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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 
 

 
 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说，乌克兰应该赢得对俄罗斯的战争，并根据自己的条件结束冲突。他说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与我们的盟友团结起来，使乌克兰在大胆反对普京的侵略中占据首要
地位。”。 

 欧洲联盟打算在7月底之前就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第七套制裁达成一致。据推测，它将对黄金
进口实行禁运。 
 

05.07 

 
 Boris Johnson宣布，苏格兰和威尔士已拨款1亿英镑（1.21亿美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他还
补充说，这些领土接受了来自乌克兰的9000名难民。 
 

06.07 
 

 
 Ursula von der Leyen 表示，欧盟正在制定立法，以允许扣押受制裁的俄罗
斯资产并将其用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 

 匈牙利拒绝参与向乌克兰供应西方武器。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说，这
样做的目的不是让居住在跨喀尔巴阡山脉的匈牙利人面临俄罗斯炮击的
风险。据他介绍，大约有 150,000 名匈牙利人居住在乌克兰西部。 

 据Denys Smyhal总理报道，在卢加诺（瑞士）会议期间，乌克兰获得近20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40多个国家和约2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批准了《卢加
诺宣言》，并承诺在国际会议成果后支持乌克兰。 
 

07.07 

 
 德国拒绝从德国国防军仓库向乌克兰提供200辆狐式 （Fuchs） 装甲运兵车。“我们完全支持乌克
兰。但我们必须确保德国有能力自卫”, 德国国防部长Christina Lambrecht说。 

 欧洲议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宏观财政援助。这总额为 90 亿欧元的特别财政援助计划
中的第一个。 
 

08.07 

 
 加拿大将在夏末之前将 39 辆通用动力装甲车从工厂直接运往乌克兰。
据报道，这些车辆是5亿美元军事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总共会有360辆移
交给乌克兰军方。 

 立陶宛Bayraktar “Vanagas” 抵达乌克
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Andriy Sybiha说：“
这是友谊和团结的杰出表现，再次证明乌
克兰不是唯一与侵略者作战的国家。” 
 在不久的将来，Baiden将宣布一项新的 4 亿美元对乌克兰的
安全援助计划。它还提供了四个HIMARS火箭发射器系统。有了新
的HIMARS系统，乌克兰将拥有 12 个。此外，该方案为先前转移的
榴弹炮提供了更准确的弹药。 

 加拿大对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有关的另外 29 人实施了个别制裁。特别是，名单上包括
Vladimir Gyndiaev（俄罗斯东正教Kirill大主教）、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发言人Maria Zakharova、宣传人
士 Olga Skabeeva。此外，为了应对对乌克兰的战争，加拿大正式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联邦进口一些
黄金产品。 
 

10.07 

 
 在纽约，数百人参加了一次集会，提醒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该活动的
主要目标是引起人们对乌克兰仍在经历的困难时期以及乌克兰需要更多
帮助的关注。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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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 

 俄军部队在沃伦 (Volyn)、波利斯 (Polissia ) 和塞维尔斯克 (Seversk) 方向的活动没有显着变化。 
本週，俄罗斯军方在切尔尼戈夫地区的森基夫卡 (Senkivka) 和米科莱夫卡 (Mykolaivka) 附近以及
苏梅地区的埃斯曼 (Esman) 和奥列克西夫卡 (Oleksiivka) 定居点砲击了乌克兰军队。 

 在哈尔科夫方向，俄罗斯人正在保卫先前佔领的防线。 哈尔科夫市、Yavirske、Stara Hnylytsia
、Ukrainka、Mykilske、Bazaliivka、Ruski Tyshki、Cherkaskie Tyshki、Pyatihirske、Prudyanka、
Chornoglazivka、Kutuzivka、Stary Saltiv、Shestakove 和 Rubizhne 地区经常遭受砲击。 

