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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抵达乌克兰访问，并参观了遭受过俄占的基辅州的定居点。 
吕特此次访问表明了他对乌克兰人民和泽连斯基总统政府的支持。 

 欧洲内政事务部长 Jlva Johansson 宣布，欧盟将在摩尔多瓦建立一个中心，以防止将乌克兰战
争中使用的武器非法出售给欧洲的犯罪集团。瑞典移民部长安德斯·伊格曼
表示，供应给乌克兰的大部分武器仍掌握在乌克兰军方手中，“那些曾在战
争中使用过的武器，只有有限的一部分以后可以被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使用”
。但是，他说，“我们必须在乌克兰战结束后采取措施控制武器的流动”。 

 “七国集团”（G7）国家的大使在基辅强调了及时任命专门反腐败检察官办
公室的首长以加强乌克兰反腐败机构的重要性。 这是维持加入欧盟候选国
地位的必要条件。 

 

12.07 

 欧盟理事会批准了向乌克兰拨款 10 亿欧元的金融援助，以支持战争时的乌克兰经济。 
 自俄罗斯于 2 月 24 日入侵乌克兰以来，欧盟已经冻结了价值 138 亿欧元的俄罗斯资产。 其中
，超过 120 亿欧元仅在五个欧盟成员国被冻结了，但这五个欧盟国家的名称尚未披露。 

 西班牙政府正在准备将 10 辆豹2A4主战坦克和 20 辆M113装甲运兵车交
给乌克兰，这些车辆目前在西班牙军队服役。 

 乌克兰已成为了北约武装部队技术合作计划的准成员。 这意味着乌克
兰有权共同制定并修改与作战管理系统相关的北约关键标准。 

13.07 

 德国将于 8 月 1 日完全停止购买俄罗斯煤炭，12 月 31 日完全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德国财政
部副部长 Jörg Kukis说。 据他所说，此前俄罗斯向德国提供了 40% 的煤炭和 40% 的石油。 

 欧盟委员会在向加里宁格勒进行过境的问题上给俄罗斯部分让步了。 欧盟成员国已经发布了
关于从俄罗斯过境货物的附加说明，允许受制裁的货物通过铁路运往加里宁格勒州。 

 作为对朝鲜承认所谓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独立”的答复，乌克兰与朝鲜断绝外交关系
。 

14.07 

 英国给乌克兰拨款 250 万英镑以调查俄罗斯的战争罪行。 这笔资金将用于协助乌克兰总检察
长办公室调查犯罪，包括与战争有关的性暴力。 

 美国财政部表示，它允许与俄罗斯联邦进行有关化肥、食品、种子、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交易

。 据报道，美国已解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 Gazprom Germania GmbH 子公司的制裁。 
取消对俄罗斯化肥出口的限制是克里姆林宫解除对乌克兰港口封锁的条件。 

15.07 

 欧盟宣布了针对俄罗斯联邦的第七套制裁措施。 它包含着对俄罗斯
黄金的禁运，将制裁延长至 2023 年 1 月，扩张向俄罗斯联邦出口两
用商品和技术的禁令，以及针对新的个人制裁。 

 第一批 M270 远程齐射导弹系统已经到了乌克兰 -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
兹尼科夫表示。 “它们会成为 HIMARS 导弹系统在战场上的很好的伙
伴” - 他说。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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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 

 俄罗斯人继续向乌克兰境内的民用物体发射导弹和空袭。 
 在沃伦 (Volyn) 和波利斯克 (Poliske) 方向，白俄罗斯共和国军队的阵地和活动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 

 在西维尔斯基方向，俄罗斯人定期用迫击砲轰炸乌克兰阵地。 为了向乌克兰国防军展示他们
的存在并限制其行动，俄罗斯人在布良斯克(Bryansk) 和库尔斯克 (Kursk) 地区的边境地区保留
了多达四个营的战术组。 

 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正集中力量阻止乌克兰军队的推进。 持续对在哈尔科夫市周围地区和
乌克兰控制的村庄进行砲击。 

