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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歐盟理事會同意再向烏克蘭提供5億歐元的軍事援助。歐盟理事會主席Michel Charles在推特上寫道：“
歐洲繼續為和平和保護我們的價值觀而努力。歐盟對烏克蘭武裝部隊軍事裝備的支持現在總計 25 億
歐元。” 

 在加拿大，效仿立陶宛、波蘭和挪威，他們宣佈為烏克蘭募集購

買土耳其 Bayraktar 無人機。 他們總共計劃籌集 700 萬加元（約 1.6 
億格里夫納）。 志願者希望在 8 月 24 日獨立日之前移交購買的無
人機。 

19.07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瓦爾迪斯·東布羅夫斯基（Valdis Dombrowski）表示，烏克蘭和歐盟已就第一批10億
歐元總體金融援助簽署備忘錄。這筆款項將於7月底支付，以支持烏克蘭政府和人民。 

 匈牙利副外長萊文特·馬迪亞爾 (Levente Madyar) 在會見利沃夫市市長
Andriy Sadovyi時表示，匈牙利準備將其他國家通過其領土向烏克蘭提供的所
有援助，包括軍事援助。此前有報道稱，匈牙利反對向烏克蘭供應西方武器

，以避免俄羅斯炮火威脅居住在跨喀爾巴阡山脈地區的匈牙利人。 

20.07 

 作為對基輔類似決定的回應，敘利亞決定與烏克蘭斷絕外交關系。應該記得，在大馬士革承認所謂
的“DPR”和“LPR”的獨立和主權之後，烏克蘭與敘利亞斷絕了外交關系。 

 支持烏克蘭的行動在紐約繼續進行。 
 “俄羅斯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寫在人們的明信片上。 
 烏克蘭將獲得創紀錄的價值 45 億美元的不可退還的援助。部長內閣批準
吸引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和國際開發協會提供 45 億美元的贈款。不可退還
的支持旨在為“支持公共支出以確保烏克蘭的可持續公共行政”項目提供資
金。 

 美國將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額外提供1.69億美元的援助，以支持受俄羅斯
對烏克蘭戰爭影響的人民。 

21.07 

 歐盟又撥款5億歐元支持烏克蘭武裝部隊。這是 Josep Borrell 說的。 
 芬蘭能源和造船設備制造商瓦錫蘭 (Wärtsilä) 已經完成了在俄羅斯市場的工作。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機器製造巨頭 ABB 也將離開俄羅斯市場。 

 英國禁止從俄羅斯進口黃金，從8月10日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煤炭，從12月31日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 

 歐盟理事會批準了第七套反俄羅斯制裁措施，包括對黃金的禁運、對俄羅斯Sberbank 銀行資產的凍結
和新的出口限制。大約50名個人和法人實體被列入制裁名單，其中包括莫斯科市長Sergei Sobianin、著
名演員 Vladimir Mashkov和Sergei Bezrukov。 

22.07 

 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2.7億美元新軍事援助。新的軍事援助包括 4 輛 HIMARS、36,000 枚炮彈、穿
甲系統和 580 架無人機。 

 英國國防部長本·華萊士 (Ben Wallace) 表示，英國將在未來幾周內向烏
克蘭運送數十門火炮、數百架無人機和 1,600 件反坦克武器。 

24.07  在波蘭，他們籌集了全額款項，用於為烏克蘭購買 Bayraktar 戰鬥無人機。 超過 200,000 人捐款。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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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 

 Volyn、Polis 和 Siver 方向的情況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在斯洛博贊斯克 (Slobozhanske) 方向，俄羅斯人正集中力量阻止烏克蘭軍隊向哈爾科夫地區北部和
東北部的烏克蘭國界推進。 

 在哈爾科夫方向，俄羅斯軍隊沒有進行積極的行動，而是在哈爾科夫、佐洛奇夫 (Zolochiv)、皮托
姆尼克 (Pitomnyk)、博爾甚切瓦 (Borshcheva)、利斯內 (Lisne)、魯斯基 (Rusky) 和切爾卡瑟季什基 
(Cherkasy Tyshki) 和莫斯帕諾夫 (Mospanov) 定居點地區進行了坦克、桶裝和火箭炮的火力破壞。 

