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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欧盟理事会同意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欧洲理事会主席Michel Charles在推特上写道：“欧洲继

续为和平和保护我们的价值观而努力。欧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军事装

备的支持现在总计 25 亿欧元。” 

 在加拿大，以立陶宛、波兰和挪威为例，他们宣布正在为乌克兰筹集

资金，以购买土耳其的 Bayraktar 无人机。他们计划总共筹集700万加元

（约1.6亿格里夫尼亚）。志愿者希望将购买的无人机移交给乌克兰独

立日（8月24日）。 

19.07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Valdis Dombrowski）表示，乌克兰和欧盟已就第一批10亿欧元宏

观金融援助签署备忘录。这笔款项将于7月底支付，以支持乌克兰政府和人民。 

 匈牙利副外长Madial在会见利沃夫市市长Andriy Sadovyi时表示，匈牙利准备

将其他国家通过其领土向乌克兰提供的所有援助，包括军事援助。此前有报道

称，匈牙利反对向乌克兰供应西方武器，以避免俄罗斯炮火威胁居住在跨喀尔

巴阡山脉地区的匈牙利人。 

20.07 

 作为对基辅类似决定的回应，叙利亚决定与乌克兰断绝外交关系。应该记得，在大马士革承认所谓的

“DPR”和“LPR”的独立和主权之后，乌克兰与叙利亚断绝了外交关系。 

 亲乌克兰的示威活动在纽约继续进行。 

 人们的明信片上写着“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乌克兰将获得创纪录的价值 45 亿美元的不可退还的援助。部长内阁批准吸引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提供 45 亿美元的赠款。不可退还的支持旨

在为“支持公共支出以确保乌克兰的可持续公共行政”项目提供资金。 

 美国将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额外提供1.69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受俄罗斯对乌

克兰战争影响的人民。 

21.07 

 欧盟又拨款5亿欧元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这是JosepBorrell说的。 

 芬兰能源和造船设备制造商瓦锡兰(Wärtsilä)已经完成了在俄罗斯市场的工作。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机

器制造巨头ABB也将离开俄罗斯市场。 

 英国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从8月10日起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从12月31日起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欧盟理事会批准了第七套反俄罗斯制裁措施，包括对黄金的禁运、对俄罗斯Sberbank银行资产的冻结和新

的出口限制。大约50名个人和法人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莫斯科市长Sergei Sobianin、著名演员

Vladimir Mashkov和Sergei Bezrukov。 

22.07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2.7亿美元的一揽子新军事援助。新的军事援助

包包括 4 辆 HIMARS、36,000 枚炮弹、穿甲系统和 580 架无人机。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Ben Wallace)表示，英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向乌克兰运

送数十门火炮、数百架无人机和 1,600 件反坦克武器。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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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 

 Volyn、Polis 和 Siver 方向的情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在斯洛博贊斯克 (Slobozhanske) 方向，俄罗斯人正集中力量阻止乌克兰军队向哈尔科夫地区北部和东北部的乌

克兰国界推进。 

 在哈尔科夫方向，俄罗斯军队没有进行积极的行动，而是在哈尔科夫、佐洛奇夫 (Zolochiv)、皮托姆尼克 

(Pitomnyk)、博尔甚切瓦 (Borshcheva)、利斯内 (Lisne)、鲁斯基 (Rusky) 和切尔卡瑟季什基 (Cherkasy Tyshki) 和莫斯

帕诺夫 (Mospanov) 定居点地区进行了坦克、桶装和火箭炮的火力破坏。 

 此外，敌人在斯拉维扬斯克 (Sloviansk)方向没有主动行动。 俄罗斯军队砲击了赫鲁甦瓦赫亚、多利纳、克拉

斯诺皮尔、迪布罗夫尼、马扎尼夫卡、普罗托波皮夫卡、切皮尔、大科米舒瓦哈、诺尔齐夫卡、博戈罗迪奇

内、维尔诺波尔和卡尔瑙希夫卡等地区。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 (Kramatorsk) 方向，俄罗斯人在 Verkhnokamyanskyi、Starodubivka、Piskunivka、Siversk、

Biologrivka、Hryhorivka、Spirny 和 Vyimka 附近使用坦克、桶装和喷气式火砲开火。 乌克兰守军成功地击退了向 

Verkhnokamyanskyi 和 Siversk 方向的攻击。 

 在巴赫穆特的方向，俄罗斯人用大砲砲击了雅科夫利夫卡、索莱达尔、巴赫穆特、波克罗夫斯基、巴赫穆茨

基和新卢汉斯基等地区。 在后者附近也进行了空袭。 

 俄罗斯人再次向波克罗夫斯基方向和 Vugleghirskaya TPP 领土发动攻击，但遭受损失并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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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记录到砲击。 俄罗斯人还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Krasnohorivka) 和卡米安卡 (Kamianka) 附近进行