 在斯洛文斯克 (Sloviansk)，俄罗斯人正试图袭击 Bohorodychne。 7月15日，乌克兰士兵在那裡击
退了敌人的进攻。 

 向顿涅茨克方向，在该地区的一些地区，俄罗斯人加强了使用航空、桶装和火箭炮的行动，
以扩大临时佔领的领土，到达顿涅茨克地区的行政边界。  

 入侵者对 Spirne – Ivano-Darivka 的攻击行动被乌克兰守军成功击退。 

 7 月 15 日，俄罗斯入侵者试图控制 Bakhmut-Lysychansk 高速公路的一段路段。 对 Nahirne 和 
Bilohorivka 有一些攻击行动。  

 乌克兰士兵阻止了敌人的尝试并将其击退。 

 俄罗斯人试图袭击多洛米特涅 - 新卢汉斯克和多洛米特涅 - 塞米希里亚（顿涅茨克地区）附近
的乌克兰阵地，但这些尝试在乌克兰士兵的恰当火力下失败了。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Rota – Vershyna 定居点附近的俄罗斯人身上。 敌人撤退了。 在重新集结
后，入侵者恢復了对 Vuhlehirsk TPP 的攻势。 战斗还在继续。 

 在阿夫迪夫卡、库拉希夫、新波帕夫利夫卡和札波罗结，为了将我们的部队从被佔领的阵地

中驱逐出去，俄罗斯人进行了几次空袭。 

  7月13日，乌克兰军方针对赫尔松地区新卡霍夫卡的一处俄罗斯
弹药库进行袭击。 白天，乌克兰军方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
赫尔松地区摧毁了数个敌军弹药库。 

 白天，乌克兰军方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赫尔松地区摧毁了
数个敌军弹药库。 

 

 经证实，7月9日，乌克兰HIMARS对
Shakhtarsk的袭击造成俄罗斯第106师大部分指挥
人员伤亡。 

 三艘高精度武器航母已准备好对乌克兰境内的物体进行导弹袭击。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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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俄罗斯入侵者再次用多发火箭系统轰炸哈尔科夫，造成 3 名公民死亡

，另有 31 人受伤，其中包括 2 名儿童。 

 早上，俄罗斯军队对敖德萨地区进行了导弹袭击。 发射了多达七枚导

弹。 

 根据国家紧急服务中心的最新数据，由于

导弹袭击了顿涅茨克州恰索夫亚尔 (Chasov Yar) 一栋5层楼高的建筑物，

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48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 

 一枚俄罗斯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一栋六层楼住宅。 

 7 月 11 日上午，在 尼古拉耶夫听到爆炸声。 俄罗斯人向苏梅地区的

肖斯特卡区开火。 在赫尔松地区，发生了多起火灾，佔领当局不允许扑灭。 谷物燃烧。 

12.07 

 黎明时分，俄军再次袭击尼古拉耶夫，击中了两家医疗机构和一些住宅
——至少有12人受伤。  

 白天，俄罗斯军队再次袭击哈尔科夫。 该市工业区发生袭击，造成四人

遇难。 

13.07  午餐时间，在扎波罗热市，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一家工业企业。 14人受伤。 

14.07 

 在尼古拉耶夫的早晨砲击中，俄罗斯人袭击了市中心的一家旅馆，破坏了一个购物和娱乐中心、

两所教育机构和其他社会设施。 

 在文尼察，由于俄罗斯人对市中心的导弹袭击，发生了爆炸和火灾。 据报导有 24 人死亡，其中

包括 3 名 10 岁以下的儿童。一些死者被活活烧死

。 约90人到医疗机构求医，其中50人病情严重。 

导弹击中了一个音乐厅、一个购物中心、一个停

车场和一个医疗中心，大多数患者和工作人员在

这些中心或死亡或重伤。 大约 55 座建筑物和 40 辆汽车受损。 

15.07 

 俄罗斯人用导弹击中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Synelnykove 区的一所学校，造成严重破坏。 

