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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德國計劃在今年年底前向烏克蘭交付兩套 IRIS-T 防空系統，並在明年年初向烏克蘭大使安卡·費爾德胡

森交付另外兩套。 “我很高興我們將轉移四個這樣的系統。這將保護烏克蘭的大片地區，”Feldguzen 

說。 

 歐盟關於暫停俄羅斯人簡化簽證制度的決定於 9 月 12 日生效。 

 俄羅斯公民將不再能夠使用簡化程序簽發前往申根區國家旅行的簽證。俄羅斯人的新簽證數量應大幅減

少。與此同時，歐盟並未全面禁止俄羅斯人旅遊，因為包括匈牙利在內的一些國家對此表示反對。 

 俄羅斯旅遊經營者協會宣布，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丹麥、比

利時和荷蘭不接受俄羅斯遊客的簽證文件。 

13.09 

 作為緊急融資計劃的一部分，澤連斯基總統表示，烏克蘭將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額外的 14 億美元

。 

 保加利亞政府已決定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以對抗俄羅斯的入侵。該國將為 35,000 名烏克蘭士兵提供 350

個醫療包。 

14.09 

 作為緊急融資計劃的一部分，澤連斯基總統表示，烏克蘭將從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獲得額外的 14 億美元。 

 保加利亞政府已決定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以對抗俄羅斯的入侵。該國將為

35,000 名烏克蘭士兵提供 350 個醫療包。 

15.09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抵達基輔進行訪問。訪問的主要議題

是烏克蘭歐洲一體化和戰爭期間歐盟對基輔的援助。短期內布魯塞爾將向烏

克蘭提供 1.5 億歐元“為烏克蘭境內流離失所者提供必要的住所”。另外 

1.5 億歐元應用於重建因戰爭而被毀壞的學校。 

 此外，烏蘇拉·馮德萊恩的名字被刻在基輔的勇氣大道上，她還被授予了

智者雅羅斯拉夫一級勳章。 

 歐洲議會批準向烏克蘭撥款 50 億歐元的宏觀金融援助。 這筆貸款補充了

歐盟已經以金融、人道主義和軍事援助的形式向烏克蘭提供的 100 億歐元。 

 歐盟委員會主席反對她的祖國德國的立場，德國出於各種原因拒絕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 “如果他們

（烏克蘭人）需要主戰坦克，我們應該提供給他們。” 她強調，烏克蘭人目前正在為“民主的勝利”而

不是整個歐洲而戰。 

 教皇方濟各認為，西方國家向烏克蘭提供擊退俄羅斯全面入侵的武器是“道德

上可以接受的”，因為這樣做是為了自衛。 

 立陶宛外交部長加布裏勒斯·蘭茨貝吉斯表示，近期立陶宛將向烏克蘭派遣兩

批裝甲運兵車。 

 德國國防部長克裏斯蒂娜·蘭布雷希特說，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供另外兩輛火星

二號多管火箭發射器和 50 輛野狗裝甲車。 

16.09 

 拜登批准了對烏克蘭的新一攬子軍事援助，金額為 6 億美元。 主要它將包括用於火炮的彈藥和炮彈，包

括用於 HIMARS 系統的彈藥。 

 希臘和德國最終就“循環交換”計劃達成一致，根據該計劃，希臘方面將向烏克蘭轉移 40 架蘇聯 BMP-

1，以換取同樣數量的更現代的德國 Marders——希臘國防部。 

 奧地利將撥款 5億歐元用於建設烏克蘭醫院。 它是關於裝備“Okhmatdyt”，在基輔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大

學診所，並在利沃夫建立一個國家康復中心。 

17.09 

 德國聯邦政府已批准向烏克蘭出售 18 輛 RCH-155 自行火炮，這是基輔兩

個月前提出的要求。 

 西班牙向烏克蘭派遣了五架裝有大口徑火炮系統彈藥的飛機——武裝部隊

總參謀部。 

國際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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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9 

 俄軍繼續集中精力，試圖全面占領 Donetsk 地區，組織防禦和維持暫時占領的領土，並積極擾亂烏克
蘭軍隊在某些地區的行動。接觸線沿線的烏克蘭陣地遭到炮擊，並正在采取措施向不同方向重新集結
部隊。烏克蘭使用儲備並進行空中偵察。 

