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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烏克蘭空軍收到了四架來自拉脫維亞 Mi-17 和 Mi-2 直升機——在不久的將來，

它們將完全成為烏克蘭航空機隊的一部分。 此外，拉脫維亞還轉讓了六門 

M109 榴彈炮。 他們已經參加了與占領者的戰鬥。 拉脫維亞是在國內生產總值

方面為烏克蘭提供最重要支持的國家之一。 拉脫維亞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超

過 2 億歐元的武器和裝備。 

16.08 

 烏克蘭從義大利獲得了 2億歐元。 這筆錢是一項為期 15 年的零利率軟貸款的一部分。 這筆資金將用於普通

中等教育機構教職員工的工資。 

 拉脫維亞正在為烏克蘭的“Bayraktar”籌集資金。 拉脫維亞人計劃籌集五百萬歐元。 

 芬蘭將把發給俄羅斯人的簽證數量減少十倍。 從 9 月起，該國將只接受來自俄羅斯聯邦遊客的 10% 的簽證

申請——即每天約 100 份申請。 某些群體可以例外——記者、持不同政見者或活動家。 

 拉脫維亞只會在極少數情況下為俄羅斯人延長臨時居留許可 

17.08 
 多位美國權威專家、軍方和外交官呼籲拜登更加果斷地幫助烏克蘭並提供武器，並指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

戰爭正在接近決定性時刻，美國的重要利益受到威脅。 

18.08 

 自 8 月 18 日以來，愛沙尼亞已停止允許持有該國簽發的申根簽證的俄羅斯公民——目前約有 25,000 名俄羅

斯人持有此類簽證。 

 整個 7 月，歐洲六大國家都沒有向烏克蘭提供新的雙邊軍事承諾，這是自 2 月俄羅斯入侵以來的第一個這樣

的月份。 這表明，盡管歐洲國防政策發生了歷史性轉變，但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似乎正在減少——正如基

輔正在發起決定性的反攻一樣。 這樣的結論是由 Politico 得出的。 

 澤連斯基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利沃夫舉行了會晤。 他們討論了俄羅斯

的糧食盜竊、俄羅斯的核恐怖主義和國防合作問題。 會見期間，兩國總統簽署

了一份備忘錄，讓土耳其參與烏克蘭戰後重建。 

 澤連斯基在利沃夫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舉行了會晤。 烏克蘭總統和聯

合國首腦討論了糧食倡議的發展方向、烏克蘭人

遭非法和強制驅逐、釋放我們的軍事人員和醫生

的問題。 特別關註俄羅斯在紮波羅熱核電站的核訛詐話題。 

 愛沙尼亞政府已批準對烏克蘭的新一攬子軍事援助計劃，包括新一批迫擊炮

和反坦克武器，以及一間野戰醫院。 

 加拿大將向烏克蘭提供 4.5億加元用於購買天然氣。分配的資金將幫助烏克

蘭人為供暖季節做準備。 

 “友好的加拿大又邁出了團結的一步。感謝賈斯汀·特魯多、克裏斯塔·弗裏蘭

和整個加拿大人民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鬥爭中堅定不移的支持，”——烏克蘭總理 Denys Shmyhal。 目前，烏

克蘭已經為供暖季節做好了 70% 的準備。 

 拉脫維亞內政部提議在 2023 年 6月 30日之前停止向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公民發放居留許可。 

19.08 

 英國將為烏克蘭人的“人道主義”援助撥款 1500萬英鎊。 英國政府指出，這大

約是 1800 萬美元——這些資金將用於幫助在戰爭中受苦的烏克蘭人。 多達 

200,000 名在波蘭的烏克蘭難民和在烏克蘭國內流離失所者，包括兒童、老人和

殘疾人，將能夠獲得援助。 

 德國又向烏克蘭轉移了三輛獵豹。 德國政府還交出了 11 輛 M113履帶式裝甲

運兵車和一千份幹糧。 這在德國政府的網站上有說明。 

 白宮網站稱，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價值 7.75 億美元的新軍事援助，該援助已獲得美國總統拜登的批準。 這

筆錢將特別用於國防部的國防目的和服務項目。 此外，其中一部分將用於烏克蘭軍隊的軍事教育和訓練。 

20.08 

 一張互動式地圖上面顯示了世界各國向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規模。 它是在德國基爾大學開發的。 所以，