了空袭。 

 在南布兹方向，俄罗斯人继续守卫其先前佔领的阵地，并集中力量遏制乌克兰国防军的反攻行动。 他们用

大砲、火箭炮和坦克沿接触线射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还击退了袭击 Vuglehirskaya TPP 的企图。 

 乌克兰突击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导弹部队和砲兵部队成功地继续向特定方向攻击敌人的据点、仓库和占

领军集中地。 

 7 月 18 日，由于乌克兰军队的袭击，俄罗斯在 Nova Kakhovka 和 Beryslav 的仓库被佔领。 

 7月20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安东尼夫斯基桥，使俄罗斯人难以将重型装备运往赫尔松。 7 月 20 日至 22 

日，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 Chornobayivka（赫尔松地区）的俄罗斯仓库。 

 7月21日，武装部队摧毁了乌克兰南部佔领者的另外6个仓库以及指挥所。 正如 OC “South” 报导的那样，在过

去的一天中，有可能对敌人进行 10 次空袭。 “敌人据点被击中5次，集中在赫尔松地区的人力和装备3次，在

尼古拉耶夫 (Mykolaiv) 地区和赫尔松地区的弹药库被击中2次。 已确认在赫尔松、别里斯拉夫和卡霍夫斯基地

区摧毁了指挥和指挥观察所以及另外 6 个装有弹药的仓库。 

 7 月 23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

击中了横跨 Ingulets（赫尔松地区

）的 Dariiv 桥。 这是切断俄罗斯

赫尔松军团供应的行动的延续。 

 7月23日下午，临时佔领的

Lysychansk（卢甘斯克地区）发

生爆炸。 

 7月23日晚，被佔领的霍尔

利夫卡（顿涅茨克地区）传来爆炸声。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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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俄罗斯军队继续砲袭Sums`ka地区：一天超过 50 次空袭，一座水塔受损。 

