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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欧盟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援助。这笔钱用于保障国内流离失所者的住房、

教育和农业等领域。欧盟委员会代表马莫尔（Eric Mamer）报告了这一点。 

 欧盟外交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尽管来自俄罗斯的

任何威胁和讹诈，欧盟仍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我们将在必

要时提供政治、财政、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乌克兰赢得战

争。我们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但不是以任何方式结束，而是按照乌克兰领土完

整的准则，”博雷尔 

06.09 

 美国已决定不承认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这个决定是最终决定，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

说：这不是最有效或最强大的方式。承认[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可能会对乌克兰和世界产生不

良后果。”根据让-皮埃尔的说法，美国已经实施了制裁，如果俄罗斯联邦被承认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就会对它实施制裁。提醒一下，拉脱维亚已承认俄罗斯联邦是恐怖主义的支持者。 

 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拒绝了乌克兰总理丹尼斯·施米格尔关于增加重型武器，特别是豹2坦克的要求。 

 周二，一架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 T-23 飞机从马德里（西班牙）的空军

基地起飞。它将向乌克兰运送大口径野战炮弹。这是在西班牙首相办公室报

告的。  

 俄罗斯在全面战争前六个月的能源出口收入大大超过了入侵乌克兰的成本。

这在芬兰能源研究中心的报告中有所说明。分析人士指出，最大的供应买家

是欧盟（850 亿欧元），其次是中国（350 亿欧元）。在欧盟国家中，德国

以 190 亿欧元成为最大的化石燃料买家。 

07.09 
 来自立陶宛的 105 毫米榴弹炮正前往乌克兰。立陶宛国防部在推特上宣布：“乌克兰需要持续供应武器

。我们不能停下来。” 

08.09 

 乌克兰将从美国获得另外 6.75 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德国拉姆施泰因形式的

第五次会议开幕式上。对乌克兰的新一揽子援助将包括HIMARS弹药、火炮、装甲车、榴弹发射器等。 

  此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向欧洲提供超过20亿美元的军事援

助。这笔钱将用于支持可能受到俄罗斯侵略威胁的乌克兰和 18 个欧洲国家

。安东尼·布林肯在访问基辅时宣布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52亿美元的

军事援助。 

 持有申根签证的俄罗斯人将不允许进入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爱

沙尼亚外交部长乌尔马斯·雷因萨卢表示，该规定将于 9 月 19 日生效。 

 乌克兰将从挪威收到大约 160 枚地Hellfire导弹。据挪威政府网站称，发射器、制导装置和夜视仪将与

它们一起被转移。AGM-114（Hellfire）是美国“空对地”级导弹，由激光束引导。它用于对抗直升机、

战斗机、无人机、地面车辆。 

09.09 

 乌克兰将从欧盟获得第二批 50 亿欧元的宏观经济援助。欧盟委员会的相应提议得到了欧盟理事会的支持

。  新的 50 亿欧元贷款将支持政府的日常运作，并确保该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办公室、学校或医院

。 

 爱沙尼亚将THeMIS无人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移交给乌克兰-爱沙尼亚大使。 

10.09 

 为纪念拉脱维亚、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的领导人，"基辅勇气巷"开设了标志自俄罗斯全面入

侵开始以来，他们一直支持乌克兰。 

 国际银行将通过提供约 5.3 亿美元支持乌克兰国家预算。这一决定得到了政府

的批准，宣布乌克兰总理丹尼斯什米哈尔。收到的资金计划用于履行社会义务

：救援人员、教育工作者、医生的工资，以及养老金和社会救助。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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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10.09 

 
 9 月 4 日至 10 日这一周，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地区成功反攻。慢慢地，乌克兰军队正

在逐渐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占领者。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乌克兰部队改进了他们的战术阵地

，推进到了 2 公里深。在Slov'yansʹk向，乌克兰人推进了 3 公里深并解放了 Ozerne 村。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况没有明显变化。 为了使白俄罗斯共和国武装部队的部队保持战备状

态，训练期再次延长。 

 在其他方向，敌人用坦克、战车、迫击炮、枪管和喷气式火炮向民用基础设施开火。 

 随着乌克兰国防军队的逼近，俄罗斯占领军在赫尔松地区的指挥部正试图通过移动预备队来加

强赫尔松市。因此，在区域中心，发现了敌人的新单位，其军人在城市中的定位很差。 

06.09.22                                                                               11.09.22 