烏克蘭的主要軍事捐助國是美國，美國已經提供了 254.5 億美元，

英國位居第二（41.1億美元），波蘭位列第三（18.3億美元）。 

 德國政府與歐盟一起為烏克蘭部隊購買了 225 枚高精度 Vulcano 射

彈。 這種彈藥將加強烏克蘭的 155 毫米火炮。 這些是高精度炮

彈，可以摧毀最遠 70-80公里的目標。 

 “俄羅斯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這就是 8月 20日在巴黎舉行的

支持烏克蘭的行動。 推廣的主要要求： 

 - 武裝烏克蘭； 

 - 承認俄羅斯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 

 - 加強對俄羅斯聯邦的制裁。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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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俄羅斯軍隊繼續在烏克蘭境內發射導彈襲擊並轟炸民用和軍事設施。 在一些地區，他們試圖突破前

線，但正在遭受損失。 

 在斯洛博讚斯克（Slobozhansk）方向（哈爾科夫地區），俄羅斯侵略者正在進行戰鬥行動，目的是控制

被占地區並防止烏克蘭國防軍部隊反攻，在某些地方他們正在努力改善戰術陣地。 

 在斯拉維揚斯克 (Slov'yansk) 方向，俄軍部隊試圖進行攻擊，被擊退並撤退。 

 在克拉馬托爾斯克 (Kramatorsk) 和巴赫穆特 (Bakhmut) 方向，俄軍正試圖發動攻勢，敵對行動仍在繼續。 

 在南布茲 (Pivdennoburzkyi) 方向（赫爾松，尼古拉耶夫地區），俄羅斯軍隊的主要努力集中在阻止烏克蘭

軍隊的推進上。 

 一周內 8月 15 - 8月 20 俄羅斯遭受損失: 

 人員損失- 1350 

 坦克 - 43 

 裝甲車 - 86 

 火炮裝置 - 38/5 

 防空措施 - 5 

 飛機 / 直升機 - 108/3 

 無人機 - 19 

 船隻 - 0 

 車輛設備/ 運油車 - 98 

 專業設備 - 6 

 在俄羅斯的後方，烏克蘭國防軍和抵抗力量繼續襲擊倉庫、指揮所和軍事基地。 

 2022 年 8 月 15 日 — 烏克蘭軍方對位於盧甘斯克（Lugansk）地區臨時占領的波帕斯納（Popasna）市的私

營軍事公司“瓦格納”（Wagner）基地進行了精確打擊。 可能有 100 名來自領導層的“瓦格納人”被摧

毀。  

 2022 年 8 月 16 日 — Maiske 和 Azovske 村（ 克裏米亞，Dzhankoy 區）之間的裝有彈藥的倉庫被引爆。 離

前線的距離是 200-250 公里。 由於爆炸，亞速（Azov）村附近的鐵路也遭到破壞。 俄羅斯人用它來為前

線提供裝備。 

 烏克蘭軍方襲擊了位於暫時占領的 Lysychansk 的聯邦安全局大

樓。 盧甘斯克（Lugansk）地區的 Pervomaisk 也發生了爆炸。 

 烏克蘭部隊的空軍襲擊了赫爾松（Kherson）州新彼得裏夫卡

（Novopetrivka）和尼古拉耶夫（Mykolaiv）州馬克西米夫卡

（Maksymivka）地區的兩個據點和兩個敵方武器和裝備集中區。 23 

名俄羅斯軍人、152 毫米榴彈炮和 7 件裝備被摧毀。 

 2022 年 8 月 17 日 — 在 Novaya Kakhovka（赫爾松地區）附近的俄羅斯基地遭到襲擊，另一個在 Kyrylivka

（紮波羅熱地區），而且位於紮波羅熱（Zaporizhzhia）地區 Yampil 區

的一個倉庫。 

 2022 年 8 月 18 日 — 暫時占領的克裏米亞（Krym）的貝爾貝克

（Belbek) 機場發生爆炸。 烏克蘭部隊對俄羅斯軍隊在巴什坦 (Bashtan) 

和別列斯拉夫 (Beryslav) 地區的人力、武器和裝備的積累進行了 4 次打

擊。 據指揮部稱，俄軍已確認損失 73名士兵、3輛坦克、4輛發射

器、1個 S-300防空系統雷達站、5件裝備和 1個彈藥庫。 

 2022年 8月 19日，烏克蘭空軍對俄軍陣地進行了 11次打擊，摧毀了 17名俄軍、“動物園 1號”偵察和

火控雷達綜合體，以及 4輛汽車和裝甲車。 

 2022 年 8 月 20 日 — 位於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克裏米亞）的俄羅斯