 在斯拉维扬斯克 (Sloviansk)的方向上，俄罗斯人被推回了 Bogorodychny 村附近。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 (Kramatorsk) 方向，俄罗斯人正试图通过突击行动在赫里霍里夫卡 
(Hryhorivka) 定居点地区推进，战斗仍在继续。 

 通过进攻行动，俄罗斯人试图建立对 Vugleghirskaya TPP 领土的控制并改善多洛米蒂 (Dolomitne) 
地区的战术地位。 乌克兰士兵阻挡了他们的行动，并将他们推回原来的位置。 

 在 Avdiyiv、Kurakhiv、Novopavliv 和 Zaporizhzhya 方向，俄罗斯人正在用多个火箭发射器砲击接
触线沿线的乌克兰阵地。 俄罗斯人还在马里谢尔巴基 (Mali Shcherbaki) 定居点地区（札波利扎
地区瓦西里夫斯基区）进行了空袭。 

 在南布格方向（Mykolaiv、敖德萨地区），俄罗斯人继续沿接触线用桶装和火箭炮系统性地砲
击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 该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导弹袭击的进一步威胁。 

 
 乌克兰军方彻底摧毁了赫尔松方向的两个俄军
指挥所。 

 
 武装部队以强大的火力将敌人从 Verkhnokamyan 
区击退。 

 此外，乌克兰阻止了对 Velyke Artakove 的袭
击企图。 

 在向斯拉维扬斯克 (Sloviansk) 方向进攻的企图在 
Bohorodychne 附近被击退。 

 

军事阵地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4 

 

 

 

 

04.07 

 由于敌人的砲击，哈尔科夫州的一所学校、一个加油站和一片麦田被烧毁

。 哈尔科夫地区发生了 5 起因敌人砲击而引起的火灾，2 起发生在伊久姆地

区，2 起发生在楚古伊夫地区以及哈尔科夫的捨甫琴基夫地区。  

 切尔尼戈夫、苏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遭到俄军砲击

，顿涅茨克地区砲击力度加大，赫尔松局势紧张。 

 俄罗斯佔领者对苏梅地区发动火箭弹袭击，两次袭击造成六人受伤。 

 

06.07 

 哈尔科夫遭受导弹袭击。 斯科沃罗达国立师范大学的大楼遭到破坏。 一名

平民在 Mykolaiv 地区 Nechaiane 村的砲击中丧生。 顿涅茨克地区发生了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激烈砲击。  

 俄軍對頓涅茨克地區托列茨克市發動火箭彈襲擊，三人被困在瓦礫下。 

 7月6日晚，俄军用多管火箭系统砲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

Synelnyk区，造成3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07.07 

 