 此外，敵人在斯拉維揚斯克 (Sloviansk)方向沒有主動行動。 俄羅斯軍隊砲擊了赫魯甦瓦赫亞、多利
納、克拉斯諾皮爾、迪布羅夫尼、馬扎尼夫卡、普羅托波皮夫卡、切皮爾、大科米舒瓦哈、諾爾

齊夫卡、博戈羅迪奇內、維爾諾波爾和卡爾瑙希夫卡等地區。 
 在克拉馬托爾斯克 (Kramatorsk) 方向，俄羅斯人在 Verkhnokamyanskyi、Starodubivka、Piskunivka、

Siversk、Biologrivka、Hryhorivka、Spirny 和 Vyimka 附近使用坦克、桶裝和噴氣式火砲開火。 烏克蘭守
軍成功地擊退了向 Verkhnokamyanskyi 和 Siversk 方向的攻擊。 

 在巴赫穆特的方向，俄羅斯人用大砲砲擊了雅科夫利夫卡、索萊達爾、巴赫穆特、波克羅夫斯基

、巴赫穆茨基和新盧漢斯基 (Novoluhans'ke) 等地區。 在後者附近也進行了空襲。 
 俄羅斯人再次向波克羅夫斯基方向和 Vugleghirskaya TPP 領土發動攻擊，但遭受損失並撤退。 
 在 Avdiiv、Novopavliv 和 Zaporizhzhya 方向上，在 Novobakhmutivka、Pisky、Vugledar、Opytne、Vodyane
、Prechistivka、Mala Tokmachka、Novoyakovlivka、Uspenivka、Orihiv、Pavlivka、Novopil、Shcherbaki、
Novoandriivka 和 Mali Shcherbaki 地區記錄到砲擊。 俄羅斯人還在克拉斯諾霍里夫卡 (Krasnohorivka) 和
卡米安卡 (Kamianka) 附近進行了空襲。 

 在南布茲方向，俄羅斯人繼續守衛其先前佔領的陣地，並集中力量遏制烏克蘭國防軍的反攻行動

。 他們用大砲、火箭炮和坦克沿接觸線射擊。 
 烏克蘭武裝部隊還擊退了襲擊 Vuglehirskaya TPP 的企圖。 
 烏克蘭突擊部隊、陸軍航空兵部隊、導彈部隊和砲兵部隊成功地繼續向特定方向攻擊敵人的據點

、倉庫和占領軍集中地。 
 7 月 18 日，由於烏克蘭軍隊的襲擊，俄羅斯在 Nova Kakhovka 和 Beryslav 的倉庫被佔領。 
 7月20日，烏克蘭武裝部隊襲擊了安東尼夫斯基橋，使俄羅斯人難以將重型裝備運往赫爾松。 7 月 

20 日至 22 日，武裝部隊襲擊了位於 Chornobayivka（赫爾松地區）的俄羅斯倉庫。 
 7月21日，武裝部隊摧毀了烏克蘭南部佔領者的另外6個倉庫以及指揮所。 正如 OC “South” 報導的
那樣，在過去的一天中，有可能對敵人進行 10 次空襲。 “敵人據點被擊中5次，集中在赫爾松地區
的人力和裝備3次，在尼古拉耶夫 (Mykolaiv) 地區和赫爾松地區的彈藥庫被擊中2次。 已確認在赫爾
松、別里斯拉夫和卡霍夫斯基地區摧毀了指揮和指揮觀察所以及另外 6 個裝有彈藥的倉庫。 

  7 月 23 日，烏克蘭武裝
部隊擊中了橫跨 Ingulets（赫
爾松地區）的 Dariiv 橋。 這是
切斷俄羅斯赫爾松軍團供應

的行動的延續。 
 7月23日下午，臨時佔領
的Lysychansk（盧甘斯克地區
）發生爆炸。 

 7月23日晚，被佔領的霍
爾利夫卡（頓涅茨克地區）傳來爆炸聲。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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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俄羅斯軍隊繼續砲襲 Sums`ka 地區：一天超過 50 次空襲，一座水塔受損。 
 敵人炮轟了 Dnipropetrovs`ka 地區的 Nikopolʹ 市，一名受害者因受傷住院。 
 俄軍向敖得薩地區發射了4枚導彈。 

