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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土耳其公司 Baykar——Bayraktar 无人机的製造商——已经在乌克兰注册併购买了一块

土地用于建厂。 Baykar 计划在乌克兰不仅生产 Bayraktar TB2 和 Bayraktar Akıncı 攻击无

人机，还生产 Bayraktar Kizilelma 超音速喷气式飞机。 

 美国向乌克兰拨款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除其他外，新包装包括用于 HIMARS MLRS 

的额外弹药、用于 NASAMS 防空系统的弹药、1000 支标枪和数百个 AT4 反坦克系统

。 总的来说，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 98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德国不会启用 Nord Stream 2，即使天然气形势严峻。 这是由联邦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宣布的。 德国认为对俄罗斯联

邦实施的制裁是正确的，不会放弃。 

09.08 

 芬兰敦促不要向俄罗斯人发放欧洲的旅游签证。 “当俄罗斯在欧洲发动侵略性和残酷的战争时，俄罗斯人可以过

正常的生活，在欧洲旅行，成为游客，这是错误的，”该国总理桑娜马林说。爱沙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也呼吁停

止与俄罗斯的旅游：“停止向俄罗斯人发放旅游签证。访问欧洲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人权。”捷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已经支持全面禁止向俄罗斯人发放申根签证。 

 乌克兰部队收到了 50 辆新的土耳其 Kirpi 装甲运兵车——预计未来还将交付 150 辆

。 Kirpi 装甲运兵车配备了防雷车辆类别中最高级别的保护。  

 来自澳大利亚的第一批人道主义煤炭抵达乌克兰。 首批 39 辆煤车已经进入乌克

兰火力发电厂。 据乌克兰能源部报导，澳大利亚总共将转移 79,000 吨煤炭。 

 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8900万美元用于扫雷。 这笔资金将用于工兵的设备和培训。 

由于这项援助，乌克兰将能够在一年内装备和训练 100 个扫雷小组。 该项目是美国最大的乌克兰扫雷项目。 我们

提醒您，在乌克兰领土进行扫雷大约需要 10 年时间。 

10.08 

 乌克兰将从世界银行获得 45 亿美元。 乌克兰财政部通报了赠款协议的签署情

况。 这些资金将用于支付养老金和其他的社会救助计划。 

 德国又向乌克兰转移了四门猎豹高射砲。 德国人还移交了 13 辆装甲车——三辆

疏散车和十辆 HMMWV（“悍马”）。 这在德国政府的网站上有说明。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的结果将在战场

上决定，而不是在谈判桌上。” 

11.08 

 瑞士将向乌克兰提供100吨人道主义援助。 瑞士总统在推特上表示，援助将包括医疗和消防设备。 据他介绍，

自3月以来，已经透过瑞典向乌克兰运送了5300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英国将向乌克兰转移更多的 MLRS。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莱士证实，除了已经在基辅的三个火箭发射器外，伦敦

还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三个火箭发射器，以及为他们提供的“大量”导弹。 

 拉脱维亚议会承认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议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恐怖主

义，俄罗斯本身是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 同样在本週，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决议，敦促国务院宣布俄罗斯为恐怖主义的赞助国。 

 此外，拉脱维亚国会议员呼吁欧盟国家立即暂停向俄罗斯联邦和白俄罗斯公民发

放签证。 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决定从 8 月 18 日起停止允许几乎所有持有其签发的

申根签证的俄罗斯人进入该国。 

 另一个近 15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将从北欧盟国向乌克兰提供。 这一决定是由哥本哈

根盟国会议的参与国做出的。 双方同意继续资助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在

训练乌克兰军队和增加火砲和弹药生产方面。 

 丹麦政府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 1.1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这笔钱将用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训练。 该国总理梅特·

弗雷德里克森说：“当前的战争不仅涉及领土和边界，而且是一场信仰之战：民主与暴政之间，为欧洲这个自由

世界所依据的价值观而战。” 

