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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 

 波兰将“足够数量”的 PT-91 Twardy 战斗坦克转移到乌克兰。 总统办公室负责

人安德烈·耶尔马克证实了武器转让的事实，但没有具体说明波兰坦克的

数量。 此前，波兰向乌克兰移交了240辆现代化的T-72坦克和100多辆装甲

运兵车，以对抗俄罗斯的武装侵略。  

 乌克兰收到了第一波三门德国猎豹高射炮，以及数万发子弹。 德国计划向

乌克兰部队转移 30 门猎豹高射自行火炮。 

 欧盟又向乌克兰拨款 16 亿欧元用于基础设施重建。 资金将用于 1) 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和能源应急措施 - 10.5 

亿欧元； 2) 能源、能源效率、道路、交通、教育和基础设施、重建和复原计划—5.4 亿欧元。 

26.07 
 英国对俄罗斯地区负责人和俄罗斯司法部长实施制裁。 这一次，有41人和1家公司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

规定了禁止进入和冻结资产。 

 欧盟理事会决定将针对俄罗斯特定经济部门的制裁再延长 6 个月，直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27.07 

 由于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立陶宛禁止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基里尔进入该国。 

 德国联邦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100辆 Panzerhaubitze 2000 自行火炮（SAU），100 辆自行火炮的合同总价

值为 17 亿欧元，是德国提供乌克兰的所有武器总价值（6亿欧元）的数倍。 

28.07 

 土耳其公司 Baykar 将“波兰”购买的无人机“Bayraktar”免费转让给乌克兰，在波兰筹集的资金将另外用于人道

主义目的。  

 拉脱维亚政府支持国防部向乌克兰提供额外军事支持的提议。 但是，该部没

有评论将向乌克兰人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宣布俄罗斯因其在车臣、格鲁吉亚、叙

利亚和乌克兰的行动而成为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 目前，支持恐怖主义的

国家名单包括古巴、朝鲜、伊朗和叙利亚。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西达宣布向乌克兰分配一项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将包括 10 辆装甲车、弹药和

反无人机。 

29.07 

 北马其顿正在将苏联 T-72 坦克移交给乌克兰，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退役。 没有具体说明有多少坦克被转移

到乌克兰。 据了解，北马其顿军队大约有 30 辆 T-72 坦克在服役。 

 

 德国已决定将 16 辆 Biber 坦克架桥车移交给乌克兰，用于建造桥梁。 据悉

，它们可以用来克服战场上的水和其他障碍

。 

 加拿大将再向乌克兰提供4.5亿加元的贷

款。 资金将用于国家预算，以确保优先支付

社会和人道主义款项。 6月，乌克兰国家预算获得10亿加元优惠贷款。 

 

 泽连斯基总统与G7国家大使一起访问敖德萨地区。 

 

30.07 

 挪威政府宣布向乌克兰转让 14 辆依维柯 LAV III 轻型装甲车。 “挪威继续为乌克兰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贡

献，”国防部长比约恩·阿里尔德·格拉姆 (Bjorn Arild Gram) 说。 

 

 卡塔尔向乌克兰卫生部转移了 500 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购买救护车和

麻醉呼吸机。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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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 

 俄罗斯人继续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空中和导弹袭击。 

 Volyn和Poliske方向的情况没有改变。 没有观察到白俄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在特定方

向上的进攻团体的形成。 

 在谢维尔斯基方向，俄罗斯人继续在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地区的边境定居点地区进行空中侦察并用大炮和火

箭炮打击基础设施物体。 

 在哈尔科夫方向，敌人在哈尔科夫地区以及乌克兰控制的其他定

居点进行炮击。 

 在斯拉维扬斯克 (Slavyansk) 方向，俄军在阿西耶夫卡、普罗托波皮

夫卡、胡萨里夫卡、赫鲁苏瓦卡、卡尔瑙希夫卡、多林纳和阿达米

夫卡附近以大炮、火箭炮和坦克进行炮击。 俄军在 Brazhivka 和 

Dmytrivka 地区进行了攻击，没有成功，然后撤退了。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在克拉马托尔斯克、西维尔斯克、斯皮尔尼和其他定居点附近记录到炮击。 俄罗

斯人还对 Serebryanka 和 Spirny 附近进行了空袭。 

 在巴赫穆特方向，俄罗斯人试图通过从三个方向猛攻来建立对塞米希

耶 (Semihirya) 定居点的控制，他们取得了部分成功，并在定居点的郊

区站稳了脚跟。 

 在阿夫迪夫卡 (Avdiyivka) 方向，俄罗斯人用坦克、大炮和火箭炮炮击了

新巴赫穆蒂夫卡、阿夫迪夫卡、奥皮特尼、沃迪亚尼、皮斯基和克拉

斯诺霍里夫卡地区。 在 Selidovoy、Avdiivka 和 Pervomaiskyi 附近进行了空

袭。 他们在 Piskiv 和 Avdiyivka 地区发动袭击，但没有成功。 战斗在克

拉斯诺霍里夫卡 (Krasnohorivka) 附近继续。 

 在 Novopavlivskyi 方向，敌人在 Maryinka、Vugledar、Mykilske、Pavlivka、Vremivka、Novosilka 和 Novopil 定居点地

