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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支助

瑞典首相瑪格達萊娜•安德森就宣布，瑞典政府將向烏克蘭提供總額為 10 億瑞典克朗（約合 1 億美元
）的援助計劃。“我們不能讓俄羅斯贏得這場不公義和不公正的戰爭，”瑪

29.08

30.08

格達萊娜•安德森說。
德國總理奧拉夫·蕭茲要求擴大歐盟，將烏克蘭、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納
入其中。他還建議，德國可以與其他西方盟國合作，幫助烏克蘭建設火
炮和防空系統。.
挪威政府正考慮向烏克蘭提供財政援助，為過冬做準備。挪威首相約納斯·斯特勒說，在討論向烏克
蘭提供 20 億挪威克朗（約合 2 億美元）以購買供暖季節的天然氣。
歐盟將向烏克蘭供應550萬片碘化鉀。該藥是應烏克蘭政府的邀請，提高札波羅熱核電站周圍的保護
程度。
歐盟中止與俄羅斯的簽證便利化協議——歐洲外交負責人何塞
普·博雷利表示。“我們看到俄羅斯人從邊境口岸進入鄰國的人數顯
著增加。其對安全有風險。因此，我們已與歐盟外長就完全中止
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簽證便利化協議達成一致，”博雷爾說。他還

31.08

補充說，歐盟拒絕承認在烏克蘭被占領土簽發的護照。
波蘭支持烏克蘭盡快加入歐盟——波蘭外長茲比格涅夫·勞表示。“歐盟應該準備在幾年內給予烏克蘭
加入歐盟的資格。歐洲被動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認為這是思考和行動的口號。”
德國外交部負責人說，即使德國人出來抗議，我們也不會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此外，外交部長安
娜萊娜·貝爾博克承諾，德國將“在必要時支持烏克蘭人民”。
英國將向烏克蘭移交六架水下無人機來探測水雷。英國國防部表示，英國還
將提供相關訓練，幫助烏克蘭清理海岸線。

01.09

歐盟委員會主席呼籲對俄管道天然氣價格設置上限。據路透社報道，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表示，歐盟
應該限制俄羅斯天然氣的價格，以應對普京的能源勒索。
丹麥將為烏克蘭武裝部隊提供軍裝和冬裝。根據烏克蘭總統辦公室報
告的。
拜登要求國會向烏克蘭提供 117 億美元的緊急援助。該呼籲還談到了

02.09

大約 20 億美元的援助，以加強國內能源供應
並抵消戰爭對全球能源市場的影響。一位政
府官員對記者說：“我們已經團結世界支持
烏克蘭人民並捍衛我們的民主，我們不能讓對烏克蘭的支持結束。”
除匈牙利外，所有歐盟成員國都同意以長期貸款的形式為烏克蘭另外提
供 50 億歐元的總體金融援助。盡管歐班政府反對，歐盟委員會仍將在下周就此事提出正式建議

03.09

拉脫維亞總統埃吉爾斯·萊維茨和拉脫維亞國防部長阿爾蒂斯·帕布裏克斯敦促北約盟國向烏克蘭提供
現代化的戰鬥坦克與飛機，並警告稱北約打擊俄羅斯的決心正在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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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陣地

俄羅斯軍隊繼續集中力量對頓涅茨克(Donetsk)地區的控制，維持哈爾
科夫(Kharkiv)、赫爾松 (Kherson)、尼古拉耶夫 (Nikolaev) 和札波羅熱
(Zaporizhzhia) 地區的占領區。
在巴赫穆特 (Bakhmut) 頓涅茨克 (Donetsk) 地區的方向。
烏克蘭軍隊擊退攻擊向索萊達爾（Soledar）、巴赫穆茨克（
Bakhmutske）、韋塞拉多利納（Vesela Dolyna) 居民點的方向。俄羅斯聯
邦武裝部隊正試圖向紮伊采夫（Zaiceve）和馬約爾斯克（Mayorsk）方
向推進。
一周內 8 月 28 - 9 月 03 俄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 2300
坦克 - 92
裝甲車 - 146
火炮裝置 - 84/19
防空手段 - 5
飛機 / 直升機 - 1/3
無人機 - 26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 97
專業技術設備 – 6