 Volun、Polissya 和 Siverskyi 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改變。 
 在其他地方，俄羅斯人繼續襲擊平民住宅和民用基礎設施，違反了戰爭法律和慣例以及國際人道主義
法準則。他們用武器、坦克、迫擊炮和大炮進行空襲和炮擊。 

 烏克蘭軍方繼續向不同方向進行反擊。 
 在 Kherson 地 區 ， 解 放 了 五 個 定 居 點 ： Visokopillia, 
Novovoznesenske, Bilogirka, Myrolyubivka, and Suhyi Stavok
。總共在兩周內，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了約 500 平方公里的地區。 
 9 月 13 日，國防部副部長 Hanna Malyar 報告說，烏克蘭部隊解
放了近 6000 平方公里的被占領土。 
 9 月 14 日，Kharkiv 國家行政主管 Oleg Synegubov 宣布，由於
烏軍成功作戰，目前 Kharkiv 地區被敵軍前占領的 32%領土只有 6%
仍在占領之下。我軍解放了 Kharkiv 地區 8500 平方公里，其中有
388 個定居點。 
 Kharkiv 地區的整個東北部被清除：從 Vesely 到 Vovchansk。 

 英國情報報告稱，Kharkiv 地區的武裝部隊已經“粉碎”了準備“反擊”北約的俄羅斯第一近衛坦克軍
。它是俄羅斯戰鬥力最強的單位之一。 

  9 月 15 日，俄羅斯武裝部隊登陸部隊在 Bakhmut 地區大量士兵和軍事裝備被摧毀的消息得到證實。損
失使該部隊無法繼續戰鬥。 

 由於烏克蘭國防軍切斷了俄羅斯人的後勤支持，他們在接觸線上的部隊遇到了缺乏用於多發火箭和大
炮的某些類型彈藥的情況。 

 同一天，為支持地面部隊的行動，烏克蘭國防軍對俄羅斯聯邦的部隊和裝備集中進行了 12 次襲擊。此
外，烏克蘭武裝部隊的防空系統在不同方向摧毀了四架俄羅斯飛機：三架 Su-25 和一架 Su-24M。 

 9 月 15 日，烏克蘭武裝部隊從俄羅斯人手中奪回了通往 Kherson 的定居點 Kyselivka。今天，將烏克
蘭軍隊與 Kherson 分開的唯一定居點是 Chornobayivka。 

 烏克蘭武裝部隊在 Slovyansk（Donetsk 地區）方向的反攻行動仍在繼續，軍隊正在 Krasnyi lyman 附
近開展戰鬥行動。 

 9月 17日，烏克蘭軍隊解放 Donetsk地區的 Dibrova村，進入
Kherson 以西的 Pravdyne 村。 

 據分析人士稱，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 Kherson 地區的三個地區
進行機動：Kherson西北部、因古勒河附近和 Visokopillia以
西。 

 烏克蘭武裝部隊繼續對 Kherson 地區幾乎整個領土進行火力控
制。這使得俄軍無法動用儲備。 

 ISW：Lyman（Donetsk 地區）周圍的俄羅斯占領者受到武裝部
隊圍攻的威脅。烏克蘭武裝部隊似乎正在擴大其在 Oskil 河以
東和 Siverodonetsk 以北的陣地。這可以讓烏克蘭人包圍
Lyman 周圍的俄羅斯軍隊。它的出口可以打開通往 Lysychansk
和 Severodonetsk 的通道。 

 2022 年 9 月 11 日至 2022 年 9 月 17 日期間俄羅斯人的損失: 
 人員 - 2000 

 坦克 - 66 

 裝甲車 - 117 

 火炮系統/RSZV – 47/1 

 防空手段 - 6 

 飛機/直升機 - 12/4 

 無人機 - 13 

 汽車設備和油箱 - 145 

 特殊設備 – 5 

 從 8 月 29 日到 9 月 12 日，俄軍目測損失了 442 件裝備。其中，237 個單位（占敵人損失的 54%
）成為烏克蘭的戰利品，將用於對抗入侵者。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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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9 月 12-17 號 期間，俄羅斯占領者向烏克蘭境內發動了 37 次導彈襲擊、129 次空襲和 422 次火箭炮
系統射擊。 

12.09 

 
 俄羅斯人炮擊了哈爾科夫的一座 5 層公寓樓。 1 人死亡，2 人受傷。 晚上 8:00 
左右，俄羅斯人還對哈爾科夫地區發動了導彈襲擊，破壞了關鍵基礎設施。 兩名工
人死亡。 

