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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斯洛文尼亚总理罗伯特·戈洛布和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就“循环交换”计划达成一致，乌克兰将获得 28 辆现代
化 M-55S 坦克。. 

 土耳其最大的私人银行 Isbank 宣布终止俄罗斯支付系统“Mir”的卡服务 - 俄罗斯联邦在撤消 Visa 和 MasterCard 后开
始使用该系统。 

20.09 

 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埃德加斯·林克维奇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联邦计划举行的假“公投”作出反应，对俄罗斯
实施新的制裁和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同日上午，占领者宣布打算于9月23日至27日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的被占领土上就加入俄罗斯联邦举行伪公投。 

 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部分被占领土，如果它试图这样做，莫斯科将付
出代价——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批评俄罗斯打算在乌克兰暂时占领的领土上举行所谓的
“公投”，称其为“挑衅”和“玩世不恭”。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伪公投没有合法性，也不会改变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战
争的性质。这是普京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英国计划在 2023 年向乌克兰提供至少 26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路透社。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归还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将有助于结束战争的谈判进程。 他还强调，自
2014年以来，在与普京的会晤中，他一直在敦促他归还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 

 欧盟最终决定向乌克兰快速拨款50亿欧元宏观金融援助，用于在战时提供支持。 

21.09 

世界对俄罗斯动员的反应： 
 德国：俄罗斯的动员是事态的错误发展。 
 英国：俄罗斯总统关于部分动员的最新声明将导致乌克兰局势升级。 
 中国：我们呼吁乌克兰军事冲突各方停火并通过对话解决。 
 拉脱维亚：我们不会向逃避动员的俄罗斯公民发放人道主义或其他类型的签证。 
 爱沙尼亚：我们将禁止在乌克兰参与敌对行动的俄罗斯人返回该国。 
 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普京宣布的部
分动员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失败的证据。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会议上表示，拒绝在对俄战争中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国家是
新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帮凶”。 

 美国总统乔·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指责俄罗斯违
反了联合国宪章，并保证乌克兰不会失去华盛顿及其盟友的支持。 

 土耳其外交部谴责俄罗斯计划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举行所谓的公民投票，称这将使外交
进程复杂化，并有可能加剧不稳定。 

 乌克兰总理丹尼斯什米哈尔表示，英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5亿美元用于购买天然气，并
促进乌克兰天然气生产的发展 

22.09 

 欧盟外长已同意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并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欧盟外交
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 (Josep Borrell)。 

 普京威胁使用核武器不会影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特里
克·赖德准将。 

 荷兰一法院已确认，将于 11 月 17 日对 2014 年在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上空坠毁
的波音 777 客机一案作出最终判决。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禁止本国公民在乌克兰战斗。 为此规定
了本国的刑事责任 - 5至10年监禁。 

23.09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七国集团国家永远不会承认在不受乌克兰控制的领土上进行伪公投的
结果。 埃尔多安政府还表示，土耳其不承认乌克兰占领者举行的“公投”。 美国总统乔·拜登威胁俄罗斯，
一旦发生伪公投，就会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 

 乌方决定取消伊朗驻乌克兰大使的资格认证，并大幅减少伊朗使馆与向俄罗斯供应攻击无人机有关的外交人员
人数。 

24.09  欧洲理事会主席呼吁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资格。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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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of  
24.09 

 俄罗斯敌人继续试图占领全顿涅茨克地区， 同时试试控制已经被占领的领土，并破坏乌克兰国防军在某些
地区的积极行动。俄军炮击乌克兰军队沿整个接触线的阵地，试图恢复失去的阵地，进行空中侦察。 俄罗
斯占领者不停打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住宅。 俄罗斯敌方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威胁在整个乌克兰领土上仍然
存在。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变。 在其他方向，俄罗斯人从坦克、迫击炮、火炮、发射火箭和空袭
中开火。 

 在临时被占领土上，占领当局举行所谓的“全民公决”。 由于访问“投票站”的比例较低，“选举委员会”的雇员
在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军人的陪同下，直接在当地居民的居住地收集签名。 

