎波羅結市，傳來爆炸聲：俄羅斯導彈擊中了一家工業企業。 14人受傷。 

14.07 

 在尼古拉耶夫的早晨砲擊中，俄羅斯人襲擊了市中心的一家旅館，破壞了一個購物和娛樂中心、兩所

教育機構和其他社會設施。 

 在文尼察，由於俄羅斯人對市中心的導彈襲擊

，發生了爆炸和火災。 據報導有 24 人死亡，其中包

括 3 名 10 歲以下的兒童。一些死者被活活燒死。 約

90人到醫療機構求醫，其中50人病情嚴重。 導彈擊中

了一個音樂廳、一個購物中心、一個停車場和一個醫

療中心，大多數患者和工作人員在這些中心或死亡或

重傷。 大約 55 座建築物和 40 輛汽車受損。 

15.07 

 俄羅斯人用導彈擊中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 Synelnykove 區的一所學校，造成嚴重破壞。 

 早上，尼古拉耶夫發生了一系列爆炸。 俄羅斯人襲擊了兩所大學，造成兩人受傷。 

 第聶伯羅市發生了新的襲擊。 導彈擊中了一家工廠和旁邊一條繁忙的街道。 這次俄羅斯襲擊造成 3 人

死亡，另有 15 人受傷。 

16.07 

 俄羅斯人使用 Grads 襲擊了尼科波爾的住宅區，造成兩人死亡，一名婦女受

傷。 

 由於在哈爾科夫地區的 Chuhuiv 遭到砲擊，有 3 人喪生。 俄羅斯人部分摧毀

了一座兩層住宅樓。 

 俄國人襲擊了敖德薩引發一場大火，花了將近6個小時才將其撲滅。 

17.07 
 在 Mykolaiv 發生了大約 10 次強烈的爆炸。 據報導，兩家工業企業發生了撞擊和火災。 

 在扎波羅熱市，發生了幾起爆炸。 此外，在該地區，由於 MLRS 對接觸線定居點的砲擊，發生了火災。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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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7 月 11 日，包括近 300 名兒童在內的 1100 多人從哈爾科夫州被暫時佔領的社區撤離。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對頓涅茨克地區查索沃亞爾一處宿舍的導彈襲擊“摧毀

了三百多名民族主義者”。 在那裡，由於砲擊，48 名平民喪生。 

 馬里烏波爾市長的顧問安德留申科呼籲烏克蘭人為了自己的安全立即離開

被佔領的馬里烏波爾，並解釋說俄羅斯人不可能在冬天之前恢復必要的生

活水平。 

12.07 

 國際社會在 3 月至 6 月提供的資金僅滿足了烏克蘭 220 億美元預算需求的一

半。 

 網路上首次公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佔領初期在馬里烏波爾是如何進行過

濾的。 影片顯示了脫衣服的羞辱性身體檢查。 特別是，佔領者搜查烏克蘭

人的“類似於亞速紋身”的紋身，並檢查了手機。 

13.07 

 俄羅斯佔領者偷走的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價值超過6.13億美元。 

 由於俄羅斯聯邦的砲擊，週二在札波羅結約 600 公頃不同品種的糧食作物被燒毀。 

 俄羅斯佔領者將烏克蘭臨時佔領區的 200 萬居民驅逐到俄羅斯聯邦，其中包括數十萬兒童。 

 截至 7 月 13 日上午，俄羅斯已經向和平的烏克蘭城市發射了近 3000 枚不同的導彈。 

 親普京傀儡DPR武裝分子的領導人普希林表示，“DPR”將以槍決方式來執行死刑，根據DNR的準立法，不

會公佈日期。 

 根據負責青少年的檢察官的官方信息，349名兒童死亡，超過652人不同程度受傷。 

14.07 

 烏克蘭情報官員報告說，他們正在從頓涅茨克地區的 Sviatohirskaya Lavra 組織一條人道主義走廊，那裡藏

有 600 名平民，其中約 70%為朝聖者及試圖躲避砲擊的當地居民。 

 盧甘斯克 OVA 負責人 Serhii Gaidai 表示，俄羅斯佔領者希望恢復 Severodonetsk "Azot" 鋼鐵廠的活動，但這可

能會由於工廠遭受的破壞而導致人為災難。 

15.07 

 俄羅斯代表三度改變了他們對火箭襲擊文尼察一棟商用辦公大樓後果的說法，這場

攻擊導致 7 月 14 日有 23 人死亡。 

 據烏克蘭總檢察長 I. Venediktova 稱，烏克蘭已經登記了 22,000 起俄羅斯戰爭罪行，而

且每天都會增加 200 至 300 起俄羅斯導彈、砲彈和暴力暴行案件。 

 烏克蘭的穀物出口比去年的計劃落後 40%。 

 尼古拉耶夫已經三個月沒有飲用水了，4 月 12 日，佔領者破壞了輸水管道，目前只

能恢復部分工業用水，飲用水則必須以車輛運送進入城市。 

16.07 

 國防部發言人Oleksandr Motuzyanyk表示，俄羅斯70%的打擊是針對民用基礎設施的，只有30%是針對軍事設

施的。 

 來自 Kryvyi Rih 的戰士 Volodymyr Yanovych 展示了 

Kherson 的難民如何前往 Kryvyi Rih。Kherson 居民經

常步行、騎自行車、空手離開家園。 在俄羅斯的

砲火下冒著生命危險他們穿過田野。 

17.07 

 在Kryvyi Rih地區，由於俄羅斯人的罷工，數十公頃的土地發生火災。 大火燒毀了莊稼。 

 基輔地區國家警察總局局長安德烈·涅比托夫說，在基輔地區，已經發現了 1346 具死於入侵者之手的平民

屍體。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