12.08 

 一批新的 M270 MLRS 已抵达乌克兰——它们是由英国移交的。 乌克兰国防部长 

Oleksiy Reznikov 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没有具体说明相关系统的数量。 

 来自荷兰和挪威的士兵已被派往英国——他们将训练乌克兰军队。 “训练有素的战

士越多，我们的胜利就越接近，”乌克兰国防部长 Oleksiy Reznikov 说。 截至目前，丹

麦、加拿大、瑞典、英国和纽西兰已确认参与英国训练乌克兰军队的倡议。 

13.08 
 斯洛伐克国防部长雅罗斯拉夫·纳吉（Yaroslav Nagy）说，斯洛伐克将首批四支 Zuzana 自走火砲部队移交给乌

克兰——它们已经在部队服役。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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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 

 俄军正集中军力尝试全面控制Lugansk和Donetsk地区，并且守住暂时占领的Kherson、Kharkiv、

Zeporizhzhia和Mykolaiv地区。 

 俄罗斯占领者在几个方向进行了多次战斗侦察尝试，但都失败了。 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激烈战

斗仍在继续。 俄罗斯军队正在轰炸所有建筑物，并用重型武器炮击老百姓楼房。 

 乌克兰军队将俄罗斯进攻击退的地区：Kharkiv、Slov’yansk、Kramatorsk方向，在Palivka和Novosilka（Donetsk

地区）方向。 俄军在Oleksandopol、Krasnogorivka、Avdi’yivka、Mar’yinka和Piski（Donetsk地区）方向试图突破

乌克兰军队的防御，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俄罗斯人还试图在Kherson地区的Lozove和 Shiroke 定居点地区推进，但没有成功，因此损失惨重。 

 8月8日 - 8月14日的这一周内乌克兰军队击败了俄方: 
 1,210位军人 
 53辆坦克 
 装甲战车 – 56 
 火炮系统/RSV - 20/0 
 防空手段 – 4 
 飞机/直升机 - 10/2 
 无人机 – 30 
 船 – 0 
 汽车设备和油箱 – 46 

 特殊设备 – 5 

 在俄罗斯临时占领的领土上，乌克兰游击队继续采取行动摧毁仓库和指挥点。 

 8 月 8 日 在Kherson地区的几个被占领定居点发生爆炸。 

 8 月 9 日在Novofedorovka（克里米亚内）的军用机场发生强烈爆炸。几乎可以肯定，俄方至少有五架 Su-24 

FENCER 战斗轰炸机和三架 Su-30 FLANKER H 多用途飞机被摧毁或严重损坏。英国情报部门称，“目击者视

频中看到的大量蘑菇状烟雾几乎可以肯定是由四个露天弹药

库的爆炸引起的。”俄军在克里米亚爆炸事件后的损失可能是

二战以来莫斯科军用飞机单日损失最大的一次。 

 乌方空军对Kherson和Mykolaiv地区的俄罗斯军队据点进

行了 7 次打击——摧毁了 Novooleksiivka 的一个弹药库和Maksym 

Gorkiy村附近的一个指挥和观察哨所。 

 8 月 10 日 Berdiansk，Melitopol和Vesele村（Kherson地区）

发生爆炸。 

 8月11日 Kherson地区乌克兰军队摧毁了俄罗斯军队的三个指挥所和一个弹药

库。 另一个据点被突击机击中。 俄军已确认损失41名士兵、3门榴弹炮和7

件装备。 

 Makiyivka（Donetsk地区）发生爆炸。在Lugansk的Starobilsk，一名俄罗斯通敌

卖国的人在汽车爆炸中受伤。在Kherson地区被占领土上发生了几起爆炸：在Novotroitskyi、Nizhny Serohozy, 

Velyka Blagovishchenka, Chaplink。  

 8月13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导弹和炮兵部队对Nova Kahovka上的公路桥造成了又一次打击，现在已经无法使用。 

