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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歐盟再向烏克蘭提供5億歐元援助。這筆錢用於保障國內流離失所者的住房

、教育和農業等領域。歐盟委員會代表馬莫爾（Eric Mamer）報告了這一

點。 

 歐盟外交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僅管仍面臨來自

俄羅斯的威脅和訛詐，歐盟仍將繼續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侵略。“我

們將在必要時提供政治、財政、人道主義和軍事援助。我們的目標是幫助

烏克蘭贏得戰爭。我們希望這場戰爭結束，但不是以任何方式結束，而是

按照烏克蘭領土完整的準則，”博雷爾說。 

06.09 

 美國已決定不承認俄羅斯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這個決定是最終決定，白宮發言人卡琳·讓-皮

埃爾說：這不是最有效或最強大的方式。承認[俄羅斯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可能會對烏克蘭和世

界產生不良後果。”根據讓-皮埃爾的說法，美國已經實施了制裁，如果俄羅斯聯邦被承認為恐怖主

義的支持者，就會對它實施制裁。提醒一下，拉脫維亞已承認俄羅斯聯邦是恐怖主義的支持者。 

 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拒絕了烏克蘭總理丹尼斯·施米格爾關於增加重型武器，特別是豹2坦克的

要求。 

 周二，一架為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 T-23 飛機從西班牙馬德里的空軍

基地起飛。它將向烏克蘭運送大口徑野戰炮彈。這是西班牙首相辦公室

報告的。 

 俄羅斯在全面戰爭前六個月的能源出口收入大大超過了入侵烏克蘭的成

本。這在芬蘭能源研究中心的報告中有所說明。分析人士指出，最大的

供應買家是歐盟（850 億歐元），其次是中國（350 億歐元）。在歐盟國家中，德國以 190 億歐元

成為最大的化石燃料買家。 

07.09 
 來自立陶宛的 105 毫米榴彈炮正前往烏克蘭。立陶宛國防部在推特上宣布：“烏克蘭需要持續

供應武器。我們不能停下來。” 

08.09 

 烏克蘭將從美國獲得另外 6.75 億美元的援助——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在德國拉姆施泰因

形式的第五次會議開幕式上。對烏克蘭的新一攬子援助將包括 HIMARS 彈藥、火炮、裝甲車、榴彈

發射器等。 

 此外，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向歐洲提供超過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筆錢將用於支持可能受到俄羅斯侵略威脅的烏克蘭和 18 個歐洲國家

。安東尼·布林肯在訪問基輔時宣布了這一點。 

 到目前為止自拜登執政以來，美國向烏克蘭提供了約152億美元的軍事

援助。 

 持有申根簽證的俄羅斯人將不允許進入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愛沙尼

亞外交部長烏爾馬斯·雷因薩盧表示，此規定將於 9 月 19 日生效。 

 烏克蘭將從挪威收到大約 160 枚地Hellfire導彈。據挪威政府網站稱，發射器、制導裝置和夜視儀

將與它們一起被轉移。AGM-114（Hellfire）是美國“空對地”級導彈，由激光束引導。它用於對抗

直升機、戰鬥機、無人機、地面車輛。 

09.09 

 烏克蘭將從歐盟獲得第二批 50 億歐元的宏觀經濟援助。歐盟委員會的相應提議得到了歐盟理事會

的支持。  新的 50 億歐元貸款將支持政府的日常運作，並確保該國關鍵基礎設施的運行：辦公室

、學校或醫院。 

 愛沙尼亞將THeMIS無人履帶式裝甲運兵車移交給烏克蘭-愛沙尼亞大使。 

10.09 

 為紀念拉脫維亞、波蘭、捷克共和國和斯洛文尼亞的領導人，"基輔勇氣巷

"的開設了代表了自俄羅斯全面入侵開始以來，他們一直支持烏克蘭。 

 國際銀行將通過提供約 5.3 億美元支持烏克蘭國家預算。這一決定得到了

政府的批準，宣布烏克蘭總理丹尼斯什米哈爾。收到的資金計劃用於履行

社會義務：救援人員、教育工作者、醫生的薪水，以及養老金和社會救助

。 

國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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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 

 