黑海艦隊總部大樓發生火災。 總部遭到無人機襲擊。 Yevpatoria 和 

Bakhchisaray 附近也發生了爆炸。 

 根據美國研究所的一份新報告，在被占領克裏米亞（Krym）的俄羅斯陣

地的轟炸可能是烏克蘭反攻的協調部分，可能會削弱俄羅斯在第聶伯

（Dnipro）河西岸維持其部隊並保護他們免受反擊的能力。 

 未被承認的 DPR/LPR 準共和國的軍隊出現了分歧。 2022 年 8月 14日，一段影片出現在網上，顯示所謂

的盧甘斯克 (Lugansk) 人民共和國的戰士拒絕在頓涅茨克 (Donetsk) 地區作戰，並聲稱受到軍方領導層的壓

力、威脅和訛詐。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軍方於 2022 年 7 月 24 日發布了類似的影片。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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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俄羅斯用 “Grad” MLRS炮擊了哈爾科夫的 Saltivsky 區，5 輛汽車、一座教堂和一個操場受損。 七人受

傷，其中一名傷者在醫院死亡。 

 8 月 16 日晚，俄羅斯占領者炮擊了哈爾科夫九個區中的五個。 市中心也被擊中。 這是近期對哈爾科夫
最大規模的炮擊之一。. 

16.08 

 俄羅斯軍隊炮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兩個地區——克裏沃裏茨基和尼科波爾斯基。 兩名婦

女受傷，多達兩千人斷電。 當地一家農業企業的私人房屋、一條天然氣

管道、一條電力線、兩個裝有糧食和機械的倉庫被損壞。 有 40 枚來自 

“Grads” 和 10 枚火炮。 

 在日托米爾州，俄羅斯人用導彈襲擊了軍用機場。 由於撞擊，

跑道和幾個車輛設備受損。 工作人員沒有受傷。 

 白天，俄羅斯人炮擊了紮波羅熱的居民區 28 次。 警方總共記錄
了兩座高層建築和 20 多座私人房屋的破壞 

17.08 

 

 俄羅斯人再次襲擊了哈爾科夫的北薩爾蒂夫卡社區。 主要打擊落在平

民居住的宿舍，包括有聽力障礙的人。 

 同一天，俄羅斯人向 Mykolaiv 市的一所

大學發射了 S-300 導彈——以黑海國立大學命

名 彼得墓。 設施的墻壁被損壞，窗戶、門、

被毀壞的天花板和各種建築物的室內裝飾被

炸毀。 

 此外，當天還有 27 座住宅樓在 Mykolaiv 遭到炮擊破壞。 

18.08 

 哈爾科夫再次受到攻擊。 在斯洛比德區，其中一枚火箭擊中了一座 4 層樓的宿舍。 建築物部分被毀。 

 8 月 17 日至 18 日，俄羅斯炮擊哈爾科夫，造成 17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 2009 年出生的男孩，另有 42

人受傷。 

 8 月 18 日，哈爾科夫州克拉斯諾格勒市也遭到炮擊。 在克拉斯諾格勒，一對夫婦在自己家中死於俄羅
斯人之手。 他們 12 歲的女兒被衝擊波從房子裏扔到院子裏，受了重傷。 

19.08 

 敵人在紮波羅熱地區的沃迪亞尼從側翼用火覆蓋了尼科波爾市的中心。 由於炮擊，學校建築、銀行、

商店、禮儀宮殿、行政大樓和近 20 座高層建築遭到破壞。 

 在頓涅茨克地區，俄羅斯人每天炮擊平民 24 次。 住宅樓、一所大學和一所工程學院被毀壞。 

20.08 

 俄國人炮擊了尼古拉耶夫地區的沃茲涅先斯克市。 一棟五層樓和私人住

宅被擊中。 9 人受傷，其中包括 4 名兒童。 所有兒童都處於危急狀態，他們

的年齡從 3 歲到 17 歲不等。 

 在頓涅茨克地區，烏克蘭警察在一天內記錄了 17 起俄羅斯炮擊事件。 平
民被打死打傷。 俄羅斯人的目標是住宅樓、遊樂場和公用事業公司。 

21.08 

  8 月 21 日晚上，俄羅斯人用大炮轟炸了尼科波

爾市、尼科波爾地區的 Marganetska 和 Myrivska 社

區。 高層建築和私人住宅、汽車、農舍都遭到破

壞，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線也遭到破壞。 

 

 在頓涅茨克地區，占領軍白天進行了 12 次炮

擊，造成平民傷亡。 

 

一周内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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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8 

 来自英国、瑞典和克罗地亚的五名站在乌克兰一边作战的外国
人被指控为雇佣军。 他们都拒绝在所谓的“DNR 最高法院”认罪。 

 “白俄罗斯盖云”(Belaruskiy Gaiun)监测组认为，白俄罗斯 Gomelska

地区 Zyabrivka 机场境内积聚了大约 15-60 枚导弹的大量防空导弹
复合体，这可能预示着大规模打击的准备. 