SSU击中Antonivkiy和Kohovskiy基桥后，俄军失去了将重型装备运送到第聂伯河右岸到Kherson的机会。 

 乌克兰部队将俄罗斯军队在Kherson地区的所有后勤路线置于行动控制之

下。 

 8月14日 乌克兰武装部队摧毁了位于 Muzikyvka 和Nova Kahovka的两个俄罗

斯军事仓库。 俄罗斯损失包括 15 名士兵、一辆 T-72 坦克和四辆装甲车和车

辆。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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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俄国侵略者试图收复失地，无情地炮轰被占领的村庄，并于早上袭击了Mykolaiv 郊区。 

 占领者早上炮击Kharkiv，造成两人死亡。 

 从俄罗斯境内，Sumy和Chernigov州边境地区继续遭到炮击：周日，6 个社区遭到袭击。 

 为了攻击Vinnytsia地区的军事设施，俄罗斯叛军使用了Kh-47M“Kinzhal”空军基

地的高超音速导弹。 

 一天内，俄罗斯军方在Sumy地区境内发射了130 多发炮弹，在Katerynivkaza 

村遭到炮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 

 由于俄罗斯的炮击，为该市约三分之一地区提供电力的Kharkiv CHP-3 遭到破

坏。 

09.08 

 俄罗斯人用火箭齐射系统炮击Nikopol。 

 俄罗斯一夜之间向Nikopol发射了120 枚火箭——其中一家企业的一名员工

住院。 

 8 月 9 日晚，俄罗斯占领者再次炮击哈尔科夫，导致电线杆和电车轨道受

损。 

10.08 
 

 俄罗斯军队用火箭发射器炮击Dnipropetrovsk地区的Myrivska社区，造成一男一女受伤。 

 10 日晚，俄罗斯侵略者炮击Dnipropetrovsk地区。 俄罗斯占领者向Nikopol地区发射了 80 枚火箭榴弹，造成 

13 人死亡，另有 11 人受伤。 

 俄罗斯人炮击了Kharkiv州的Stary Saltiv - 两人丧生。 

 俄罗斯人用MSV 炮击Bakhmut镇：6 死3 伤。 初步估计，12间房屋受损 

 占领者用“Smerch”地空导弹炮击Mykolaiv，造成8 座民宅受损，3 人受伤，其中

包括一名13 岁的女孩。 

11.08 

 Sumy地区：俄罗斯人每天在社区释放大约 200 枚地雷和射弹。 

占领者第四次炮击 Energodar 的 ZPP，击中第一个动力

装置附近的泵站。 辐射源附近的现场发生火灾，多个

辐射传感器受损。 

 8 月 11 日黎明，俄罗斯人炮击了Kharkiv市。 

12.08 

 俄罗斯人对Zaporizhzhia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基础设施被毁，1 人死亡，2 人受伤。 

 Sumy炮击：敌人摧毁了一片麦田并损坏了房屋。 

 俄罗斯入侵者仅在一天之内就杀死了7 名Donetsk地区的和平居民，另有14 

人受伤。 

 俄罗斯敌人从Belgorod用火箭弹击中Kharkiv，毁灭。 包括住宅楼在内的三

个地区遭到炮击。 

 占领者从“飓风”轰炸Kharkiv州：有死有伤。 

13.08 

  夜间，俄军使用 "格雷迪" 向尼科波尔的居民区发射了30枚火箭弹，此前没有人员伤亡。 

 俄罗斯人一天杀死了Donetsk地区的5名居民，打伤了35人。 

 俄罗斯人炮击Kharkiv和该地区：三人受伤，一个孩子伤势严重。 通信、关键基础设施、教育机构遭到破

坏。 

 晚上，罗斯尼维斯克对Mykolaiv 进行了火箭弹袭击，据了解有1 人受伤。  

本周砲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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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受全面战争影响，2022年上半年乌克兰投资吸引力指数的综合指标下降了半个点，达到2.17分（满分5分