19.07 

 俄軍用BM-21火箭炮襲擊了 Nikopolʹ 市、房屋和
河港，兩家企業發生火災。 
 一天內俄羅斯炮擊導致29名尼古拉耶夫地區的
居民受傷。 

 俄軍用火箭彈襲擊敖德薩地區，7枚火箭彈中
只有1枚被擊落，6人受傷。 火箭擊中了文化中心和學校。 

 俄羅斯人再次砲擊哈爾科夫地區的齊爾庫尼 (Tsirkuny)，用火箭彈擊中托列茨克 (Toretsk)，砲擊克拉馬
托爾斯克工業區，並猛攻上諾卡米安斯克 (Verkhnokamianske)。 

20.07 
 

 俄軍再次襲擊了敖德薩地區，沒有人受害。 
 早上，俄羅斯佔領者襲擊了哈爾科夫，造成包括一名兒童在內的四人
死亡。 

 從晚上開始，俄羅斯軍隊砲擊了切爾尼戈夫和蘇梅地區的定居點，札

波羅結地區的古利亞波爾，尼古拉耶夫地區的萊馬尼村，哈爾科夫地

區的佐洛奇夫和楚吉夫。 

21.07 

 在 Dnipropetrovs`ka 地區，一輛敵方坦克在田野中射擊了烏克蘭收割機。 
 在尼古拉耶夫市，空襲警報期間再次聽到強烈的爆炸聲。 這座城市再次遭受猛烈炮轟。 
 Sumyshchyna：俄羅斯人襲擊該地區的社區，炮轟超過了 80 次。 
 在 Donetsʹka 地區，俄羅斯人摧毀了兩所學校，炮擊了 Bakhmut 市中心
的一部分，Kramatorsʹk 的工業企業。 此外，Kramatorsʹk 的工業區——
Starokramatorsky 機器制造廠和 Novokramatorsky 機器制造廠都遭到了炮
擊。 

 俄羅斯佔領者向尼古拉耶夫的一個人道主義援助倉庫發射了兩枚火

箭。 他們燒毀了一個裝有數千噸食品的倉庫。 

22.07 

 俄國人用迫擊砲和自走火砲襲擊了蘇梅州。 
 俄羅斯在夜間砲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市。 
 夜間，入侵者向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三個地區開火，8人受傷。 
 由於俄羅斯在巴赫穆特的早晨砲擊，工業學院的大樓著火了。 
 晚上，俄羅斯佔領者發射了大約20枚火箭彈，其中大部分落入扎波羅結
地區Maloyekaterynivka 和 Kanivske 村附近的第聶伯河。 

23.07 

 俄羅斯人每天砲擊蘇梅州六次——沙雷金斯克 (Shalyginska) 和克拉斯諾皮
爾斯克 (Krasnopillya) 社區遭到砲擊，沒有人員傷亡或破壞。 

 俄羅斯人再次襲擊巴赫穆特，摧毀了當地學校。 
 早上，俄羅斯入侵者從尼古拉耶夫的 S-300 防空導彈系統發射了6枚導彈
襲擊，導致倉庫境內發生火災。 

 早上，俄羅斯人在基洛沃拉德地區 (Kirovohrad) 發射了 13 枚導彈——它們
擊中了 Kanatove 軍用機場和 Ukrzaliznytsia 的一處設施，至少 3 人喪生，10 
多人受傷。 

 俄羅斯軍隊用導彈擊中敖德薩海港 - 防空部隊擊落了2枚導彈，另外2枚擊
中了港口的基礎設施。 對糧食儲存沒有影響。 

 俄羅斯佔領者砲擊了尼古拉耶夫的住宅區，有人被埋在瓦礫下。 一個 16 歲的孩子受傷到彈片創傷
。 

 在蘇梅州，俄羅斯人縱火焚燒了六個社區，造成一人死亡。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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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截至 7 月 18 日，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了 1,028 個定居點，另有 2,621 個定
居點仍被佔領。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全面戰爭開始以來，俄羅斯已向烏克蘭發射了 3000 
多枚巡航導彈。 