 敌人炮轰了Dnipropetrovs`ka地区的Nikopolʹ市，一名受害者因受伤住院。 

 俄军向Odesa地区发射了4枚导弹。 

19.07 

 俄军用BM-21火箭炮袭击了Nikopolʹ市、房屋和河港，两家企业发生火灾。 

 一天内俄罗斯炮击导致29Mykolayivsʹka地区的名居民受伤。 

 俄军用火箭弹袭击Odesa地区，7枚火箭弹中只有1

枚被击落，6人受伤。 火箭击中了文化宫和学校。 

 俄罗斯人再次炮轰了Kharkiv地区的Tsyrkuny，用火箭弹击Toretsʹk，炮击

Kramatorsʹk的工业区，并猛攻了Verkhnʹokamʺyansʹke。 

20.07 
 

 俄军再次袭击了Odesa地区，没有人受害。 

 早上，俄罗斯占领者炮轰了Kharkiv，导致四人死亡, 包括一名儿童。 

 前晚上开始，俄罗斯军队炮击了Chernihivsʹka 和 Sumsʹka 地区的定居点

,  Zaporizʹka 地区的Hulyaypole, Mykolayivsʹka地区的Lymany村,  Kharkivsʹka地区的

Zolochiv村和 Chuhuyiv村 。 

21.07 

 在Dnipropetrovs`ka地区，一辆敌方坦克在田野中射击了乌克兰收割机。 

 在Mykolaiv市，空袭警报期间再次听到强烈的爆炸声。 这座城市再次遭受猛烈炮轰。 

 Sumyshchyna：俄罗斯人袭击该地区的社区，炮轰超过了 80 次。 

 在Donetsʹka地区，俄罗斯人摧毁了两所学校，炮击了Bakhmut 市中心的一部

分，Kramatorsʹk 的工业企业。 此外，Kramatorsʹk的工业区——Starokramatorsky

机器制造厂和Novokramatorsky 机器制造厂都遭到了炮击。 

 俄罗斯占领者向Mykolaiv 的一个人道主义援助仓库发射了两枚火箭。 他们烧

毁了一个装有数千吨食品的仓库。 

22.07 

 俄罗斯人用迫击炮和自行火炮袭击Sumy地区。 

 俄罗斯军队夜里炮击了Dnipropetrovsk地区的Nikopol市。 

 夜里俄罗斯入侵者向Dnipropetrovsk州的三个地区开火，8人受伤。 

 由于俄罗斯在Bakhmut市的早晨炮击，工业学院的大楼着火了。 

 晚上，俄罗斯占领者发射了大约20 枚火箭弹，其中大部分落入第聂伯河里在

Maloyekaterynivka 和Kanivske 村附近。 

23.07 

 俄罗斯人一天内向Sumy州六次炮击。Shalyginska和Krasnopillya社区遭到炮击，没有

人员伤亡或巨大的破坏。 

 俄罗斯军队再次袭击Bakhmut市，摧毁了当地学校。 

 早上俄罗斯入侵者从S-300 防空导弹系统向Mykolaiv 市发射了6 枚导弹，导致仓库

里发生火灾。 

 早上俄罗斯人在Kirovohrad 地区发射了13 枚导弹，击中了Kanatove 军用机场和

Ukrzaliznytsia（乌克兰火车系统） 的一处设施，至少3 人死亡，10 多人受伤。 

 俄罗斯军队用导弹击中Odessa海港，防空部队击落了2 枚导弹，另外2 枚击中了港口的基础设施。 对粮食储存

没有影响。 

 俄罗斯佔领者砲击了尼古拉耶夫的住宅区，有人被埋在瓦砾下。 一个 16 岁的孩子受伤到弹片创伤。 

 在Sumy州，俄罗斯人纵火焚烧了六个社区，造成一人死亡。 

 

本周砲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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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 

 截至 7 月 18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了 1,028 个定居点，另有 2,621 个定居点仍

被佔领。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全面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已向乌克兰发射了 3000 多枚巡

航导弹。 

19.07 

  被佔领的马里乌波尔市市长瓦迪姆·博伊琴科（Vadym Boychenko）表示，该市

将没有供暖季，因为俄罗斯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基础设施，并且没有做任何准备

。 

 马里乌波尔市长的顾问彼得·安德留申科 (Petro Andryushchenko) 报告说，俄罗

斯佔领者剥夺了乌克兰公民在该市的财产权。 

20.07 

 俄罗斯人继续从佔领的土地上窃取乌克兰的粮食并将其出口到中东国家。 这是由乌克兰国家新闻处报导的。 

然而，黎巴嫩当局禁止他们卸货，俄罗斯人将船隻改道前往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Latakia) 和塔尔图斯港 (Tartus)

。 未来，俄罗斯计划用卡车将乌克兰粮食从叙利亚境内运往中东和北非其他国家。 

 在被佔领的卢甘斯克地区，符合徵兵年龄的男性已经很少，因此俄罗斯人甚至将学生和老人送到前线。 “卢甘

斯克人民共和国”正因强制动员而变成“妇女人民共和国”——谢尔盖·盖代 (Serhiy Gaidai)。 

 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收到了驻扎在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的 83 个独立两栖突击旅的军事人员数据

，他们参与了布查的暴行。 

21.07 
 俄罗斯佔领者正在从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佔领区上被强行动员起来的人那裡拿走他们的个人文件。 

 乌克兰国家银行将格里夫纳对美元的官方汇率调整了 25% 至 UAH 36.5686对 1 美元。 

22.07 

 一项关于解除对乌克兰穀物出口港口封锁的协议在伊斯坦

堡达成。 协议规定，对“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 

(Chornomorsk)”和“尤日内 (Yuzhny)”港口的控制权完全由乌克

兰一方控制。 

 俄罗斯人在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餐厅摧毁了两块大马赛

克作品。 作者是异议艺术家阿拉·戈尔斯卡 (Alla Horska)。 

 截至 2022 年 7 月 22 日，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已记录了 434 起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文化遗产的战争罪行。 佔领者砲击摧毁了 129 件文化遗产。 其中国家级景点22处，地方级

景点100处。 105座珍贵的历史建筑遭到破坏。 

 暂时佔领区的俄罗斯人正试图吸引乌克兰青年加入新成立的亲俄组织。 

23.07 

 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人早上对敖德萨港口发动导弹袭击，使前一天签

署的乌克兰粮食出口协议受到质疑。 就在伊斯坦堡就乌克兰粮食安全出口达

成协议后，俄罗斯军队对敖德萨港口发动了导弹袭击。 火箭准确地击中了储

存谷物的地方。 因此，俄罗斯违反了一天前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的协议。 

 被佔领的 Lysychansk 完全没有通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仍有一万到一万两

千人留在这裡。 入侵者将城市划分为过滤区，并为当地居民製造障碍——让他

们无法在区域之间移动。 恐怖分子“LDNR”的俄罗斯人和他们的战士非法住在被当地居民遗弃的公寓裡。 人们

记录了从 Lysychansk 和 Severodonetsk 居民家中非法掠夺物品的交易案例。 

24.07 

 海港管理局已开始为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港口的復工做准备，以

配合在伊斯坦堡签署的海上穀物和相关食品出口倡议。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近 50 万乌克兰儿童被纳入欧盟国家的国家学校

系统。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