 9 月 4 日至 10 日這一周，烏克蘭軍隊在哈爾科夫和赫爾松地區成功反攻。慢慢地，烏克蘭軍

隊正在逐漸逼近頓涅茨克地區的占領者。 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烏克蘭部隊改進了他們的

戰術陣地，推進到了 2 公里深。在Slov'yansʹk向，烏克蘭人推進了 3 公里深並解放了 Ozerne 

村。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變化。 為了使白俄羅斯共和國武裝部隊的部隊保持戰

備狀態，訓練期再次延長。 

 在其他方向，敵人用坦克、戰車、迫擊炮、槍管和噴氣式火炮向民用基礎設施開火。 

 隨著烏克蘭國防軍隊的逼近，俄羅斯占領軍在赫爾松地區的指揮部正試圖通過移動預備隊來加

強赫爾松市。因此，在區域中心，發現了敵人的新單位，其軍人在城市中的定位很差。 

06.09.22                                                                               11.09.22 

 9 月 4 日，烏克蘭軍隊解放了赫爾松地區的 Visokopilya 村。 自 3 月 16 日以來，該村一

直被俄羅斯軍隊占領。 6月底，烏克蘭軍隊來到這裏，此後前線從定居點附近經過。 

 9 月 5 日，烏克蘭武裝部隊擊退了 9 個定居點附近的攻勢。 他們還將俄羅斯軍隊從克拉馬托

爾斯克方向的陣地中擊退。 此外，烏克蘭航空對俄羅斯軍隊的陣地進行了 15 次打擊。 

 澤連斯基總統在晚間講話中說，烏克蘭軍方摧毀了一個運送俄羅斯 S-300 導彈的車隊，這些

導彈曾被用來襲擊哈爾科夫。 

 9月6日，烏克蘭軍方在哈爾科夫地區發動反攻。 烏克蘭軍隊利用將俄羅斯軍隊重新部署到南

部戰線發動突然反攻。 

 

 9 月 7 日，烏克蘭航空發動了 27 次空襲，摧毀了俄羅斯的彈藥庫。 他們還擊敗了俄羅斯軍

隊的近40個據點和兵力裝備聚集地。烏克蘭軍隊的防空部隊

在各個方向摧毀了一架 Su-25 飛機、一架 Ka-52 直升機、一

架無人機和五枚 Kh-101 巡航導彈。 

 在 9 月 5 日至 7 日期間，烏克蘭防禦者摧毀了價值 

1.575 億美元的敵方空中目標。我們只談論空襲手段：巡航

導彈、飛機、直升機和無人機。 這種敵人損失的計算是在烏

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進行的。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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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9 月 8 日，烏克蘭武裝部隊已經解除了對哈爾科夫地區 20 多個定居點的占領，特別是

巴拉克萊亞市。 在前線的這一區域，烏克蘭武裝部隊設法向

俄羅斯人的陣地推進了 50 公里。 歸還烏克蘭控制下的哈爾

科夫和南布日方向領土總面積700多平方公里。 

 此外，9月8日，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頓涅茨克地區推進，從俄

軍手中解放了Ozernoe村，同時也改善了克拉馬托爾斯克方向

的陣地。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說，烏克蘭武裝部隊已經用 

HIMARS MLRS 擊中了 400 多個俄羅斯目標，並且正在“非常

有效地”使用這些系統。 

 

 截至 9 月 9 日，烏克蘭武裝部隊在哈爾科夫地區開火了 30 多個定居點。 這大約是哈爾科夫

地區 2500 平方公里。 

 烏克蘭武裝部隊取得了重大的作戰驚喜，並於 9 

月 10 日進入了哈爾科夫地區的庫皮揚斯克和伊齊烏姆

市。 自 2022 年 2 月 27 日市長馬策戈爾不戰而降將這

座城市交給俄羅斯人以來，庫皮揚斯克已經被俄羅斯占

領了 5 個多月。 2022 年 4 月 1 日，經過長時間的戰

鬥，俄羅斯人占領了伊久姆市。 這兩個城市都是重要的

後勤點，俄羅斯人失去它們會在東部破壞它們。 
 

 