19.07 

  被佔領的馬里烏波爾市市長瓦迪姆·博伊琴科（Vadym Boychenko）表
示，該市將沒有供暖季，因為俄羅斯人已經摧毀了所有基礎設施，並且
沒有做任何準備。 
 馬里烏波爾市長的顧問彼得·安德留申科 (Petro Andryushchenko) 報告說
，俄羅斯佔領者剝奪了烏克蘭公民在該市的財產權。 

20.07 

 俄羅斯人繼續從佔領的土地上竊取烏克蘭的糧食並將其出口到中東國家。 這是由烏克蘭國家新聞
處報導的。 然而，黎巴嫩當局禁止他們卸貨，俄羅斯人將船隻改道前往敘利亞的拉塔基亞港 
(Latakia) 和塔爾圖斯港 (Tartus)。 未來，俄羅斯計劃用卡車將烏克蘭糧食從敘利亞境內運往中東和北
非其他國家。 

 在被佔領的盧甘斯克地區，符合徵兵年齡的男性已經很少，因此俄羅斯人甚至將學生和老人送到前
線。 “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正因強制動員而變成“婦女人民共和國”——謝爾蓋·蓋代 (Serhiy Gaidai)。 

 烏克蘭特種作戰部隊收到了駐紮在俄羅斯聯邦濱海邊疆區烏蘇里斯克的 83 個獨立兩棲突擊旅的軍
事人員數據，他們參與了布查的暴行。 

21.07 
 俄羅斯佔領者正在從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佔領區上被強行動員起來的人那裡拿走他們的個人文
件。 

 烏克蘭國家銀行將格里夫納對美元的官方匯率調整了 25% 至 UAH 36.5686對 1 美元。 

22.07 

 一項關於解除對烏克蘭穀物出口港口封鎖的協議在伊斯坦堡達成。 協議規定，對“敖德薩”、“切爾諾
莫斯克 (Chornomorsk)”和“尤日內 (Yuzhny)”港口的控制權完全由烏克蘭一方控制。 

 俄羅斯人在馬里烏波爾的“烏克蘭”餐廳摧毀了兩塊大馬賽克作品。 作者是異議藝術家阿拉·戈爾斯卡 
(Alla Horska)。 

 截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國際紅十字委員會已記錄了 
434 起俄羅斯針對烏克蘭文化遺產的戰爭罪行。 佔
領者砲擊摧毀了 129 件文化遺產。 其中國家級景點
22處，地方級景點100處。 105座珍貴的歷史建築遭
到破壞。 

 暫時佔領區的俄羅斯人正試圖吸引烏克蘭青年加入
新成立的親俄組織。 

 

23.07 

 烏克蘭外交部表示，俄羅斯人早上對敖德薩港口發動導彈襲擊，使前
一天簽署的烏克蘭糧食出口協議受到質疑。 就在伊斯坦堡就烏克蘭糧
食安全出口達成協議後，俄羅斯軍隊對敖德薩港口發動了導彈襲擊。 
火箭準確地擊中了儲存穀物的地方。 因此，俄羅斯違反了一天前與聯
合國和土耳其簽署的協議。 

 被佔領的 Lysychansk 完全沒有通訊，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仍有一萬
到一萬兩千人留在這裡。 入侵者將城市劃分為過濾區，並為當地居民
製造障礙——讓他們無法在區域之間移動。 恐怖分子“LDNR”的俄羅斯人和他們的戰士非法住在被當
地居民遺棄的公寓裡。 人們記錄了從 Lysychansk 和 Severodonetsk 居民家中非法掠奪物品的交易案例
。 

24.07 

 海港管理局已開始為敖德薩、切爾諾莫斯克和皮夫登尼港口的復工做
準備，以配合在伊斯坦堡簽署的海上穀物和相關食品出口倡議。 

 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近 50 萬烏克蘭兒童被納入歐盟國家的國
家學校系統。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