）。这是自 2013 年以来的最低值。 

 梅利托波尔市 (Melitopol) 市长伊万·费多罗夫（Ivan Fedorov）表示，俄罗斯

人带了大约700名蒙面人来到该市，因为他们无法将当地居民聚集起来，

为俄罗斯大众媒体准备一张“照片”。在赫尔松地区，SBU 揭露了合作者连

根拔起庄稼、帮助敌人建立阵地并“塑造了佔领当局的正面形象”。 

 根据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 (Energoatom) 的说法，俄罗斯人在勒索全世

界，声称他们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佈下地雷，准备炸毁它。 

09.08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拨款8900万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领土排雷，据美国估计，乌克兰16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即约四分之一——“可能被杀伤人员地雷和未爆弹药污染。” 

10.08 

 乌克兰安全局收集了有关俄罗斯佔领者安东·斯特鲁耶夫 (Anton Struyev) 的

完整证据，他在 3 月占领基辅地区期间下令射杀平民。 SBU 截获了一段电话交

谈，其中“Berkut”（呼号 Struev - ed.）向一名下属下达了刑事命令：“让我们敲那

裡的每个人，去你的！有一个平民 - 去你的，婊子！”。 

11.08 

 星期四，俄罗斯军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和核设施附近的领土进行了4次砲击。 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俄罗

斯可能会引发历史上最大的事故——本质上是在没有核攻击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表示，他对 ZNPP 及其周围的局势发展深感关切。 与此同时，俄罗斯拒绝了联合国关于在核

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呼吁。 

 所谓“LPR”和“DPR”的居民向俄罗斯检察官办公室抱怨说，在2月24日俄罗斯

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后，俄罗斯士兵无情地抢劫和摧毁他们的家园。 信中

的一位作者抱怨道：“他们（俄罗斯人）躲在我们背后，他们是来保护我们

的，还是来抢劫杀人的？ 我再说一遍，我的父母在“DNR”的领土上生活了8

年，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暴行……他们是捍卫者吗？” 

 根據情報信息，俄羅斯特種部隊創建了一個所謂的“澤連斯基基金會”的虛假網站，並準備了一場廣泛的

媒體宣傳活動，詆毀烏克蘭總統。 

12.08 

 週五，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BRAVE COMMANDER船抵达“皮夫登尼”港进行装货，随后将携带2.3万穀物驶往

埃塞俄比亚。 

 自乌克兰全面战争开始以来，已有 3,182 名儿童没有父母照顾。 据检察长

办公室称，截至8月12日，由于俄罗斯联邦全面入侵乌克兰，已有1067多名

儿童受伤：361名儿童死亡，706多名儿童受伤。 

 俄罗斯佔领者在乌克兰东部暂时被侵略者佔领的领土上，从 Rinat Akhmetov 

的 HarvEast 公司偷走了大约 20 万吨农作物。 在全面战争之前，HarvEast 公司

是乌克兰十大地主之一。 

 俄罗斯媒体报导称，8月15日，顿涅茨克武装分子将开始审理五名被捕外国人的“刑事案件”，据媒体

报导，被告是瑞典公民马蒂亚斯·古斯塔夫松、克罗地亚人维科斯拉夫·普雷贝格，以及英国人约翰·

哈丁、安德鲁希尔和迪伦·希利。 

 乌克兰当局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防止在马里乌波尔非法审

判乌克兰捍卫者。据 Mariupol P. Andryushchenko 市长的顾问称，佔领者

正准备在乌克兰独立日 8 月 24 日对这座城市的捍卫者进行审判，并匆

忙将室内爱乐厅变成了监狱。 “除了笼子外，还设置了一个特殊的掩

体/车库，以接收载着我们被俘虏的英雄的卡车。这座建筑在战前并

不存在，它专门为一个目的而建造 - “法庭”。 

13.08  俄罗斯人在临时佔领的梅利托波尔市中心的医院旁边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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