03.09

8月29日，烏克蘭國防軍在南部發動反攻，突破了赫爾松（
Kherson）地區第一線。 據 ISW 稱，烏克蘭武裝部隊在反攻的第一
天就解放了赫爾松 (Kherson) 地區的五個定居點。 英國情報報告
稱，烏克蘭軍方在赫爾松 (Kherson) 地區的行動對俄羅斯敵人來
說是一種戰術上的驚喜，俄羅斯指揮部很快將不得不選擇將可用的
儲備投放到哪裏。
8月29日，烏克蘭空軍對俄羅斯侵略者不同方向的陣地進行
了15次空襲，擊落了一枚X-59導彈和3架俄羅斯敵方無人機。
烏克蘭武裝部隊摧毀了俄羅斯軍方在利沃夫（Lvove）村地
區建造的橫跨第聶伯河的過境點以及摧毀了三個彈藥庫位於貝裏斯拉夫（Beryslav）、維索科皮
拉（Vysokopillia）和安東尼夫卡（Antonivka）。
烏克蘭軍隊將敵人每天的損失增加到 82 名士兵和 30 件裝備。
烏克蘭國防軍繼續沿者戰線和敵人後方消滅敵人。 在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的三天時間內，
兩架 Bayraktar TV-2 無人機摧毀了俄羅斯敵方裝備，總成本約為 2650 萬美元。這些是 8 輛 T72 坦克（每輛估計成本為300 萬美元）、一門 ACACIA 自行火炮（160 萬美元）、裝甲步戰車（
60 萬美元）和榴彈炮（30 萬美元）。
8月31日晚上，赫爾松（Kherson）地區和列斯拉夫（Boryslav
）村傳來爆炸聲，烏克蘭的守軍再次瞄準了安東尼夫（
Antonickyi）大橋。
9月1日，南線烏克蘭軍方襲擊了俄羅斯的9個控制點、2個渡口
、2個無人機控制點，打擊了防空防禦和敵人集中點，一天之
內摧毀了100多名俄羅斯占領者和17個單位。
此外，烏克蘭武裝部隊在赫爾松（Kherson）地區的赫爾松（
Kherson）、巴什坦（Bashtanskyi）和貝裏斯拉夫（
Beryslavskyi）地區用敵方彈藥摧毀了 5 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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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內的炮擊
Sumy區: 俄國人在這一地區發射了近百發子彈。
俄羅斯占領者從早上六點開始用集束彈藥轟炸哈爾科夫的私人財產

29.08

30.08

。
在俄羅斯占領的 Zaporizhzhya 地區的 Melitopol 聽到爆炸聲。
占領者對 Mykolaiv 社區的炮擊造成了人員傷亡。目前已知2人死亡，
24人受傷。
俄國人對 Zaporizhzhya 發動了導彈襲擊。
俄羅斯人襲擊了 Dnipro 地區的三個地區：損失很大，一名婦女受傷。
俄羅斯占領者用大炮炮擊哈爾科夫市中心。至少4人死亡，11人受傷。

8月31日晚，俄軍使用“格拉德”和重炮四次炮擊Nikopol地區。炮擊造成一名57歲婦女受傷。該市12
座高層建築、數家商店和藥店、一所學院、一所少年兒童體校和一個文體綜合
體遭到破壞。

31.08

在Kharkiv市中心，俄羅斯人襲擊了一座居民樓，該市市長報告說有人員傷亡。
在Dnipro地區，一名少年死於集束彈藥爆炸。
Nikopol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Yevtushenko表示，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代表
團抵達Zaporizhzhya電站的前夕，俄羅斯軍隊正在炮擊Energodar， 以指責烏克蘭
軍方從Nikopol炮擊該市。他發布了一張 Energodar 市議會受損建築的照片。
晚上，俄羅斯人用從暫時占領的克裏米亞領土發射的 Onyx 導彈襲擊了Odesa。
在基輔地區Buchanskyi區 Zdvizhivka 村發現了另一名被俄羅斯人折磨

01.09

的男子的屍體。死者的大致年齡為40-50歲。發現頸部和軀幹受傷。
Energodar市自9月1日淩晨5點以來一直受到炮擊。有人受傷。它也
被稱為針對民用基礎設施對象的罷工。
俄國人襲擊了Kharkiv市的Kholodnohirkiy區，沒有人員傷亡。
夜間，俄軍用“Grad”炮轟Dnipro區的Nikopol區。結果，一人受傷。

02.09

俄國人炮擊了Chernihiv州：50多起爆炸，建築物受損。
地區軍事行政當局負責人Reznichenko說，俄羅斯軍方兩次用

03.09

Urahan炮擊Dnipro地區的Zelenodor社區，造成一名 9 歲男孩死亡。
據初步消息，炮擊造成10人住院，其中大部分傷勢嚴重。
同一天，俄羅斯人向Symu地區的兩個社區發射迫擊炮和自行火炮。
炮擊Kharkiv：一枚火箭擊中一家餐館，引發火災。
當晚，俄軍炮擊Kharkiv兩個地區，造成兩人受傷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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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危機