 由於俄羅斯導彈襲擊，該市和哈爾科夫地區大部分地區的電力和供水中斷。 到一天
結束時，他們的工做恢復了 80%。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尼科波爾和克裏沃裏茨基地區遭到烏拉甘、赫拉迪
和重炮的炮擊。 沒有受害者。 私人住宅、中學和電網遭到破壞。 
 俄羅斯人用火箭彈轟炸克拉馬托爾斯克，擊中了一家醫院和兩座私人住宅。 在頓涅
茨克方向，敵人用大炮積極轟炸馬林斯克和阿夫迪夫斯克社區。 

13.09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占領者夜間用火炮襲擊了尼科波爾區六次。 16 座住
宅樓、一個體育場、農場建築和煤氣爐遭到破壞。 

 在盧甘斯克地區和頓涅茨克地區，俄軍炮擊克拉馬托爾斯克和巴赫穆特方向的民用
基礎設施。 5 名平民死亡，另有 10 人受傷。 

 在札波羅熱，占領者在過去一天炮擊了地區中心的民用基礎設施和該地區的其他 19 
個定居點。 

 在 Mykolaiv Oblast，兩個地區的定居點遭到攻擊。 企業大樓和學園被擊中，未造
成人員傷亡。 

14.09 

 Mykolaiv 遭到 S-300 型系統的大規模炮擊，該市的所有 4 個地區都受到影響。 該市的住宅樓和兩所教
育機構遭到破壞。 2 人死亡，另有 3 人住院。 

 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占領者兩次襲擊了尼科波爾。 該市約有 20 
座建築物、幾條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線受損。 
 Kryvyi Rih 遭到大規模火箭彈襲擊。 俄羅斯人從戰略飛機上發射了七枚 
Kh-22 巡航導彈。 針對關鍵和交通基礎設施。 水壩結構嚴重損壞。 由於這次
襲擊，Ingulets 河的水位上升到近 2 米。 112 間私人住宅和庭院被淹。 人員
已被疏散。 

15.09 

 俄羅斯人在夜間轟炸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區五次。十座私人房屋和一百多塊太陽能電
池板被損壞。 

 在札波羅熱，占領者向郊區發射了兩枚火箭。 
 俄軍向克裏維裏赫發射了 7 枚“金紮爾”和“伊斯坎德爾”導彈。白天發生了幾次飛行：襲擊了一家工業
企業和液壓設施，根據市長的報告，破壞很嚴重。 

 哈爾科夫、庫皮揚和伊久姆地區的定居點遭到炮擊。住宅大樓被毀，10 人受傷，其中包括兩名 12 歲和 13
歲的兒童。 

16.09 

 晚上，占領者用火箭彈襲擊哈爾科夫，其中一家企業發生火災。 
 俄羅斯人使用“格雷迪”和重型火炮炮擊了尼科波爾，損壞了房屋、一座中學、一所幼兒園，以及幾家企
業。 

 在頓涅茨克地區，俄羅斯人用大炮炮擊了 Avdiyivka 和 Maryinka，Selidove 遭到 Smerchiv 導彈火力和 
S-300 防空系統的攻擊。 波克羅夫斯基區和巴赫穆茨基區受影響最大。 2 名平民死亡，11 人受傷。 

 占領者炮擊了札波羅熱地區的幾個地區，破壞了 37 處民用基礎設施。 

17.09 

 

 占領者向斯洛維揚斯克 TPP 開火——發生火災，一些設備受
損。 
 
 左邊的地圖代表了一周內被砲擊最多的烏克蘭領土。 

一周內的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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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 

 在哈爾科夫市 Chkalovsk 社區的 Zaliznichne 村，烏克蘭執法人員發現了帶有酷刑痕跡的平民屍體。 

 哈爾科夫地區伊久姆至少有一千名平民因俄羅斯入侵而喪生，該市 80%的基礎設施遭

到破壞。 

 由於 9 月 11 日俄羅斯敵人對能源基礎設施的最大規模襲擊之一，使得波爾塔瓦州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哈爾科夫州、蘇梅州和頓涅茨克州的數十萬烏克蘭人斷電。 

