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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继德国峰会结果后，七国集团领导人宣布无限期支持乌克兰。 关注的焦点是七
国集团国家将继续协调努力，以满足乌克兰在军事和国防装备方面的迫切需求
。 

 土耳其公司 Baykar 将不接受乌克兰人自己为 Bayraktar TB2 无人机筹集资金的付款
，并将免费向乌克兰前线派出三架无人机。 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波兰的志愿者

也开始为乌克兰人的慈善机构筹集资金。 

 G7领导人对克列门丘克 (Kremenchuk) 购物中心遭到火箭弹袭击发表声明。 

 “我们，七国集团领导人，强烈谴责对克列缅丘克购物中心的卑鄙袭击。我们与乌克兰一起哀悼这次野蛮袭
击的无辜受害者。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无辜平民是战争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其他负责人将被绳之以法。” 

28.06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并将 70 家法人实体和 29 名个人列入国际制裁名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联合国通过恐怖主义国家的定义，承认俄罗斯对克列缅丘克的砲击是恐怖主义行

为并惩罚侵略者，并呼吁安理会成员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剥夺它在大会中的投票权。 

29.06 

 

 泽伦斯基总统在北约峰会上的演说中呼吁联盟国家帮助制止俄罗斯对乌克兰和
平城市的恐怖行为，并在共同安全领域为乌克兰“寻找一席之地”。 

 “北约的开放政策不应该像基辅地铁的旧闸门：它们是开放的，当你靠近时，闸
门会关闭，直到你付了钱。乌克兰还没有支付足够的费用吗？我们对防御欧洲
的贡献不是吗？整个文明还不够？那你还需要什麽？”总统说道。 

 北约正式承认俄罗斯为其战略威胁。 北约的新战略概念正式改变了俄罗斯在联盟关係中的地位，将俄罗斯
联邦定义为对盟国安全的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威胁。联盟还批准了一项全面的援助计划，其中包括：燃料供
应、医疗设备、对抗生物、化学和核武器的设备等。 从长远来看，北约同意帮助乌克兰从苏联武器过渡到
现代北约武器。 

 作为 75 亿美元预算融资计划的一部分，乌克兰从美国获得了 13 亿美元的赠款援助。 

30.06 

 英国将向乌克兰拨款 12 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将针对防空系统、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和数千名乌克兰

士兵的装备。 

 瑞典政府正准备批准对乌克兰的第五批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反坦克武器、机枪和排雷设备。 武器和装备
的总成本为 5 亿瑞典克朗。 

 乌克兰与叙利亚断绝外交关係并实施经济制裁，以回应其承认所谓“L/DNR”的“独立性”。 乌克兰认为叙利亚
的决定侵犯了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西方防空系统和更多 HIMARS——新的 8 亿美元援助计划还将包括火砲、
弹药和炮弹定位雷达。 

01.07 

 欧盟委员会提议向乌克兰拨款 10 亿欧元宏观金融援助——欧盟执委会主席乌尔苏
拉·冯德莱恩 

 挪威首相乔纳斯·哈尔·斯托尔访问了乌克兰，他在那裡目睹了被俄罗斯摧毁的城
市，并承诺提供100亿克朗（近10亿欧元）的援助。 同样早些时候，挪威国防部
将帮助乌克兰从英国接收更多的多管火箭炮，为英国提供三个替换系统。 “我们
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以便乌克兰人能够继续争取自由和独立。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乌克兰现在非常需

要它们......” - 部长说。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宣布，他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六门凯撒榴弹砲和大量装甲车。 此外，马克龙
指出，北约决定“加强对乌克兰的经济、人道主义和军事支持”。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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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 

 在Volyn 和Polissia 方向仍有来自白俄罗斯边境的入侵威胁。 根据乌克兰掌握的信息，白俄罗斯武装部队

的动员训练期限已延长至今年7月9日（以前的期限是2022年6月22日至7月1日内）。 作为上述措施的一

部分，正在通过Gomil地区的军事委员会发出传票。 此外，已通知医生禁止出国了。 

 在Siversk方向，为了掩护Briansk和Kursk地区的俄乌边境，俄军继续维持西部军区第1坦克军、第20联合兵

种集团军多达3个营战术群和空降部队。Sumy和Chernihiv地区边境地区的乌克兰国防军仍然遭到炮击。 

 • 在Kharkiv方向，俄罗斯联邦的部队正集中力量限制乌克兰军队的行动并阻止他们进一步推进。 为了收

复失去的阵地，俄军正在向Kochubeivka - Dementiivka方向进行突击行动。 

 在Slov'yansk方向，俄罗斯入侵者正在进行防御战。 此外，俄罗斯军队猛攻Borodnyche市，但没有成功。 

 在Kramatorsk方向，俄罗斯人用桶装和喷气式火炮轰炸了比洛戈里夫卡、马亚基和顿涅茨克地区，以及

在吕西昌斯克地区的佐洛塔里夫卡和上诺卡米扬斯克。 他们向后者的方向进攻，但没有成功并撤退。 

 在这周内，俄罗斯人试图包围Lysychansk市。 俄罗斯人还没有到达 T1302 Bakhmut-Lysychansk 高速公路，

但他们一直向它开火，为乌克兰军队的资源供应制造障碍。 

 6 月29 日，在Zaporizhzhia附近，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过最大规模的战俘