 在苏梅州，俄罗斯人在白天进行迫击砲射击，从 BM21（”Grad”）发射火箭，从无人机投下炸药——没

有人员伤亡。 

 俄罗斯军队大规模砲击哈尔科夫，造成三名平民死亡，五人受伤。  

 被佔领的斯卡多夫斯克（赫尔松地区）发生爆炸

。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7月7日黎明，俄罗斯入侵者对敖德萨地区和蛇岛

发动了火箭弹袭击。 

 佔领者对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 

(Kramatorsk) 市中心发动火箭弹袭击，造成1死6伤。 

08.07 

 晚上，佔领者用高射砲砲击哈尔科夫，早上在 Mykolaiv 发生爆炸。 晚上，俄罗斯

军队大规模砲击哈尔科夫的内梅什利亚地区，造成三名平民死亡。 

 俄罗斯导弹在德涅斯特水库20米深处被发现。 

 入侵者继续砲击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的边境地区，不仅袭击了基础设施，还袭击

了放养牲畜的牧场。 

 据“南方”作战司令部报导，俄罗斯 Kh-31 巡航导弹从敖德萨地区的一架飞机上空发射，在黑海上空解体

。 

09.07 

 由于俄罗斯导弹于 7 月 1 日在敖德萨地区 Bilhorod-Dnistrovsky 区 Sergiyivka 村

发动导弹袭击，受害者人数增加到 22 人。 

 在 Kryvyi Rih，敌人使用 Grads 砲击居民区，打死一名妇女。 随后，一名20岁的女

子在医院死亡，她的父亲和其他几名伤员受重伤。 

 早上，俄罗斯军队砲击顿涅茨克地区，结果在查西夫亚尔市的车站大楼被烧毁。 在

斯洛文斯克，一个人在自己房子的废墟下被救援人员发现。 

 早上，佔领者向 Mykolaiv 发射了 6 枚火箭弹，造成了破坏，但没有人员伤亡。 

 Kryvyi Rih 军事行政当局负责人 Oleksandr Vilkul 报告了俄罗斯导弹在该市外砲击的情况。 

 

10.07 

 由于对哈尔科夫的火箭袭击，一所学校和一栋住宅楼被部分摧毁，

在佩切内格，砲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俄罗斯人在山谷地区进行

了战斗侦察。 

 由于火箭弹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Chasiv Yar定居点的一栋5层建筑，

已造成15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3人可能在瓦砾下。 

一周内炮袭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5 

 

 

 

 

4.07 

 马里乌波尔的居民因缺乏药物而濒临死亡。 在被占领的城市，癌症患者

、糖尿病患者、肺结核患者和甲状腺问题患者的药物短缺。图为占领后

马里乌波尔的一家«药店»。 

5.07 
 乌克兰已要求土耳其检查另外三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船只是否有从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被盗的谷物。 

 6月，有可能将44名被占领者非法带回俄罗斯和临时占领区的儿童送回乌克兰控制的领土。 

6.07 
 

 多达 12,000 人仍留在临时占领的 Lysychansʹk。俄罗斯人把他们带到过滤营，进行细致的检查，殴打和折磨

他们。 

7.07 

 马里乌波尔附近俄罗斯占领的村庄的万人坑面积在两个

月内翻了一番。  

 

 基辅州的Demydiv村被

洪水淹没了 4 个月。发生这种

情况的原因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破坏了伊尔平河对岸的大坝，以阻止俄罗斯军队的前进。当地人必须

自费抽水，但这还不够。 

 土耳其当局释放了俄罗斯干货船Zhibek Zholy，这艘船从被占领的别尔江

斯克运来了一批谷物。乌方深感失望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并呼吁土耳其方面紧急调查这一情况，对乌克

兰当局的要求作出详尽答复，并尽一切努力防止今后发生类似案件。 

8.07 

 美国驻欧安组织代表团副团长考特尼·奥斯特里安说，美国发现了至少18个过滤营，被驱逐到俄罗斯的乌

克兰人通过这些过滤营。 

 那些在“过滤”后离开俄罗斯的人报告说，可能与武装部队有关的人遭到审讯、

殴打和酷刑，以及失踪。乌克兰 6 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从一个月前的 18% 加

速至 21.5%。据卢甘斯克州军事行政Serhiy Hayday局长报道, 为了到达卢甘斯克

地区的行政边界，俄国人用大炮摧毁了周围的村庄。 即使他们的房屋和院子

里仍有平民丧生，他们也没有停止。 

9.07 

 据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Josep Borrell）称，由于俄罗

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3.23亿人处于饥饿的边缘。 今天，

俄罗斯人故意摧毁乌克兰好几公顷麦田。 

 在临时占领的马里乌波尔，俄罗斯人盗窃幸存私家车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 

盗窃发生在开放区域或停车场，以及封闭的车库合作社。俄罗斯人为了以一

次性付款的形式“出售”俄罗斯护照，在被占领土引发社会危机。 这样的战略涵盖了人口中所有社会弱势

群体。 

10.07 

 从丹麦转来的流动医院在战乱中受损的马卡罗夫多学科重症监护医院附近投入

运营。 

 美国NASA的火灾监测系统从太空中展示了俄乌战争前线的样子。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