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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 

 波蘭將“足夠數量”的 PT-91 Twardy 戰鬥坦克轉移到烏克蘭。 總統辦

公室負責人安德烈·耶爾馬克證實了武器轉讓的事實，但沒有具體

說明波蘭坦克的數量。 此前，波蘭向烏克蘭移交了240輛現代化的

T-72坦克和100多輛裝甲運兵車，以對抗俄羅斯的武裝侵略。 

 烏克蘭收到了首批三門德國獵豹高射炮，以及數萬發子彈。 德國

計劃向烏克蘭部隊轉移 30 門獵豹高射自行火炮。 

 歐盟又向烏克蘭撥款 16 億歐元用於基礎設施重建。 資金將用於 1) 修覆受損基礎設施和能源應急

措施 - 10.5 億歐元； 2) 能源、能源效率、道路、交通、教育和基礎設施、重建和覆原計劃—5.4 億

歐元。 

26.07 

 英國對俄羅斯地區負責人和俄羅斯司法部長實施制裁。 這一次，有41人和1家公司被列入制裁名

單，其中規定了禁止進入和凍結資產。 

 歐盟理事會決定將針對俄羅斯特定經濟部門的制裁再延長 6 個月，直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27.07 

 由於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立陶宛禁止俄羅斯東正教宗主教基裏爾進入該國。 

 德國聯邦政府已批準向烏克蘭出售100輛 Panzerhaubitze 2000 自行火炮（SAU），100 輛自行火炮的

合同總價值為 17 億歐元，是德國提供烏克蘭的所有武器總價值（6億歐元）的數倍。 

28.07 

 土耳其公司 Baykar 將“波蘭”購買的無人機“Bayraktar”免費轉讓給烏克蘭，在波蘭籌集的資金將另外

用於人道主義目的。 

 拉脫維亞政府支持國防部向烏克蘭提供額外軍事支持的提議。 但是，

該部沒有評論將向烏克蘭人提供什麽樣的支持。 

 美國參議院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宣布俄羅斯因其在車臣、格魯

吉亞、敘利亞和烏克蘭的行動而成為恐怖主義的國家支持者。 目前，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包括古巴、朝鮮、伊朗和敘利亞。 

 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西達宣布向烏克蘭分配一項新的軍事援助計劃，其中將包括 10 輛裝甲車

、彈藥和反無人機。 

29.07 

 北馬其頓正在將蘇聯 T-72 坦克移交給烏克蘭，並計劃在未來幾年內退役。 沒有具體說明有多少

坦克被轉移到烏克蘭。 據了解，北馬其頓軍隊大約有 30 輛 T-72 坦克在服

役。 

 德國已決定將 16 輛 Biber 坦克架橋車移交給烏克蘭，用於建造橋梁

。 據悉，它們可以用來克服戰場上的水

和其他障礙。 

 加拿大將再向烏克蘭提供4.5億加元

的貸款。 資金將用於國家預算，以確保優先支付社會和人道主

義款項。 6月，烏克蘭國家預算獲得10億加元優惠貸款。 

 澤連斯基總統與G7國家大使一起訪問敖德薩地區。  

30.07 

 挪威政府宣布向烏克蘭轉讓 14 輛依維柯 LAV III 輕型裝甲車。 “挪威

繼續為烏克蘭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做出貢獻，”國防部長比約恩·阿裏

爾德·格拉姆 (Bjorn Arild Gram) 說。 

 卡達向烏克蘭衛生部轉移了 500 萬美元。 這筆資金將用於購買救護

車和麻醉呼吸機。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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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 

 俄羅斯人繼續對烏克蘭境內的軍事和民用目標進行空中和導彈襲擊。 

 Volyn和Poliske方向的情況沒有改變。 沒有觀察到白俄羅斯共和國武裝部隊和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