交换。 144 名乌克兰士兵回家了，其中包括Azovstal工厂的 95 名捍卫者

。 最后的43人是Azov团的成员。 

 在South Bug方向，俄罗斯敌人正集中力量为控制被占领的边界并阻止乌克兰国防军的部队前进。 

 在黑海西北部，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舰艇编队继续执行封锁乌克兰海上通讯和进行侦察的任务。 为了

往乌克兰领土发火，俄罗斯敌人保留了两艘高精度武器的载体。 

 2022 年 6 月 30 日，俄罗斯人离开蛇岛。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称这一举动

是“善意的举动”，但乌克兰方面指出，是乌克兰军队的火力影响迫

使俄罗斯人离开该岛。 武装部队公布了岛上销毁俄罗斯装备残骸的视

频。 

 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了Novomykhailivka 附近的攻势，并迫使敌人离开Kherson地区的Ivanivka。 俄罗斯占领

者害怕Kherson地区当地人口的抵抗。 入侵者的领导层在装甲车和防弹衣中带着很多安全措施四处走动

。 当地居民继续抵抗。 

 在Lysychansk 方向，Ruscists 向Zolotarivka 方向发起攻击，而控制了一个居民点。 俄罗斯敌人还强渡

Siverskyi Donets河，试图发展成功并夺取Bilogorivka市。 

 7 月 3 日，为 Lysychansk 进行激战后，乌克兰国防军被迫撤出占领的阵地和防线。 

军事阵地 

https://t.me/c/1229909770/8488
https://t.me/c/1229909770/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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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俄罗斯军队使用Tu-22M战略飞机对敖德萨州发动了导弹袭击。由于炮弹击中，
估计面积为 500 平方米的几栋住宅楼和附属建筑被摧毁和点燃。初步数据显示，
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在临时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在检查建筑物时发现了 100 多具在轰炸中丧生的尸体
。占领者不打算埋葬死去的乌克兰人。 

 俄罗斯军队正在从Popasne方向进攻Lysychansʹk，该市有很多受损的房屋和基础设

施。 

 俄军在Lysychansʹk向前来取水的人群开枪，造成至少8人死亡、21人受伤。死者
中有14岁和15岁的男孩。 许多伤员不得不截肢。 

 占领者向购物中心发射火箭弹，那里有 

1000 多名平民。两枚火箭弹向 Kremenchug 发射。 

除了购物中心，俄罗斯人还瞄准了城市体育场。
购物中心遭到炮击，造成28人死亡，在清理瓦砾

时，又发现了29具人体碎片。目前仍有 22 人下落
不明。 该市的许多居民正在寻找无法通过 DNA 测
试识别的失踪亲属。两名救援人员在救援行动中

受伤。 

 对哈尔科夫的大规模火箭弹袭击仍在继续
。 5人死亡，31人受伤。 其中有 5 名 8-12 岁的儿
童。 

 晚上，俄罗斯入侵者再次用集束炮弹向尼
古拉耶夫开火。 

 俄罗斯人炮击了苏梅州的Krasnopil社区 40 次。 晚上 10 点后，敌人向Bilopilʹ社区开火。 

 

28.06 

 到了早上，俄罗斯入侵者向尼古拉耶夫州的奥恰科夫市开火。包括一名儿童
在内的三人死亡。 照片中，一名6岁的女孩在瓦砾下被发现，她在睡觉时被导
弹炸死，另一名儿童处于昏迷状态。 

 俄罗斯军队早上向Mykolaiv发射了8枚火箭弹。 武装部队所在的城镇和城市的
中央体育场遭到破坏。 

 俄军再次炮轰哈尔科夫。 初步数据显示，有5人受伤，1人伤势严重。 

 俄罗斯人用火箭袭击了第聂伯市：他们击中了加油站，2人死亡，瓦砾下还有
人。 

 在哈尔科夫州，占领者炮击造成2名居民死亡，整个地区至少有6人受伤。 

 俄罗斯占领者袭击了 Kryvorizka 火力发电厂的领土。 6月27日，俄罗斯人“宣布”

袭击了这座火力发电厂。 

 由于俄罗斯炮击，顿涅茨克州一名平民丧生，另有8人受伤。 

 俄罗斯军方使用火炮、战斗机、无人机、多管火箭炮、迫击炮和自动榴弹发
射器炮击了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州。 

 俄罗斯占领者在深夜对哈尔科夫发动了两次火箭弹袭击，导致该市南部发生
火灾。  

29.06 
 

 

 6月29日上午，Mykolaiv再次响起爆炸声。 俄罗斯人击中一座住宅高层建筑，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 

 苏梅州遭到迫击炮轰炸。 2人死亡，8人受伤。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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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 
 在苏梅州，6 月 30 日，俄罗斯占领者炮击了 Bilopolska 和 Novoslobidska 社区。 