 同樣在 9 月 10 日期間，為了支持地面部隊

的行動，國防軍的飛機對據點和敵人人力和

裝備的聚集地以及彈藥庫進行了超過 17 次

襲擊。由於炮兵的工作，2個指揮所、8個敵

人的人力和軍事裝備集中區以及一個敵人的

浮橋被擊敗。 

 

 同樣在 9 月 10 日期間，為了支持地面部隊

的行動，國防軍的飛機對據點和敵人人力和

裝備的聚集地以及彈藥庫進行了超過 17 次

襲擊。由於炮兵的工作，2個指揮所、8個敵

人的人力和軍事裝備集中區以及一個敵人的

浮橋被擊敗。 
 

 在赫爾松方向，烏克蘭軍方繼續摧毀俄羅斯人的火車和指揮所。 2022 年 9 月 10 日，烏克蘭

武裝部隊擊中了俄羅斯人在新卡霍夫卡建造的噸位過境點。據南方國防軍新聞中心稱，在南部

戰線，烏克蘭武裝部隊在一些地區從兩公里推進到幾十公里。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10 日期間俄羅斯人的損失: 
 人員 - 3200 

 坦克 - 102 

 裝甲車 - 181 

 火炮系統/RSZV - 125/18 

 防空手段 - 9 

 飛機/直升機 - 4/3 

 無人機 - 34 

 船舶/船 - 0 

 汽車設備和油箱 - 158 

 特殊設備 – 11 

 

 如你所見，本周俄羅斯軍隊損失了3200名軍事人員。 這比前幾周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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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俄國人用桶裝火炮襲擊了尼科波爾。 多達十間私人住宅和一棟高層建築遭到破壞，一所體育館和一所體校遭到破

壞。 

 敵人向蘇梅地區的社區發射迫擊炮。 

06.09 
 據市長伊霍爾·捷列霍夫報道，在哈爾科夫，一枚炮彈擊中了該市基輔區中部的一棟公寓樓。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 OVA Valentin Reznichenko 的負責人報告說，在克裏維裏，一枚火箭擊中了一個油庫，發

生了嚴重的火災。 

07.09 

 在哈爾科夫，2枚火箭襲擊。 一個洗車場，咖啡館、商店、汽車被損壞，沒有人員傷亡。 該地區人口稠密地區的

火箭襲擊造成四人受傷。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大炮和迫擊炮轟炸了尼科波爾區。 沒有人員傷亡。 Kryvyi Rih 油庫因炮擊引起的

大火已被撲滅。 一架敵方無人機也在該地區上空被擊落。 

 在札波羅熱地區，俄羅斯人在過去一天轟炸了 15 個定居點的民用基礎設施。 51座

建築物被毀。 

 在頓涅茨克地區，俄羅斯人在克拉馬托爾斯克地區進行了最活躍的炮擊：克拉馬托

爾斯克、斯洛文斯克和科斯蒂安季尼夫卡受到影響。 克拉馬托爾斯克在黎明時分遭到炮

擊 - 俄羅斯人擊中了一家醫療設施，引發了火災。 在斯洛維揚斯克，淩晨四點左右，俄

羅斯人向四號學校開火，瞄準了一座高層建築。 炮擊也記錄在巴赫穆特地區的全境。  

08.09 

 白天，俄羅斯人對哈爾科夫的基礎設施發動了 5 次導彈襲擊。 此前，S-300導彈再次被使用。 關鍵基礎設施、生

產場地、行政大樓被毀。 兩名年齡分別為 21 歲和 65 歲的男子死亡。 5人受傷。 

 在該地區，哈爾科夫、伊久姆、楚古伊夫和博戈杜希夫地區遭到襲擊。 占領者的打擊造成 6 人受傷，其中包括一

名 2 歲兒童。 受害者因爆炸傷和彈片傷住院。 私人住宅和商業建築遭到破壞，發生火災。 

 俄羅斯人用“Hrads”和重型火炮四次炮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區。 在尼科波爾，附近的 11 座