 早上，尼古拉耶夫发生了一系列爆炸。 俄罗斯人袭击了两所大学，造成两人受伤。 

 第聂伯罗市发生了新的袭击。 导弹击中了一家工厂和旁边一条繁忙的街道。 这次俄罗斯袭击造

成 3 人死亡，另有 15 人受伤。 

16.07 

 俄罗斯人使用 Grads 袭击了尼科波尔的住宅区，造成两人死亡，一名妇
女受伤。  

 由于在哈尔科夫地区的 Chuhuiv 遭到砲击，有 3 人丧生。 俄罗斯人部分

摧毁了一座两层住宅楼。 

 俄国人袭击了敖德萨引发一场大火，花了将近6个小时才将其扑灭。 

17.07 
 在 Mykolaiv 发生了大约 10 次强烈的爆炸。 据报道，两家工业企业发生了撞击和火灾。 

 在扎波罗热市，发生了几起爆炸。 此外，在该地区，由于 MLRS 对接触线定居点的炮击，发生了
火灾。 

本周砲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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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7 月 11 日，包括近 300 名儿童在内的 1100 多人从哈尔科夫州被暂时佔领的社区撤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对顿涅茨克地区查索沃亚尔一处宿舍的导弹袭击“摧
毁了三百多名民族主义者”。 在那裡，由于砲击，48 名平民丧生。 

 马里乌波尔市长的顾问安德留申科呼吁乌克兰人为了自己的安全立即离
开被佔领的马里乌波尔，并解释说俄罗斯人不可能在冬天之前恢復必要
的生活水平。 

12.07 

 国际社会在 3 月至 6 月提供的资金仅满足了乌克兰 220 亿美元预算需求的一半。 
 网路上首次公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佔领初期在马里乌波尔是如何进行过
滤的。 影片显示了脱衣服的羞辱性身体检查。 特别是，佔领者搜查乌克
兰人的“类似于亚速纹身”的纹身，并检查了手机。 

 

13.07 

 俄罗斯佔领者偷走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值超过6.13亿美元。 

 由于俄罗斯联邦的砲击，週二在札波罗结约 600 公顷不同品种的粮食作物被烧毁。 
 俄罗斯佔领者将乌克兰临时佔领区的 200 万居民驱逐到俄罗斯联邦，其中包括数十万儿童。 
 截至 7 月 13 日上午，俄罗斯已经向和平的乌克兰城市发射了近 3000 枚不同的导弹。 
 亲普京傀儡DNR武装分子的领导人普希林表示，“DNR”将以枪决方式来执行死刑，根据DNR的准立法，不
会公佈日期。 

 根据负责青少年的检察官的官方信息，349名儿童死亡，超过652人不同程度受伤。 

14.07 

 乌克兰情报官员报告说，他们正在从顿涅茨克地区的 Sviatohirskaya Lavra 组织一条人道主义走廊，那裡藏
有 600 名平民，其中约 70%为朝圣者及试图躲避砲击的当地居民。 

 卢甘斯克 OVA 负责人 Serhii Gaidai 表示，俄罗斯佔领者希望恢復 Severodonetsk "Azot" 钢铁厂的活动，但这
可能会由于工厂遭受的破坏而导致人为灾难。 

15.07 

 俄罗斯代表三度改变了他们对火箭袭击文尼察一栋商用办公大楼后果的说法，这场
攻击导致 7 月 14 日有 23 人死亡。 

 据乌克兰总检察长 I. Venediktova 称，乌克兰已经登记了 22,000 起俄罗斯战争罪行，
而且每天都会增加 200 至 300 起俄罗斯导弹、砲弹和暴力暴行案件。 

 乌克兰的穀物出口比去年的计划落后 40%。 
 尼古拉耶夫已经三个月没有饮用水了，4 月 12 日，佔领者破坏了输水管道，目前只
能恢復部分工业用水，饮用水则必须以车辆运送进入城市。 

16.07 

 国防部发言人Oleksandr Motuzyanyk表示，俄罗斯70%的打击是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只有30%是针对军事
设施的。 

 来自 Kryvyi Rih 的战士 Volodymyr Yanovych 展示了 
Kherson 的难民如何前往 Kryvyi Rih。Kherson 居民经
常步行、骑自行车、空手离开家园。 在俄罗斯的
砲火下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穿过田野。 

17.07 

 在Kryvyi Rih地区，由于俄罗斯人的罢工，数十公顷的土地发生火灾。大火烧

毁了庄稼。 
 基辅地区国家警察总局局长安德烈·涅比托夫说，在基辅地区，已经发现了 

1346 具死于入侵者之手的平民尸体。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