在特定方向上的進攻團體的形成。 

 在謝維爾斯基方向，俄羅斯人繼續在切爾尼戈夫和蘇梅地區的邊境定居點地區進行空中偵察並用

大炮和火箭炮打擊基礎設施物體。 

 在哈爾科夫方向，敵人在哈爾科夫地區以及烏克蘭控制的

其他定居點進行炮擊。 

 在斯拉維揚斯克 (Slavyansk) 方向，俄軍在阿西耶夫卡、普羅

托波皮夫卡、胡薩裏夫卡、赫魯蘇瓦卡、卡爾瑙希夫卡、多

林納和阿達米夫卡附近以大炮、火箭炮和坦克進行炮擊。 俄

軍在 Brazhivka 和 Dmytrivka 地區進行了攻擊，沒有成功，然後

撤退了。 

 在克拉馬托爾斯克方向，在克拉馬托爾斯克、西維爾斯克、斯皮爾尼和其他定居點附近記錄到炮

擊。 俄羅斯人還對 Serebryanka 和 Spirny 附近進行了空襲。 

 在巴赫穆特方向，俄羅斯人試圖通過從三個方向猛攻來建立對塞

米希耶 (Semihirya) 定居點的控制，他們取得了部分成功，並在定

居點的郊區站穩了腳跟。 

 在阿夫迪夫卡 (Avdiyivka) 方向，俄羅斯人用坦克、大炮和火箭炮

炮擊了新巴赫穆蒂夫卡、阿夫迪夫卡、奧皮特尼、沃迪亞尼、皮

斯基和克拉斯諾霍裏夫卡地區。 在 Selidovoy、Avdiivka 和 

Pervomaiskyi 附近進行了空襲。 他們在 Piskiv 和 Avdiyivka 地區發動

襲擊，但沒有成功。 戰鬥在克拉斯諾霍裏夫卡 (Krasnohorivka) 附近

繼續。 

 在 Novopavlivskyi 方向，敵人在 Maryinka、Vugledar、Mykilske、Pavlivka、Vremivka、Novosilka 和 Novopil 

定居點地區進行了炮擊。 他領導了馬林卡地區的突擊行動，沒有成功，撤退了。 戰鬥在帕夫利夫

卡 (Pavlivka) 附近繼續。 

 在紮波羅熱地區，俄羅斯軍隊正在炮擊紮利茲尼赫內、查裏夫內、比洛吉裏亞、奧裏霍夫、新安

德裏耶夫卡和卡米安斯克定居點地區的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 它在 Novomykhailivka 和 Maly 

Shcherbaki 附近發動了空襲。 

 在南布茲方向，敵人正集中力量控制占領的陣地，阻止我軍前進。 使用無人機高強度空中偵察。 

對 Mykolaiv 市和 Mykolaiv 地區其他定居點的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進行系統炮擊。 

 在黑海海域，俄羅斯聯邦海軍編隊繼續進行偵察並隔離敵對地區。 “口徑3M-54”型海基巡航導彈的

航母繼續在黑海水域打轉，目的是對烏克蘭境內的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 

 7月29日，俄軍對原210號勞改營境內的村子進行了蓄意襲擊。 Olenivka（頓涅茨克地區被占領土）

關押烏克蘭戰俘。由於炮擊和火力，至少有 53 名烏克蘭軍人喪生，130 人受傷。當天晚上，烏克

蘭安全局、烏克蘭武裝部隊、國防部主要情報局和烏克蘭最高拉達人權專員辦公室發表了聯合聲

明。它指出，俄羅斯人實施的爆炸是有組織地謀殺烏克蘭戰俘，是俄羅斯聯邦主導的恐怖行為，

是軍事挑釁和典型的假旗行動。烏克蘭當局要求聯合國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對俄羅斯人的恐怖行

為作出反應，並向奧列尼夫卡派出一個視察團。 

 烏克蘭軍隊繼續摧毀俄軍在赫爾松、哈爾科夫、盧甘斯克

、頓涅茨克和紮波羅熱地區被占領土上的倉庫。 7月27日，烏克蘭

軍方對赫爾松的安東尼夫斯基橋造成重大破壞。 現在無法在上面

運輸重型設備。 鐵路橋也被禁用。 

 總結，在七月最後一天，烏克蘭武裝部隊對 12 個 俄羅斯彈

藥倉庫和 4 個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去軍事化行動。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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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7 

  7 月 26 日早上在空襲警報中，強大的爆炸聲在 Mykolaiv 市響起. 