区进行了炮击。 他领导了马林卡地区的突击行动，没有成功，撤退了。 战斗在帕夫利夫卡 (Pavlivka) 附近继

续。 

 在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军队正在炮击扎利兹尼赫内、查里夫内、比洛吉里亚、奥里霍夫、新安德里耶夫

卡和卡米安斯克定居点地区的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 它在 Novomykhailivka 和 Maly Shcherbaki 附近发动了空袭

。 

 在南布兹方向，敌人正集中力量控制占领的阵地，阻止我军前进。 使用无人机高强度空中侦察。 对 

Mykolaiv 市和 Mykolaiv 地区其他定居点的民用和军事基础设施进行系统炮击。 

 在黑海海域，俄罗斯联邦海军编队继续进行侦察并隔离敌对地区。 “口径3M-54”型海基巡航导弹的航母继续

在黑海水域旋转，目的是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发动导弹袭击。 

 7月29日，俄军对原210号劳改营境内的村子进行了蓄意袭击。 Olenivka（顿涅茨克地区被占领土）关押乌克

兰战俘。由于炮击和火力，至少有 53 名乌克兰军人丧生，130 人受伤。当天晚上，乌克兰安全局、乌克兰

武装部队、国防部主要情报局和乌克兰最高拉达人权专员办公室发表了联合声明。它指出，俄罗斯人实施

的爆炸是有组织地谋杀乌克兰战俘，是俄罗斯联邦主导的恐怖行为，是军事挑衅和典型的假旗行动。乌克

兰当局要求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俄罗斯人的恐怖行为作出反应，并向奥列尼夫卡派出一个视察团

。 

 乌克兰军队继续摧毁俄军在赫尔松、哈尔科夫、卢甘斯克、顿涅

茨克和扎波罗热地区被占领土上的仓库。 7月27日，乌克兰军方对赫尔松的

安东尼夫斯基桥造成重大破坏。 现在无法在上面运输重型设备。 铁路桥也

被禁用。 

 总结，在七月最后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对 12 个 俄罗斯弹药仓库

和 4 个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去军事化行动。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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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7 

 7 月 26 日早上在空袭警报中，强大的爆炸声在 Mykolaiv 市响起. 

 占领者再次袭击了Chuhuyev，废墟下仍有人。 救援人员在整理碎片时发现了三

具尸体。 

 由于Donetsʹka地区定居点的空袭，占领者造成 3 人死亡、8 人受伤。 

 在Kharkiv市，俄罗斯人在夜间炮击了市中心附近的部分。 

27.07 
 敌人用迫击炮和 BM21“Grad” 袭击 Sumy 地区，一名妇女受伤。 

 俄罗斯人用 S-300 导弹击中了 Kharkiv 市，有人受伤。 

 在Bakhmut市，占领者空袭了酒店：有死伤。 

28.07 
 

 俄罗斯人用 S-300 导弹轰炸了 Kharkiv 市。 

 一天之内，俄罗斯人搜查了 Sumy 地区的 Shostkynsʹkyi 区，没有造成破坏或者

人员伤亡。 

 基辅附近响起了至少两声爆炸声，俄罗斯人对 Vyshhorodsʹkyi 地区发动了导弹

袭击。 

 从白俄罗斯境内发射的导弹击中了 Chernihiv 地区的 Honcharivsʹk 村附近。 

 俄军空袭了Chuhuyiv，击中了住宅楼。 

 晚上，俄罗斯人用BM27“Uragan”和大炮空袭了Dnipropetrovs`k地区的Kryvyi Rih区，没有人受伤。 

 俄军用不同级别的导弹从三个方向28次击中了乌克兰。 

 由于俄罗斯早晨对Mykolaiv进行导弹袭击，一些教育机构和住宅楼遭到破坏，还有一名人员受伤。 

 俄罗斯炮击 Dnipropetrovsʹk 地区的 Shestirnya 村造成 了1 人死亡

、2 人受伤。 

 在基辅地区，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一个军事单位，有破坏。 

 当天上午，俄罗斯占领者袭击了 Donets`k 地区 Toretsʹk 的一座5

层住宅楼，造成2人死亡。 

 俄罗斯军队用导弹袭击了Kirovohrad地区的Kropyvnytsʹkyi，导弹

可能是9K720伊斯坎德尔导弹。 

 占领者袭击了Mykolayev，击中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点。 

 俄罗斯人炮击了 Bakhmut，造成了 3 人死亡，3 人受伤。 

29.07 

 俄罗斯人用数十枚炮弹轰炸了 Nikopol` 的一个住宅区。 

 