 俄罗斯占领者在夜间用火箭炮轰哈尔科夫和尼古拉耶夫，用迫击炮轰炸切尔尼戈夫州。 

1.07 

 俄罗斯入侵者对敖德萨的平民实施了另
一项恐怖主义行为。 晚上，俄罗斯人用
三枚从黑海方向发射的Kh-22导弹袭击了
敖德萨州的Serhiyivka镇。此次撞击造成 

21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共有39

人受伤，其中三名儿童和一名孕妇从废

墟中获救。 Serhiivka 的死者中有 4 人来自
同一个家庭。 俄罗斯人还炮击了谢尔希
耶夫卡的一个娱乐中心，造成四人死亡。 

 早上，Mykolaiv 遭到俄罗斯占领者的猛烈火箭弹袭击。 12枚火箭弹在城市上空发射。 

 白天，俄罗斯人在苏梅州释放了270多枚地雷、火箭弹和射弹。 

2.07 

 

 由于敌人在巴赫穆特的炮击，有 5 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早上，俄罗斯入侵者用火箭弹袭击了哈尔科夫州的Nemyshlyansʹky区，造
成4名平民受伤。 

 早上，俄罗斯人向 Mykolaiv 发射了 12 枚火箭弹。 港口领土上的基础设施
和工业设施被摧毁。 

 俄罗斯联邦正在对乌克兰平民进行导弹恐怖运动，以破坏乌克兰人的精
神和团结，并促使向莫斯科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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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6 

 在6月25日至26日对乌克兰领土的砲击中，俄罗斯发射了60至80枚远程导弹，造价高达2.2亿美元。 

 被佔领的马里乌波尔居民严重缺乏食物。 因此，马里乌波尔市议会的电报频道说
，他们用即兴材料为鸽子设置了陷阱。 “人们在 1932 年至 1933 年的飢荒期间做了
同样的事情，”市议会报告说。 

 在马里乌波尔，在街上一栋房屋的瓦砾下发现了一个新的万人坑。 基辅市市长顾

问 Petro Andryushchenko 报导称，“又有超过 100 具尸体，”他说。 

 俄罗斯佔领者在卢甘斯克地区摧毁了60多个机构和文化古蹟，其中14个被完全摧
毁。 

 由于战争，乌克兰人的食品购买力下降了三分之一。 

 英国将提供科技来检验小麦，使俄罗斯从临时佔领区偷走的乌克兰粮食不能进入世界市场。 

28.06 
 由于俄罗斯 6 月 27 日的砲击，Mykolaiv 地区 10 公顷的小麦和一个粮食仓库遭到破

坏。 

29.06 
 

 卢甘斯克 OVA 负责人 Serhii Gaidai 报告说，俄罗斯佔领者几乎摧毁了该地区的橡胶仓库。 

 在被佔领的札波利扎核电站，入侵者将排乾冷却池，据称是“为工人寻找武器”，这可能导致核子危险。 

30.06 
 

 俄罗斯佔领札波利扎地区的“当局”宣布，第一艘装满穀物的船已经离开别尔江斯克 (Berdyansk) 港——俄罗斯
人正在从乌克兰农民手裡偷走穀物。 

 国际特赦组织经过调查得出结论，3月16日，俄罗斯军方蓄意袭击了马里乌波尔
的剧院：他们知道有人躲在那裡，却向剧院投掷了两枚500公斤重的炸弹。 

 俄罗斯人瞄准了一家农业公司，摧毁了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Dnipropetrovsk)州泽列诺多尔斯克(Zelenodolsk)的一个仓库，那裡有 40 吨粮食。 

1.07 

 被俄罗斯囚禁约 3 个月的乌克兰护理人员 Yu. Paevska (Tyra) 说，俄罗斯佔领者将
她与其他 21 名妇女关押在顿涅茨克 SIZO 的一个小牢房裡。 “态度很糟糕。他们
不让我打电话或给予医疗帮助。 在调查完成之前，我不会谈论酷刑和心理影响
，儘管这很可怕。” 

 乌克兰大使瓦西尔·博德纳尔（Vasyl Bodnar）呼吁土耳其当局对悬挂俄罗斯国旗
的船隻採取措施，该船隻从被佔领的别尔江斯克运来货物。 据悉，它正在运送7000吨乌克兰粮食。 

 欧洲人权法院根据乌克兰军官奥利尼琴科的妻子提起的诉讼，在一项临时决定中命令俄罗斯尊重所有囚犯
的权利，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被俄罗斯人佔领的北顿涅茨克军民行政当局负责人奥列克桑德尔·施特留克 (Oleksandr Stryuk) 说，俄罗斯试图
以牺牲当地人口为代价来补充所谓的“LPR军队”的队伍。 

 週五晚上，在敖德萨地区的谢尔希伊夫卡 (Serhiyivka)，摩尔多瓦拥有的一个儿童康復中心因火箭弹袭击而
受损。 

2.07 

 截至7月2日上午，因俄罗斯联邦全面武装侵略，乌克兰境内已有984多名儿
童受伤，其中344人死亡。  

 2022年7月1日，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 NNEGC“Energoatom” 透过自己的努
力，恢復了札波利扎核电站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中断的联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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