 占領者再次襲擊了Chuhuyev，廢墟下仍有人。 救援人員在整理碎片時發現

了三具屍體。 

 由於Donetsʹka地區定居點的空襲，占領者造成 3 人死亡、8 人受傷。 

 在Kharkiv市，俄羅斯人在夜間炮擊了市中心附近的部分。 

27.07 

 敵人用迫擊炮和 BM21“Grad” 襲擊 Sumy 地區，一名婦女受傷。 

 俄羅斯人用 S-300 導彈擊中了 Kharkiv 市，有人受傷。 

 在Bakhmut市，占領者空襲了酒店：有死傷。 

28.07 
 

 俄羅斯人用 S-300 導彈轟炸了 Kharkiv 市。 

 一天之內，俄羅斯人搜查了 Sumy 地區的 Shostkynsʹkyi 區，沒有造成破壞

或者人員傷亡。 

 基輔附近響起了至少兩聲爆炸聲，俄羅斯人對 Vyshhorodsʹkyi 地區發動了

導彈襲擊。 

 從白俄羅斯境內發射的導彈擊中了 Chernihiv 地區的 Honcharivsʹk 村附近。 

 俄軍空襲了Chuhuyiv，擊中了住宅樓。 

 晚上，俄羅斯人用BM27“Uragan”和大炮空襲了Dnipropetrovs`k地區的Kryvyi Rih區，沒有人受傷。 

 俄軍用不同級別的導彈從三個方向28次擊中了烏克蘭。 

 由於俄羅斯早晨對Mykolaiv進行導彈襲擊，一些教育機構和住宅樓遭到破壞，還有一名人員受傷。 

 俄羅斯炮擊 Dnipropetrovsʹk 地區的 Shestirnya 村造成 了1 人

死亡、2 人受傷。 

 在基輔地區，俄羅斯軍隊襲擊了一個軍事單位，有破壞。 

 當天上午，俄羅斯占領者襲擊了 Donets`k 地區 Toretsʹk 的一

座5層住宅樓，造成2人死亡。 

 俄羅斯軍隊用導彈襲擊了Kirovohrad地區的Kropyvnytsʹkyi，

導彈可能是9K720伊斯坎德爾導彈。 

 占領者襲擊了Mykolayev，擊中了人道主義援助的運送點。 

 俄羅斯人炮擊了 Bakhmut，造成了 3 人死亡，3 人受傷。 

 

29.07 

 俄羅斯人用數十枚炮彈轟炸了 Nikopol` 的

一個住宅區。 

 由於早上對 Mykolaiv 的炮擊，有 13 人受

傷，其中 4 人住院。 共有5人死亡。 第二天，

一枚火箭空襲了 Mykolaiv 的兒童樂園。 

 俄羅斯人對 Kramatorsʹk 發動了火箭彈襲擊，造成了2人死忙5人受

傷。  

30.07 

 占領者夜間用多管火箭炮炮擊了 Dnipropetrovsʹk 地區的 Nikopolʹ 市。 

 Kharkiv 市的市長 Ihor Terekhov 報告說，俄羅斯人在夜間襲擊了 Kharkiv市。 

 俄軍夜間用 “Tornado-S” 炮轟了 Mykolayiv：一人死忙一受傷。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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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 

 克里姆林宮表示，對Odessa港的導彈襲擊是針對軍事基礎設施的，絕不影響糧食出口的安排。 雷傑
普·塔伊普·艾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評論了俄羅斯人對Odessa港的炮擊：“我們看到因為周六對
Odessa港的襲擊， 所以糧食出口談判過程仍然很微妙。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但發生了。我們
期望每方面都遵守他們交易的一部分。失敗將對我們所有人產生反作用。” 