私人房屋和附屬建築、幾座太陽能發電廠面板和一個當地體育館遭到破壞。 電源線損壞。 

 俄羅斯人對克裏維裏赫發動了導彈襲擊。 

 9月8日，俄軍殺害了頓涅茨克地區9名平民，另有23人受傷。 

09.09 

 那天晚上，俄羅斯人在波克羅夫斯基、克拉馬托爾斯克和巴赫穆茨基地區開火。巴赫穆特遭受的破壞最為嚴重：前

一天，俄羅斯人在這裏打死8人，打傷17人。20座私人建築和6座多層建築、4間商店、文化宮和行政大樓遭到破壞

。這座城市已經連續第四天停水停電了——由於敵對行動頻繁，無法修覆。 

 晚上，俄羅斯人用噴氣式系統炮擊了哈爾科夫的基輔地區，沒有人員傷亡。薩爾蒂

夫區也受到打擊，其中一所高等教育機構受到影響。白天，哈爾科夫也遭到多發火箭榴彈

的炮擊。炮擊造成 14 人受傷，其中 3 人為兒童。哈爾科夫地區的楚古伊夫地區受到占領

者的打擊，最近的炮擊導致一名婦女死亡。 

 占領者再次放火燒毀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區，沒有人員傷亡，

但有破壞。 

 在Mykolaiv地區，俄羅斯人炮擊了兩個地區，沒有人員傷亡。 

 早上，俄羅斯人對蘇梅地區的一家醫院進行了空襲。 該地區負責人德米特羅·日維茨基（Dmytro Zhivytskyi）說

，房屋被毀，平民傷亡。 

10.09 

 夜間，俄軍同時襲擊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三個地區。對第聶伯羅和西內爾尼克地區的火箭襲擊摧毀了農

場和工業設施，工業建築和倉庫被占領。 沒有平民受傷。 尼科波爾區遭到重炮轟炸，沒有人員受傷。 

 Mykolaiv 也在夜間遭到炮擊。以前，沒有受害者或受害者。該地區的其他定居點也遭到炮擊，特別是在沃茲涅森

斯基區的一架飛機上發射了一枚 Kh-31 巡航導彈。沒有受害者。 

 占領者還炮擊了哈爾科夫區。 Novaya Vodolaz 的一所私人住宅被毀，發生火災。一名62歲的婦女死亡。伊久姆區

有五人住院。白天，由於哈爾科夫的炮擊，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 

11.09 

 晚上，俄國人炮轟：尼古拉耶夫和該地區。晚上，占領者瞄準了一棟五層住宅樓的庭院。一個入口被完全摧毀。據

初步消息，有九人受傷。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尼科波爾在夜間遭到三度炮擊。來自俄羅斯“Grad”和重型火炮的 35 多發炮彈抵達

那裏。在該市，35 座高層和私人建築、幾所教育機構、一家藥房、一個工業基礎設施

、汽車、加油站和輸電線被毀壞。 

 火箭還瞄準了第聶伯河的郊區。 “他們直接襲擊了第聶伯羅人的家人正在安眠的住宅

區。一名72歲的男子受傷。他因病情嚴重而住院。行政大樓、商店、市場、倉庫和住

宅樓遭到破壞，”——OVA Reznichenko 負責人。  

 克拉馬托爾斯克 占領者用 S-300 導彈擊中。波克羅夫斯克 這座城市被五枚“伊斯坎

德爾”型導彈轟炸，據了解，造成四人死亡，六人受傷。 20多座住宅樓和鐵路基礎設施受損。 

一周內的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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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訪問札波羅熱核電站的結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認

為，該國際組織需要更廣泛的授權，使俄羅斯將札波羅熱核電站的領土非軍事化並

將完全控制權交還給烏克蘭。 

 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成員證實，俄羅斯已將“軍事人員、車輛和設備放置在札波

羅熱核電站的各個地方，特別是在 1 號和 2 號發電機組渦輪大廳的一樓放置了幾輛

軍用重型卡車。國際原子能機構任務還記錄了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專家組的存在

，正如俄羅斯方面告訴他們的那樣，該專家組“向札波羅核電站的領導層提供核安

全、安保和行動方面的建議”。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在烏克蘭有 236 名兒童被認定失蹤，至少還有 7,343 名兒童在被驅逐出境的