 俄罗斯占领军者继续对平民实施非法行动并进行抢劫。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卡迪夫卡（斯塔哈尼夫）的文化宫里摧毁了俄罗斯军队
基地。 俄罗斯设备和人员在 Novoaidar 林场（卢甘斯克地区的临时占领
区）境内被摧毁。 

 乌克兰军队清除并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的比洛戈里夫卡。 卢甘斯克
负责人表示，解放卢甘斯克地区将比哈尔科夫地区困难得多。 卢甘斯克
的每一厘米土地都会有一场硬仗。 

 据ISW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正在取得进展，俄军正
试图减缓其速度并撤退到更方便的阵地，而不是停止或拒绝。 分析人士
认为，未来几周内，乌克兰武装部队可能会重新夺回赫尔松西部地区的很
大一部分，也可能光复赫尔松的全部失地。 

 乌克兰军队解放了顿涅茨克地区北部的亚罗瓦村。 
 在斯瓦托沃地区，乌克兰国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军队集中的地区。 据了解
，在指定设施的人员中有 70% 死亡。 

 普京宣布在俄罗斯进行部分动员。 据他介绍，动员措施从今天开始，将召集30万预备役人员。 然而，专家
表示，动员完成义务兵役的人不会为俄罗斯创造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这可能足以维持目前的武装力量水
平。 

 乌克兰抵抗力量摧毁了赫尔松的两个俄军指挥所。 他们还袭击了 Novovoskresenskyi 和 Dudchany 的两个控制点
、Pyatikhatki 和 Kherson 的弹药库、Dudchany 和 Nova Kakhovka 的三个武器和人员聚集地。 

 乌克兰国防军在顿涅茨克方向击退了在 Spirne、Soledar、Bakhmutske、Odradivka、Kurdyumivka、
Zaitseve、Mayorsk、Kamianka、Avdiivka 和 Opytne 定居点地区的敌人袭击。 

 乌克兰军人在顿涅茨克地区建立了 Yatskivka 定居点的控制权 
 俄罗斯军队越来越多地使用伊朗敢死无人机“Shahid-136”，其标记为“Geran-2”。 “南部作战指挥部
”说，这种无人机用于远离前线的攻击，它们可以覆盖长达2500公里的距离。神风敢死队无人机是一种无
人机，具有所谓的巡航弹药，可以长时间停留在空中，并根据操作员的命令快速攻击目标。防空防空导弹
对Shahid-136基本没有效，特别是因为无人机飞得很低。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在寻找此类武器
的“弱点”。 9月23日，6架这样的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被击落。乌克兰军方还首次击落了伊朗制造的具有侦察
打击能力的多用途打击无人机“Mohajer-6“。它有多达四个精确弹药。 

 乌克兰国防军航空兵进行了 19 次罢工。 经证实，14个敌军兵力集中区和5个防空阵地被击中。 
 乌克兰火箭部队和火炮击中了4个控制点、10多个敌军装备集中区、3个防空阵地和4个弹药库。 
 在俄乌战争的 7 个月中，乌克兰国防军从占领中解放了 1,400 多个定居点。 802人从俄罗斯俘虏中返回，这
是20次交换俘虏的结果。 总共有超过 14,000 件俄罗斯设备被摧毁。 
 
一周内 9月 18 - 9 月 24 俄罗斯损失: 

 人员损失 - 2050 
 坦克 - 60 
 装甲车 - 106 
 火炮装置 – 3/6 
 防空手段 - 2 
 飞机/直升机 - 4/4 
 无人机 - 45 
 汽车设备和运油车 - 110 
 专业技术设备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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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俄罗斯人向扎波罗热发射了火箭 - 其中8枚击中当地。 
 早上，占领者袭击了扎波罗热的一个村庄，造成1人受伤。 
 俄罗斯人用火箭击中了尼古拉耶夫的一个院子，造成了破坏。 
 在顿涅茨克地区，占领者用火箭弹袭击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托列茨克，
卢甘斯克地区正在进行战斗。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2500 多个家庭因炮击而断电。 
 夜间，俄罗斯入侵者袭击了乌克兰南部的核电站，导弹从核反应堆落下
300米。 使用了“伊斯坎德尔”型导弹。 