 由于早上对 Mykolaiv 的炮击，有 13 人受伤

，其中 4 人住院。 共有5人死亡。 第二天，一枚

火箭空袭了 Mykolaiv 的儿童乐园。 

 

 俄罗斯人对 Kramatorsʹk 发动了火箭弹袭击

，造成了2人死忙5人受伤。 

30.07 

 占领者夜间用多管火箭炮炮击了 Dnipropetrovsʹk 地区的 Nikopolʹ 市。 

 Kharkiv 市的市长 Ihor Terekhov 报告说，俄罗斯人在夜间袭击了 Kharkiv市。 

 俄军夜间用 “Tornado-S” 炮轰了 Mykolayiv：一人死忙一受伤。 

本周砲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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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7 

 克里姆林宫表示，对Odessa港的导弹袭击是针对军事基础设施的，绝不影响粮食出口的安排。 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 (Recep Tayyip Erdogan) 评论了俄罗斯人对Odessa港的炮击：“我们看到因为周六对Odessa港的袭击

， 所以粮食出口谈判过程仍然很微妙。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但发生了。我们期望每方面都遵守他们

交易的一部分。失败将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反作用。” 

 俄罗斯占领者恢复了Mariupol港的电力供应，以便出口从乌克兰农民那里偷来的粮食。 

 欧安组织驻乌克兰特别监察团代理团长Antje Grave谴责俄罗斯对当地监察团成员的迫害，特别是在Donetsk和

Lugansk地区被占领土上被剥夺自由的人。 

 Melitopol市市长Ivan Fedorov说，占领者将他们的军事装备和军事设施留在住

宅高层建筑附近，使乌克兰军方无法对炮击作出反应。 

 报道称，俄罗斯内务部总局执行镇压抵抗和恐吓乌克兰南部临时占领区居

民的任务，通过大规模镇压、迫害和非法拘留公民来完成。  

 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记录了俄罗斯在南方的罪行：酷刑、不人道待

遇、任意拘留和非法剥夺平民自由。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报告记录了

三名领土防卫部队的士兵遭受的酷刑，并指两人死亡。 日内瓦公约禁止酷

刑和不人道待遇。 

26.07 

 乌克兰志愿者设法提供了一份液体样本，俄罗斯人将其作为“饮用水”分发给Marioupol居民，用于分析到乌克

兰控制的领土。 事实证明，这种水含有粪便特征的细菌。 Oleksandr Lazarenko 医生指出，这种水不能饮用。 

因为“感染”痢疾、霍乱或其他病原微生物的风险很高。 

 占领者正在摧毁Kharkiv州的乌克兰书籍。Borivka村议会报告说，即使是几乎没有文字的童话故事和插图书籍

也需要“消灭”。 

27.07 
 在执行所谓“粮食协议”的框架内这周三在伊斯坦布联合协调中心 (JCC) 成立仪式举行了。 

 乌克兰的自然需要几十年才能从战争中恢复过来。 例如，捷克和乌克兰的生态学家说，乌克兰南部草原的

恢复至少需要 50 年。 

28.07 

 乌克兰大使通知黎巴嫩总统，7月27日，一艘满载从乌克兰被占领土小偷的大麦的叙利亚船只进入的黎波里

港。 

 Mykolaiv市市长 Oleksandr Sienkevych 和 Mykolaiv OVA 负责人 Vitaliy Kim 报告了占领者对该市的另一次火箭袭击，

入侵者瞄准了私营部门，即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点。 

29.07 

 在俄罗斯占领者在Olenivka村杀死乌克兰战俘后，乌克兰捍卫者要求联合

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作为乌克兰战斗人员生命和健康的保障，将他们

的代表派往俄罗斯人关押捍卫者的殖民地。 

 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称，俄罗

斯炮击了Donetsk地区的Olenivka的殖

民地，以掩盖对囚犯的酷刑和谋杀

，并指责乌克兰武装部队犯下“战争

罪”。 

 乌克兰情报部门认为，在Donetsk地区的Olenivka杀害乌克兰囚犯是

Wagner集团的雇佣军在Evgeny Prigozhin的个人指示下组织的，没有与俄

罗斯国防部的领导协调。  

 “当Azovstal的捍卫者离开工厂时，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充当了我们士兵生命和健康的保障者。现在担

保人必须做出反应，他们必须保护数百名乌克兰战俘的生命”V. Zelenskyy 呼吁采取行动。 

 此前一天，俄罗斯人拍摄的一段俄罗斯占领者切开乌克兰战俘生殖器的视频进入网络。 

 Mariupol市长的顾问Petro Andryushchenko说，在被占领的城市，游击队放火烧毁了粮田，这样俄罗斯人就无法

偷走粮食。 

 此外，战争研究所（ISW）报告称，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被派往乌克兰临时占领的领土，以准备所谓的

吞并公投。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