 9 月 4 日，乌克兰军队解放了赫尔松地区的 Visokopilya 村。 自 3 月 16 日以来，该村一直被

俄罗斯军队占领。 6月底，乌克兰军队来到这里，此后前线从定居点附近经过。 

 9 月 5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击退了 9 个定居点附近的攻势。 他们还将俄罗斯军队从克拉马托尔斯

克方向的阵地中击退。 此外，乌克兰航空对俄罗斯军队的阵地进行了 15 次打击。 

 泽连斯基总统在晚间讲话中说，乌克兰军方摧毁了一个运送俄罗斯 S-300 导弹的车队，这些导弹

曾被用来袭击哈尔科夫。 

 9月6日，乌克兰军方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反攻。 乌克兰军队利用将俄罗斯军队重新部署到南部战

线发动突然反攻。 

 9 月 7 日，乌克兰航空发动了 27 次空袭，摧毁了俄罗斯的

弹药库。 他们还击败了俄罗斯军队的近40个据点和兵力装备聚集

地。乌克兰军队的防空部队在各个方向摧毁了一架 Su-25 飞机、

一架 Ka-52 直升机、一架无人机和五枚 Kh-101 巡航导弹。  

 在 9 月 5 日至 7 日期间，乌克兰防御者摧毁了价值 1.575 

亿美元的敌方空中目标。我们只谈论空袭手段：巡航导弹、飞机

、直升机和无人机。 这种敌人损失的计算是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进行的。 

 

 截至 9 月 8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解除了对哈尔科夫地区 20 多个定居点的占领，特别是巴拉

克莱亚市。 在前线的这一区域，乌克兰武装部队设法向俄罗斯人的阵地推进了 50 公里。 归还乌

克兰控制下的哈尔科夫和南布日方向领土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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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9月8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从俄军手

中解放了Ozernoe村，同时也改善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的阵地

。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用 

HIMARS MLRS 击中了 400 多个俄罗斯目标，并且正在“非常有

效地”使用这些系统。 

 

 

 截至 9 月 9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开火了 30 多个定居点。 这大约是哈尔科夫地区 

2500 平方公里。 

 乌克兰武装部队取得了重大的作战惊喜，并于 9 月 

10 日进入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库皮扬斯克和伊齐乌姆市。 自 

2022 年 2 月 27 日市长马策戈尔不战而降将这座城市交给

俄罗斯人以来，库皮扬斯克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 5 个多月

。 2022 年 4 月 1 日，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俄罗斯人占领

了伊久姆市。 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后勤点，俄罗斯人失

去它们会在东部破坏它们。 

 
 

 同样在 9 月 10 日期间，为了支持地面部队的

行动，国防军的飞机对据点和敌人人力和装备

的聚集地以及弹药库进行了超过 17 次袭击。

由于炮兵的工作，2个指挥所、8个敌人的人力

和军事装备集中区以及一个敌人的浮桥被击败

。 

 在赫尔松方向，乌克兰军方继续摧毁俄罗斯人

的火车和指挥所。 2022 年 9 月 10 日，乌克

兰武装部队击中了俄罗斯人在新卡霍夫卡建造

的吨位过境点。 

 据南方国防军新闻中心称，在南部战线，乌克

兰武装部队在一些地区从两公里推进到几十公

里。 

 

 2022 年 9 月 3 日至 2022 年 9 月 10 日期间俄罗斯人的损失: 

 人员 - 3200 

 坦克 - 102 

 装甲车 - 181 

 火炮系统/RSZV - 125/18 

 防空手段 - 9 

 飞机/直升机 - 4/3 

 无人机 - 34 

 船舶/船 - 0 

 汽车设备和油箱 - 158 

 特殊设备 – 11 

 

 如你所见，本周俄罗斯军队损失了3200名军事人员。 这比前几周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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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9 
 俄国人用桶装火炮袭击了尼科波尔。 多达十间私人住宅和一栋高层建筑遭到破坏，一所体育馆和一所体校
遭到破坏。 

 敌人向苏梅地区的社区发射迫击炮。 

06.09 
 据市长伊霍尔·捷列霍夫报道，在哈尔科夫，一枚炮弹击中了该市基辅区中部的一栋公寓楼。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OVA Valentin Reznichenko 的负责人报告说，在克里维里，一枚火箭击中了一个
油库，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07.09 

 在哈尔科夫，2枚火箭袭击。 一个洗车场，咖啡馆、商店、汽车被损坏，没有人员伤亡。 该地区人口稠密
地区的火箭袭击造成四人受伤。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大炮和迫击炮轰炸了尼科波尔区。 没有人员伤亡。 Kryvyi Rih 油库因炮
击引起的大火已被扑灭。 一架敌方无人机也在该地区上空被击落。 