20.09 
 俄罗斯人在苏梅州放火烧毁了两个社区，造成人员受伤。 
 占领者在夜间袭击了巴赫穆特并摧毁了高层建筑。 
 俄罗斯人用 S-300 导弹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 

21.09 

 导弹袭击哈尔科夫：救援人员搭救了10人，还有1人受伤。 
 俄罗斯人用两枚导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楚吉夫区：由于炮击，佩切内
格大坝的上部水闸被摧毁。 

 在扎波罗热，在该市的三个地区记录到五次火箭“到达”。 基础设施对象
和私营部门房屋受到打击。 

 夜间，俄罗斯再次炮轰ZNPP，损坏了6号机组的通信设备。 
 晚上，占领者洗劫了尼科波尔和克雷沃里茨基地区，有死有伤。 

22.09 

 占领者用“Grades”覆盖尼科波尔。 一名35岁的男子被杀。 
 晚上，俄罗斯从 S-300 系统向尼古拉耶夫发射了 9 枚导弹。 高层建筑、燃气
管道、供水、电影院和剧院庭院以及行政大楼被摧毁。 

 俄罗斯人袭击了扎波罗热，发射了9枚火箭弹：他们击中了一间酒店和一座
电视塔，1人死亡。 

 俄罗斯袭击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家工厂和查索沃亚尔的一所艺术学校。 

23.09 

 苏梅地区：记录到130枚炮弹来自俄罗斯，4人受伤。 
 敖德萨遭到使用 Shahed-136 神风敢死队无人机的袭击。 无人机摧毁
了港口区的一座行政大楼，一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  
 对扎波罗热的袭击，占领者在夜间发射了大约 10 枚火箭弹：该市的民
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三人受伤。 
 占领者向尼科波尔和马哈内茨发射了近 30 发炮弹，造成 2 人死亡，9 人
受伤。 

 轰炸顿涅茨克地区：俄罗斯人一天杀死了7名平民。 

24.09 

 俄罗斯人对苏梅州的边境社区进行了 140 次空袭。 
 一枚敌方火箭弹击中扎波罗热居民区，在多层建筑中引发火灾，造成1人死
亡7人受伤。  

 俄罗斯人炮击了玛格内茨医院里的几名平民。 
 晚上，俄罗斯人使用多管火箭炮、S-300 防空系统向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
罗夫斯基、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巴赫穆茨基地区的社区开火。 

25.09 

 早上，敖德萨再次遭到神风敢死队无人机的袭击。无人机3次击中市中心的行政大楼，没有人员受伤
。 

 晚上，占领者对扎波罗热发动了大规模的火箭弹袭击——此前记录了 10 次“到达”。基础设施被摧
毁，其中一个地区的一个变电站被切断。据了解，至少有三人受
伤。 

 他们还对尼古拉耶夫和奥恰基夫发动了火箭弹袭击。尼古拉耶夫
的住宅建筑遭到破坏，供水网络受到影响。在奥恰基夫，海岸线
遭到炮击。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 每晚五次炮袭。占领者向尼科波
尔区开火。 

 哈尔科夫州的五个地区遭到炮击。 Kupyan 区受损的教育机构和农
业企业有 7 人受伤住院。 

本周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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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市的一所警察局被俄罗斯占领者当成自己的基地，改成了监狱和酷刑室。 
 据称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的傀儡政权，未受国际普遍承认国家，被联合国
大会第68/262号决议认可为乌克兰的一部分)的“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欧安组织
雇员 Dmytro Shabanov 13 年监禁。夜间，俄罗斯侵略者对乌克兰南部核电站发动导弹
袭击，导弹落在距核反应堆300米的地方 

20.09 

 在哈尔科夫州哈尔科夫区的城市型村庄Kozacha Lopan，警方在车站地下室和一家商店发现了俄罗斯士兵的酷刑
室。 

 I在暂时被占领的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非法当局宣布将于本周（9月23日至27日）举
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 