據能源部長 H. Galushchenko 稱，周日晚上，俄羅斯人向 Zmiivska TPP 和三個高壓變電

站開火。 

13.09 

 在前往被占領的盧甘斯克的路上，記錄了大約 300 輛帶有哈爾科夫牌照的民用汽車，俄羅斯士兵用這些汽車運送搶劫

來的物品。 

 在從占領者手中解放出來的領土上，每天記錄著多達兩百多條俄國人犯下的血腥戰爭罪行，十個地區的地雷面積超過

七萬平方公里。 

14.09 

 頓涅茨克地區不斷遭到炮擊，當局呼籲平民撤離。 

 澤連斯基總統抵達哈爾科夫地區過去被占領的伊久姆。 他說，在占領哈爾科夫地區的伊

久姆和巴拉克利亞期間，俄羅斯人的行為與基輔地區類似：他們折磨居民，摧毀幼兒園

和學校以及其他基礎設施。 

 9 月 14 日晚，俄軍對 Kryvyi Rih 發動導彈襲擊，水利設施受損。 總統澤連斯基說，占

領者試圖用火箭襲擊 Kryvyi Rih 來淹沒這座城市。 

15.09 

 據美國國務院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衝突觀察站估計，由

於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烏克蘭 15.7%的農作物倉

庫遭到破壞。 

 在哈爾科夫地區解放的伊久姆發現了一座解放城市中

最大的集體墓葬之一——440 多座墳墓。婦女和兒童

被埋在萬人坑中。居民們說，最初幾周，伊久姆的街

道上到處都是死者的屍體。僅僅是在其中一所房屋中，當俄羅斯人投下一枚航空炸彈時，就有 46 名平民立即死亡。

其中一家 7 口人死在一間公寓裏。 

 在哈爾科夫地區的一些定居點的領土上，在當地居民的幫助下發現了酷刑室，烏克蘭公民和外國人被俄羅斯入侵者關

押在絕對不人道的條件下。 

 6 月從俄羅斯囚禁中獲釋的烏克蘭急診醫生 Yulia Paevska (Tyra) 在美國赫爾辛基委員會作證。她談到了命運未知

的懷孕囚犯；一名中彈的 7 歲男孩死於 Paevska 懷中；關於囚犯數周在牢房裏尖叫並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死於酷刑，

以及囚犯在被處死前被迫脫掉衣服；酷刑室；從瓦礫中取出的婦女和兒童殘缺的屍體等。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開始，已有超過 800 萬烏克蘭人前往歐盟國家，但已有約 500 萬人返回烏克蘭。 

 由聯合國 35 個成員國代表組成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周四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俄羅斯結束對札波羅熱核電站的占

領。 

 在被俄羅斯入侵者占領的頓涅茨克地區的 Gorlivka 地區，俄羅斯占領者正在組織圍捕當地男子，以便將他們送到俄羅

斯軍隊前線，城裏只剩下婦女——GUR 的新聞服務。 

 在俄羅斯占領的馬裏烏波爾，公寓裏連續 3 個月缺水缺電，迫使人們自發參加集會。 

 烏克蘭的邊防衛隊釋放了被俄羅斯占領者關押在哈爾科夫地區地下室的五名青少年。  

16.09 

 在周五挖掘出的哈爾科夫州伊久姆的大規模墓葬中，99% 的屍體有暴力死亡的跡象。 

 在其中一個墳墓中，脖子上有一根繩子，雙手被綁住，在一些屍體上，我們發現了酷刑的

痕跡。 

 最高拉達人權專員 Dmytro Lubinets 告訴記者，在哈爾科夫州解放的伊久姆市，他們發

現了大約 20 名雙手被綁在背後的軍人的墓地。 

 NAEC "Energoatom" 向 Energodar 運送了被占領的札波羅熱核電站 25 卡車的備件、材

料和柴油燃料，用於修復札波羅熱核電站受損的電力線和動力裝置，該核電站繼續受到俄羅斯占領者的恐嚇。 

 在哈爾科夫解放地區 Kupyansk，發現了俄羅斯占領著的一個非法建立的“監獄”，同時關押了 400 人，而牢房的設計

可容納 140 人。在被拆除的監獄中已經發現了 10 個酷刑室。 

17.09  被占領的札波羅熱(Zaporizhzhia)核電站通過修復四個主要外部電源線之一重新連接到烏克蘭電網。 

18.09 

 在伊久姆大規模墓地挖掘屍體後，俄羅斯犯罪的可怕事

實不斷出現。 俄羅斯軍隊犯下的罪行之一是謀殺斯托爾帕

科夫(姓 Stolpakov)一家：31 歲的奧萊娜（Olena）、33 

歲的德米特羅(Dmytro)以及他們  5 歲的女兒萊西亞

(Lesia)。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