 梅利托波尔 Melitopol 市市长伊万·费多罗夫 Ivan Fedorov 表示，
Melitopol 市已经三周没有煤气了，占用者将没有时间修复供气系
统和按时开始供暖季。 

 俄罗斯正处于计划就加入所谓的“DNR”进行伪公投的后期阶段。 

16.08 

 国有企业“NAEK Energoatom”在该公司官网报道称，俄罗斯实施了自 2 月 24 日以来最大规模的黑客攻击。 

 临时占领的 Energodar 的局势不仅对扎波罗热(Zaporizhzhia)地区很危险，而且考虑到军事局势，调整了从
城市和辐射污染风险区的疏散计划。 Zaporizhzhia OVA O. Starukha 负责人的直接讲话：“如果我们将因 

Energodar NPP 可能发生的事故而可能出现的 50 公里强制安置区，在我们地区超过 200,000 人，不到 

200,000 人在邻近的 Dniproprtrovsk 地区。 Nikopol、Marganets、Energodar、Vasylivka、Dniprorudne 等城市。” 

17.08 
 乌克兰总统 Volodymyr Zelenskiy 报道说，8 月 17 日晚，俄罗斯占领者袭击了 Kharkiv 市的一个宿舍。在被
俄罗斯人摧毁的宿舍里，住听力障碍的人，他们可能没有听到警报。 18 人死亡，42 多人受伤。 

 在俄罗斯军队暂时占领的 Mariupol，过滤离开城市的队伍超过 1300 人。 

18.08 

 乌克兰总统 Volodymyr Zelenskiy 表示，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Lvov 会面时，他同意国际
原子能机构可能派往被占领的 Zaporizhzhia 核电站的任务参数。 

 Volodymyr Zelenskiy 总统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利用
所有联合国机制将乌克兰战俘送回祖国。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格罗西 (Raphael Grossi)宣布，他准
备率领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前往扎波罗热(Zaporizhzhia)核电站。 

 战时的收成不比近几年的平均水平差，但农业产业却会丧失好多
年已经取得的进展.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伊万·涅恰耶夫（Ivan Nechaev）表示，莫斯科不接受在扎波罗热
(Zaporizhzhia)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提议。 据他介绍，这个提议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的实施将
使核电站更加脆弱。 

19.08 

 据 ISW 称，俄罗斯联邦国防部可能正在为指责乌克兰攻击扎波罗热（Zaporizhzhia）核电站创造条件。 此
外，俄罗斯人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停止 ZANP（Zaporizhzhia Nuclear Power 

Plant） 的工作动力装置，并将其与为乌克兰电力系统供电的通信线路断
开。 NAEC“Energoatom” 强调，俄罗斯占领者关闭扎波罗热
（Zaporizhzhia）核电站将使辐射灾难的情景更加接近。 

 在梅利托波尔，俄罗斯侵略者打算在选民居住地举行他们的伪公
投。 值得注意的是，计划进行“隐藏的公投”，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没有足

够数量的支持者，甚至无法制造支持的假象。 

 10 艘船正准备从敖德萨（Odessa）、切尔诺莫斯克（Chornomorsk）和皮夫登尼（Pivednnyi）港口出发。 

此外，已经收到 40 多份申请，要求将乌克兰食品装载到乌克兰港口以西。 有关部门特别关注向非洲国
家出口食品的情况。 

 情报总局报告说，在 8 月 24 日乌克兰独立日，俄罗斯占领者计划在临时
占领的马里乌波尔（Mariupol）对被俘的 Azovstal 守卫者进行表演审判。俄
罗斯人计划效仿纽伦堡法庭的形式：他们希望审判的不是专门针对
“Azov”战士作为一个单位或乌克兰军队，而是据称针对“纳粹主义意识
形态”。按照占领者的计划，所谓的“法庭”将在许多地方举行，而马里
乌波尔（Mariupol）只是其中的第一个。根据情报，另一个这样的地点可
能是被占领的赫尔松（Kherson）。 

 俄罗斯入侵者威胁：如果父母不同意送孩子到临时占领赫尔松（Kherson）的俄罗斯学校学习，他们的
财产将被没收。 

 
21.08 

 在乌克兰全面战争之后，动物在黑海死亡。 据“开放笼子”组织报道，死亡海豚的数量超过 5000 只。 

 在乌克兰，空袭警告已经更新，特别是在化学和辐射危险日增的情况下。 

 新的警告信号：化学危害听起来像教堂的钟声，辐射危险是警钟，从城市撤离的警报听起来像火车喇
叭。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