21.09 

 乌克兰从被俄罗斯俘虏中带回了215人，其中108人是Azov团的士兵。 在返回的乌克兰人中：军事人员、边防
警卫、警察、水手、国民警卫队、领土防御战士、海关官员
和平民。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补充说，获释者中还有 10 
名为乌克兰而战并受到处决威胁的外国人。他们已经在沙特
阿拉伯首都，5名Azov指挥官将在土耳其直到战争结束，其余
的已经返回乌克兰。 

 所有从囚禁中释放的乌克兰人都处于不同的状态。他们大多
数人在审讯期间受到酷刑和身体虐待。 大多数囚犯的关押条
件很恶劣，有的人因没有正常的饮食和医疗，体重减轻了几
十公斤，患上了慢性病，应为几天不喝水，一天只吃一个面
包。 照片中，军官Mykhailo Dianov在俄罗斯被捕前后。 

 鉴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部分动员，赫尔松地区
被占领地区的居民被军区司令部负责人敦促尽快撤离。 他强
调，在被占领土上也有发生所谓“部分动员”的风险。 

 在哈尔科夫地区Izum市附近，俄罗斯人打碎了一尊一千多年的波洛维茨妇女雕像。 这是文化和信息政策部报
告的。  

 俄罗斯入侵者在哈尔科夫州楚古伊夫区发动了两次导弹袭击。 由于炮击，佩切内斯大坝的上闸被毁。 
 在被占领的克里米亚，俄罗斯法院判处议会副议长 Nariman Dzhelal 17 年有期徒刑和 700,000 卢布的罚款，
阿桑和阿齐兹·阿赫特莫夫兄弟分别被判处 15 年和 13 年，并处以罚款每人 500,000 卢布。 

 乌克兰总Volodimir Zelenskyy基呼吁团结一致，追究俄罗斯对挑起饥荒的责任。 直接讲话：“任何引发饥饿
的国家,都必须受到世界最严厉的反应。” 

22.09 
 俄罗斯占领者在临时占领的领土上加剧恐怖活动，并通过策划伪公投来通行证。 
 俄罗斯领导命令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的武装分子扩大“选举基础”，并让包括孤儿院在内的乌克兰未成年人参
与伪公投。 根据特勤局截获的文件，占领者希望让13至17岁的儿童参与“投票”。 

23.09 

 在解放的哈尔科夫地区伊久姆市，被占领者杀害的居民的挖掘工作完成——
包括儿童在内的447具尸体被挖掘出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被暴力对待的
迹象，30人有遭受酷刑的痕迹。 遇难者中有215名女性、194名男性、5名儿
童和22名军人。 此外，还发现了11人的遗体，目前无法确定其性别。 

 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地区和梅利托波尔被占领地区的克里姆林宫傀
儡宣布已开始就加入俄罗斯进行“公投”。 占领者代表在公寓周围收集选票，
与俄罗斯联邦武装士兵一起来到居民身边。 

 根据各种数据，今天在克里米亚送达的所有传票中有 80% 是发给半岛的土著
居民的。 

24.09 

 由于俄罗斯的入侵，11座火力发电厂和3座火力发电厂遭到破坏。 在被射击
的 11 枚 CHP 中，有 4 枚被摧毁，7 枚受损。 占用者总共影响了供热领域关键
基础设施的349个对象。 
 

 由于乌克兰战争，11座热电联产厂（CHPP）和3座热电厂受损。 在被炮击的 
11 座 CHPP 中，4 座被摧毁，7 座受损。 入侵者总共袭击了 349 处重要的供热
基础设施。 

 

25.09 

 被占领的克里米亚负责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说，与部分动员有关的措施将于 9 月 25 日当天结束。 在克里米亚
发起的动员运动主要针对克里米亚鞑靼人。 在克里米亚移交的所有传票中，80% 是由半岛土著居民 Kyrymly 
人的代表收到的。 
 

 RMA 负责人 Serhii Haidai 说，俄罗斯人发明了在完全战败的卢甘斯克州，如 Lysychansk、Sievierodonetsk 和 Rubizhne 
等城市的“全民投票”中，有 50% 的出席率。 在阿尔切夫斯克，俄罗斯人甚至会考虑那些被俘或被杀的人的“选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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