 俄羅斯占領者恢覆了Mariupol港的電力供應，以便出口從烏克蘭農民那裏偷來的糧食。 

 歐安組織駐烏克蘭特別監察團代理團長Antje Grave譴責俄羅斯對當地監察團成員的迫害，特別是在
Donetsk和Lugansk地區被占領土上被剝奪自由的人。 

 Melitopol市市長Ivan Fedorov說，占領者將他們的軍事裝備和軍事設施留在住宅高層建築附近，使烏克
蘭軍方無法對炮擊作出反應。 

 報道稱，俄羅斯內務部總局執行鎮壓抵抗和恐嚇烏克蘭南部臨時占領
區居民的任務，通過大規模鎮壓、迫害和非法拘留公民來完成。  

 人權組織Human Rights Watch記錄了俄羅斯在南方的罪行：酷刑、不人
道待遇、任意拘留和非法剝奪平民自由。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報
告記錄了三名領土防衛部隊的士兵遭受的酷刑，並指兩人死亡。 日內
瓦公約禁止酷刑和不人道待遇。 

26.07 

 烏克蘭志願者設法提供了一份液體樣本，俄羅斯人將其作為“飲用水”分發給馬里烏波爾居民，用於
分析到烏克蘭控制的領土。 事實證明，這種水含有糞便特征的細菌。 Oleksandr Lazarenko 醫生指出
，這種水不能飲用。 因為“感染”痢疾、霍亂或其他病原微生物的風險很高。 

 占領者正在摧毀Kharkiv州的烏克蘭書籍。Borivka村議會報告說，即使是幾乎沒有文字的童話故事和
插圖書籍也需要“消滅”。 

27.07 

 在執行所謂“糧食協議”的框架內這周三在伊斯坦布聯合協調中心 (JCC) 成立儀式舉行了。 

 烏克蘭的自然需要幾十年才能從戰爭中恢覆過來。 例如，捷克和烏克蘭的生態學家說，烏克蘭南
部草原的恢覆至少需要 50 年。 

28.07 

 烏克蘭大使通知黎巴嫩總統，7月27日，一艘滿載從烏克蘭被占領者偷走的大麥的敘利亞籍船隻進
入的黎波裏港。 

 Mykolaiv市市長 Oleksandr Sienkevych 和 Mykolaiv OVA 負責人 Vitaliy Kim 報告了占領者對該市的另一次火
箭襲擊，入侵者瞄準了私營部門，即人道主義援助的運送點。 

29.07 

  在俄羅斯占領者在Olenivka村殺死烏克蘭戰俘後，烏克蘭捍衛者要
求聯合國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為烏克蘭戰鬥人員生命和健康的保
障，將他們的代表派往俄羅斯人關押捍衛者的殖民地。 

 烏克蘭總參謀部報道稱，俄羅斯炮擊了Donetsk地區的Olenivka的殖民
地，以掩蓋對囚犯的酷刑和謀殺，並指責烏克蘭武裝部隊犯下“戰
爭罪”。 

 烏克蘭情報部門認為，在Donetsk地區的Olenivka殺害烏克蘭囚犯是Wagner集團的雇傭軍在Evgeny 

Prigozhin的個人指示下組織的，沒有與俄羅斯國防部的負責人協調。  

 “當Azovstal的捍衛者離開工廠時，聯合國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充當了我們士兵生命和健康的保障者
。現在擔保人必須做出反應，他們必須保護數百名烏克蘭戰俘的生命”，澤連斯基總統呼籲采取行
動。 

 在此前一天，俄羅斯人拍攝的一段俄羅斯占領者切開烏克蘭
戰俘生殖器的影片流傳到網路上。 

  Mariupol市長的顧問Petro Andryushchenko說，在被占領的城市
，遊擊隊放火燒毀了糧田，這樣俄羅斯人就無法偷走糧食。 

 此外，戰爭研究所（ISW）報告稱，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成
員被派往烏克蘭臨時占領的領土，以準備所謂的吞併公投。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