 在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人在过去一天轰炸了 15 个定居点的民用基础设施
。 51座建筑物被毁。 

 在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进行了最活跃的炮击：克
拉马托尔斯克、斯洛文斯克和科斯蒂安季尼夫卡受到影响。 克拉马托尔斯克在
黎明时分遭到炮击 - 俄罗斯人击中了一家医疗设施，引发了火灾。 在斯洛维扬
斯克，凌晨四点左右，俄罗斯人向四号学校开火，瞄准了一座高层建筑。 炮击
也记录在巴赫穆特地区的全境。  

08.09 

 白天，俄罗斯人对哈尔科夫的基础设施发动了 5 次导弹袭击。 此前，S-300导弹再次被使用。 关键基础
设施、生产场地、行政大楼被毁。 两名年龄分别为 21 岁和 65 岁的男子死亡。 5人受伤。 

 在该地区，哈尔科夫、伊久姆、楚古伊夫和博戈杜希夫地区遭到袭击。 占领者的打击造成 6 人受伤，其
中包括一名 2 岁儿童。 受害者因爆炸伤和弹片伤住院。 

 俄罗斯人用“Hrads”和重型火炮四次炮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尼科波尔区。 在尼科波尔，附近
的 11 座私人房屋和附属建筑、几座太阳能发电厂面板和一个当地体育馆遭到破坏。 电源线损坏。 

 俄罗斯人对克里维里赫发动了导弹袭击。 
 9月8日，俄军杀害了顿涅茨克地区9名平民，另有23人受伤。 

09.09 

 那天晚上，俄罗斯人在波克罗夫斯基、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巴赫穆茨基地区开火。巴赫穆特遭受的破坏最为
严重：前一天，俄罗斯人在这里打死8人，打伤17人。20座私人建筑和6座多层建筑、4间商店、文化宫和行
政大楼遭到破坏。这座城市已经连续第四天停水停电了——由于敌对行动频繁，无法修复。 

 晚上，俄罗斯人用喷气式系统炮击了哈尔科夫的基辅地区，没有人员伤亡。
萨尔蒂夫区也受到打击，其中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受到影响。白天，哈尔科夫也遭
到多发火箭榴弹的炮击。炮击造成 14 人受伤，其中 3 人为儿童。 

 哈尔科夫地区的楚古伊夫地区受到占领者的打击，最近的炮击导致一名妇女
死亡。 

 占领者再次放火烧毁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尼科波尔区，没有人员
伤亡，但有破坏。 
 在Mykolaiv地区，俄罗斯人炮击了两个地区，没有人员伤亡。 

 早上，俄罗斯人对苏梅地区的一家医院进行了空袭。 该地区负责人德米特罗·日维茨基（Dmytro 
Zhivytskyi）说，房屋被毁，平民伤亡。 

10.09 

 夜间，俄军同时袭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三个地区。 
 对第聂伯罗和西内尔尼克地区的火箭袭击摧毁了农场和工业设施，工业建筑和仓库被占领。 没有平民受伤
。 尼科波尔区遭到重炮轰炸，没有人员受伤。 

 Mykolaiv 也在夜间遭到炮击。以前，没有受害者或受害者。该地区的其他定居点也遭到炮击，特别是在沃
兹涅森斯基区的一架飞机上发射了一枚 Kh-31 巡航导弹。没有受害者。 

 占领者还炮击了哈尔科夫区。 Novaya Vodolaz 的一所私人住宅被毁，发生火灾。一名62岁的妇女死亡。
伊久姆区有五人住院。白天，由于哈尔科夫的炮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11.09 

 晚上，俄国人炮轰：尼古拉耶夫和该地区。晚上，占领者瞄准了一栋五层住宅楼的庭院。一个入口被完全
摧毁。据初步消息，有九人受伤。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尼科波尔在夜间遭到三度炮击。来自俄罗斯
“Grad”和重型火炮的 35 多发炮弹抵达那里。在该市，35 座高层和私人建筑
、几所教育机构、一家药房、一个工业基础设施、汽车、加油站和输电线被毁
坏。  

 火箭还瞄准了第聂伯河的郊区。 “他们直接袭击了第聂伯罗人的家人正在安眠
的住宅区。一名72岁的男子受伤。他因病情严重而住院。行政大楼、商店、市
场、仓库和住宅楼遭到破坏，”——OVA Reznichenko 负责人。 

 克拉马托尔斯克 占领者用 S-300 导弹击中。 波克罗夫斯克 这座城市被五枚“伊斯坎德尔”型导弹轰炸，据了解，
造成四人死亡，六人受伤。 20多座住宅楼和铁路基础设施受损。 