29.08

30.08

31.08

01.09

02.09

04.09

再次敦促居住在暫時被占領土，特別是南部地區的烏克蘭人緊急撤離，因為“[反攻]事件的發展是強大而充滿變
數的。”
俄羅斯聯邦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裏佩斯科夫表示，俄羅斯無意將札波羅熱核電站周圍的區域非軍事化。
札波羅熱州首長 Oleksandr Starukh 表示，札波羅熱地區65%的人口都在烏克蘭控制的領土上，也就是說，占領者
可以通過吸引不超過35%的人來組織“公投”。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表示，在他的帶領下，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前往札波羅熱核電站。
據“RIA Melitopol”報道，俄羅斯人正在從烏克蘭南部被占領地區采收新作物，
通往被占領克裏米亞的道路上滿是卡車，裏面裝滿了從烏克蘭人手中掠奪的貨物
。
8月29日，在札波羅熱地區，俄軍向“灰色地帶”的疏散縱隊開火，以恐嚇試圖前
往烏克蘭控制領土的平民。
8 月，烏克蘭收到了創紀錄的月度外國財政援助——46 億美元。
從新的 Maxar Technologies 衛星圖像來看，札波羅熱核電站的屋頂已經形成
了四個洞。
當紅十字會因申請人數眾多而試圖取消人道主義援助的運送時，俄羅斯占領
的馬裏烏波爾居民上演了一場“饑餓騷亂”。 Mariupol P. Andryushchenko 市長的顧
問表示：“由於占領者沒有人道主義工作者，許多人的唯一食物來源仍然是紅十字會
的人道主義工作者。 但由於人多，紅十字會試圖取消分發。 發生了真正的騷亂。”
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拉斐爾·格羅西（Raphael Grossi）表示，對札波羅熱核電站的檢查將持續“幾天”，
但俄羅斯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持續駐紮在該電廠。
俄羅斯已向被占領的盧甘斯克地區派遣了一批俄羅斯“教師”，他們將對烏克蘭兒童進行俄羅斯化。 2月24日
後盧甘斯克地區約有106名教師被俘虜。
據 ISW 稱，普京正在創造一切條件，以消除被強行重新安置在俄羅斯聯邦的烏克蘭人的烏克蘭文化認同，並
將他們同化到俄羅斯文化中。
根據烏克蘭部隊戰略傳播部的信息，在轟炸造成人員死亡的馬裏烏波爾劇院“重建”期間，俄羅斯人用混凝
土覆蓋屍體，並用氯氣覆蓋這些地方。 據當地居民稱，施工人員奉命不要大驚小怪
，不要把屍體拉出來，而是要“悄悄地混凝土”。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代表團離開基輔前往札波羅熱核電站，在那裏評估局勢並建立常
駐代表機構。 占領者說他們給特派團 1 天的工作時間。
自烏克蘭遭受全面入侵開始以來，111所普通中等教育機構被徹底摧毀。 另有
830 所學校因占領者的炮擊而受損。 今年只有 30% 的烏克蘭學童能夠上學。
在馬裏烏波爾，9 月 1 日，占領者沒有開設當地學校。 馬裏烏波爾市長的顧
問佩特羅·安德留申科說，學年開始時表現不佳，大多數孩子都呆在家裏。
由於俄羅斯人的炮擊，ZNPP的緊急保護關閉了5號操作單元。 據 Energoatom
稱，“在 IAEA 代表團訪問前夕，俄羅斯人在 ZNPP 采取了新的挑釁措施。9 月 1
日淩晨 4 點 57 分，由於俄羅斯占領軍在札波羅熱核電站現場，緊急保護啟動，運行的第 5 台機組關閉。”
IAEA 代表團抵達 ZNPP。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盡管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達成協議，
但原子能機構代表團在沒有記者的情況下抵達札波羅熱核電站，那裏只有來自俄羅斯的宣傳人員。
抵達四個小時後，拉斐爾·格羅西與代表團大部分成員一起離開了札波羅熱核電站。 同時，總幹事表示，原子
能機構小組將繼續駐紮在札波羅熱核電站。
逃離烏克蘭戰爭的 185,000 名兒童在波蘭學校開始了新學年。
國際原子能機構負責人拉斐爾·格羅西（Raphael Grossi）表示，被占領的札波
羅熱核電站的物理完整性多次遭到侵犯。 直接講話：“有些時候火勢很明顯，
重機槍，迫擊炮，兩到三倍，真的非常令人不安，我想說，對我們所有人來說。
”
9月1日因俄軍炮擊而斷電的札波羅熱核電站5號機組已重新並網發電，正在增加
容量。
札波羅熱核電站與最後一條主輸電線路斷開連接，通過備用線路供電。 此外，正在工作的兩個電源單元之一
再次斷開連接。
俄羅斯人在被占領的梅利托波爾市中心的 5 所學校設立了軍事基地。
9 月 4 日上午，俄羅斯占領者襲擊了 Mykolaiv 地區的 Ochakiv，摧毀了數千噸糧食。
根據基輔市軍事管理局局長 M. Zhirnov 少將的說法，烏克蘭的防空系統在擊落 50% 至 70% 的俄羅斯導彈時
已經達到了效率水準。
據知情人報導，調查記者從札波羅熱核電站（ZAEP）獲得了一段俄羅斯多管火箭發射器（RSMS）運行的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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