名單上。 

 由於俄羅斯炮擊札波羅熱核電站引發的火災，連接札波羅熱核電站/熱力發電

廠節點與烏克蘭能源系統的最後一條線路斷開。 

 40 天前，因為奧列尼夫卡發生殘酷的恐怖襲擊，至少 50 名亞速斯塔爾的烏克

蘭戰俘捍衛者在爆炸中喪生。 因恐怖襲擊而喪生的士兵在基輔受到表彰。 烏克蘭仍

未收到俄方陣亡者的確切名單，“Azovstal”捍衛者的親屬正試圖找出至少一些信息

，並繼續向全世界喊話戰士需要盡快釋放。 

07.09 

 未來幾天，聯合國實況調查團將抵達頓涅茨克地區被占領的奧列尼夫卡市，調查 

50 多名烏克蘭戰俘被謀殺的事件。 

 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表示，有必要限制從烏克蘭境內通過“糧食走廊”出口糧食

的方向。 他聲稱幾乎所有糧食都運往歐盟而不是發展中國家。 讓我們強調一下，

糧食走廊框架內的烏克蘭海上出口數據證明了普京的謊言。 因此，根據 Barva 

Invest 公司的計算，非洲和中東 22% 的出口下降，歐洲下降 28%。 

 經過1.5個多月的談判，俄羅斯歸還了英國志願者保羅·烏裏的遺體。 俄羅斯人關於他死於疾病的故事被證明

是謊言。 那個男人被折磨了。 

 近 500,000 名烏克蘭學生和 16,000 多名教師繼續留在國外。 這是由教育和科學部普通中等和學前教育主要

部門負責人 Yuriy Kononenko 在 9 月 7 日的簡報會上宣布的。 

 烏克蘭當局呼籲位於札波羅熱核電站附近定居點的居民自行撤離，因為俄羅斯不同意開闢人道主義走廊。 根

據 Iryna Vereshchuk 的說法，重返社會部要求建立一條人道主義走廊，以便將平民從核電站附近的被占領土

撤離，但“作為回應——憤世嫉俗的沈默”。 

 字母 ї 以一種新的抗議形式大量出現在被俄羅斯入侵者占領的馬裏烏波爾。 人們在街上畫烏克蘭字母 ї，惹

惱了俄羅斯占領者。 這個獨特的字母在其他斯拉夫語言的字母表中不存在。這個字母被市民畫在基座、房屋

墻壁和街道人行道上。 

08.09 
 烏克蘭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部長 Ruslan Strilets 說，自全面軍事入侵開始以來，俄羅斯聯邦已在烏克蘭上

空發射了至少 3,500 枚導彈。 

09.09 

 在馬裏烏波爾，占領者在沒有事先掃雷的情況下派平民清理“Azovstal”廠間，結果造成 4 名居民受傷，他

們都穿著重型軍裝。 

 在哈爾科夫從俄羅斯入侵著占領中解放的地區將開始恢覆警察、當局、國家緊急服務部門的活動，並為城市過

冬做準備。 

 烏克蘭臨時占領區重返社會事務副總理伊琳娜·韋列什丘克在接受采訪時說，自烏克蘭全面戰爭開始以來，已

有 14 萬座住宅建築被摧毀。 “不幸的是，我們正在我們的土地上死去——我們用我們平民的鮮血和生命來

為原則和價值觀付出代價。 你（指歐洲）正在準備一場冷戰，一個寒冷的冬天，這也將是你戰爭的一部分。 

讓我們一起努力”。 

 五分之一的烏克蘭人可能因戰爭而出現心理障礙——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10.09 
 從9月初起來，烏克蘭軍隊已經光覆了接近 2,000 平方公里的失地。 

 在反攻之前，烏克蘭軍方發射宣傳彈，指示如何投降。 

11.09 

 03點41分，Zaporizhzhia核電廠6號機組斷電。 正在準備將其冷卻並轉移到冷態。 

 

 作為對烏克蘭進步的報復，俄羅斯轟炸了哈爾科夫的一座發電廠。 戰前有 100 萬人

居住的這座城市以及其他地區都沒有電力供應。 第聶伯羅地區發生類似襲擊，許多

定居點沒有電、水。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