一周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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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访问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结果，乌克兰总统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认为，该国际组织需要更广泛的授权，使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
电站的领土非军事化并将完全控制权交还给乌克兰。 

 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成员证实，俄罗斯已将“军事人员、车辆和设备放置在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各个地方，特别是在 1 号和 2 号发电机组涡轮大厅的一楼
放置了几辆军用重型卡车。国际原子能机构任务还记录了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
司专家组的存在，正如俄罗斯方面告诉他们的那样，该专家组“向扎波罗核电
站的领导层提供核安全、安保和行动方面的建议”。 

 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在乌克兰有 236 名儿童被认定失踪，至少还有 7,343 名儿童在被驱逐出境的名
单上。 

 由于俄罗斯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引发的火灾，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热力发电厂节点与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最
后一条线路断开。 
 40 天前，因为奥列尼夫卡发生残酷的恐怖袭击，至少 50 名亚速斯塔尔的乌克兰战
俘捍卫者在爆炸中丧生。 因恐怖袭击而丧生的士兵在基辅受到表彰。 乌克兰仍未收到
俄方阵亡者的确切名单，“Azovstal”捍卫者的亲属正试图找出至少一些信息，并继

续向全世界喊话战士需要尽快释放。  

07.09 

 未来几天，联合国实况调查团将抵达顿涅茨克地区被占领的奥列尼夫卡市，调查 50 多名乌克兰战俘被谋杀的

事件。 

 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表示，有必要限制从乌克兰境内通过“粮食走廊”出口
粮食的方向。 他声称几乎所有粮食都运往欧盟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让我们
强调一下，粮食走廊框架内的乌克兰海上出口数据证明了普京的谎言。 因此
，根据 Barva Invest 公司的计算，非洲和中东 22% 的出口下降，欧洲下降 
28%。 

 经过1.5个多月的谈判，俄罗斯归还了英国志愿者保罗·乌里的遗体。 俄罗
斯人关于他死于疾病的故事被证明是谎言。 那个男人被折磨了。  

 近 500,000 名乌克兰学生和 16,000 多名教师继续留在国外。 这是由教育和科学部普通中等和学前教
育主要部门负责人 Yuriy Kononenko 在 9 月 7 日的简报会上宣布的。 

 乌克兰当局呼吁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定居点的居民自行撤离，因为俄罗斯不同意人道主义走廊。 
根据 Iryna Vereshchuk 的说法，重返社会部要求建立一条人道主义走廊，以便将平民从核电站附近的
被占领土撤离，但“作为回应——愤世嫉俗的沉默”。 

 字母 ї 以一种新的抗议形式大量出现在被俄罗斯入侵者占领的马里乌波尔。 人们在街上画乌克兰字母 
ї，惹恼了俄罗斯占领者。 这个独特的字母在其他斯拉夫语言的字母表中不存在。这个字母被市民画在
基座、房屋墙壁和街道人行道上。 

08.09 
 乌克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长Ruslan Strilets说，自全面军事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联邦已在乌克
兰上空发射了至少 3,500 枚导弹。 

09.09 

 在马里乌波尔，占领者在没有事先排雷的情况下派平民清理“Azovstal”车间，结果造成 4 名居民受
伤，他们都穿着重型军装。 

 在哈尔科夫从俄罗斯入侵着占领中解放的地区将开始恢复警察、当局、国家紧急服务部门的活动，并为
城市过冬做准备。 

 乌克兰临时占领区重返社会事务副总理伊琳娜·韦列什丘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自乌克兰全面战争开始以
来，已有 14 万座住宅建筑被摧毁。 “不幸的是，我们正在我们的土地上死去——我们用我们平民的
鲜血和生命来为原则和价值观付出代价。 你（指欧洲）正在准备一场冷战，一个寒冷的冬天，这也将
是你战争的一部分。 让我们一起努力”。 

 五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可能因战争而出现心理障碍——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10.09 
 从9月初起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光复了接近 2,000 平方公里的失地。 

 在反攻之前，乌克兰军方发射宣传弹，指示如何投降。 

11.09 

 03点41分，Zaporizhzhia核电厂6号机组断电。 正在准备将其冷却并转移到冷
态。 

 作为对乌克兰进步的报复，俄罗斯轰炸了哈尔科夫的一座发电厂。 战前有 100 
万人居住的这座城市以及其他地区都没有电力供应。 第聂伯罗地区发生类似袭
击，许多定居点没有电、水。  

人道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