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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9 

 立陶宛向烏克蘭移交了50輛M113裝甲運兵車，立陶宛國防部長Arvydas Anushauskas說了。他保證，立陶宛
未來還將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用部長的話來說，所有技術或其他武器的供應將與北約盟國討論。 

 美國國務卿Antony Blinken表示，美國將向烏克蘭額外提供4.575億美元的民事安全支持。他指出，美國正
在幫助“拯救生命並加強烏克蘭的執法和刑事司法夥伴。我們與他們一樣致力於建立一個民主、獨立和主
權的烏克蘭。” 

 英國宣布了92項制裁，以回應俄羅斯違反國際法在烏克蘭四個地區組織的假公投。 
 日本已禁止向俄羅斯出口化學武器相關商品。這些是因入侵烏克蘭而實施的額外制裁。日本還對包括科學
實驗室在內的 21 家俄羅斯公司實施了限制。 

27.09 

 美國國務Antony Blinken表示，美國不反對烏克蘭使用西方武器取回俄羅斯組織的偽公投領土。 
 Facebook 揭露了俄羅斯的一個龐大的虛假信息網絡，該網絡偽裝成著名的西方出版物，在歐洲人之間就烏
克蘭問題挑撥離間。 

 美國國務院表示，他們沒有看到中國準備協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或幫助俄羅斯逃避制裁的跡象。 

28.09 

 美國正在準備一項新的 11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計劃，以應對俄羅斯聯邦在被占領土進行所謂的“公投”期
間烏克蘭與俄羅斯的對抗。該計劃將包括HIMARS發射器、相關彈藥、各種類型的無人機系統和雷達系統，
以及備件、訓練和技術支持。 

 George Maloney的右翼“意大利兄弟”黨領導人承諾 在贏得選舉後支持烏克
蘭。“親愛的澤連斯基總統，你知道我們將忠實地支持烏克蘭人民的自由事業。保持
堅強，保持信念！” 推特Maloney。 
 德國總理 Olaf Scholz對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克的呼籲表示不滿。“德國盡
其所能支持烏克蘭，同時盡一切可能防止北約與俄羅斯直接發生沖突。這是所有決定
的基礎，也符合絕大多數公民的意願”, Olaf Scholz說。 

 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在被占領土進行非法公投，歐盟委員會建議對俄羅斯實施第八套制裁。他們提出
了一項禁止進口俄羅斯產品的新禁令。這將使俄羅斯損失75億歐元的收入。未來的計劃是擴大不能出口到
俄羅斯的產品清單（電子元件、航空太空材料等）。 

 匈牙利第二次阻止歐盟對俄羅斯主教Kirill的制裁。布達佩斯堅持其立場，即不
應將任何宗教領袖列入制裁名單。 

 美國向烏克蘭撥款 11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包括 18 輛 HIMARS 和彈藥。 此外
，包裹還包括12套用於打擊無人機的“泰坦”系統、約300輛汽車、數十輛用於
運輸重型設備的卡車、各種雷達、通信和監視設備等。但是，五角大樓澄清：供
應18 台新的 HIMARS 運往烏克蘭將需要數年時間，因為美國將從制造商那裏購買這些系統，而不是直接從
美國庫存中轉移它們。 

 德國將向烏克蘭轉移四個 IRIS-T 防空系統，而不是如先前報道只有一個。 

29.09 

 芬蘭將從 9 月 30 日起對俄羅斯遊客關閉邊境——外交部長佩卡·哈維斯托。 
 美國將從韓國為烏克蘭購買價值近 30 億美元的武器，並將通過捷克共和國運送。 首先，我們談論的是被
稱為 Chiron 的地對空防禦系統，它對直升機等低空飛行目標非常有效。 

 美國參議院最終通過了所謂的臨時預算融資法草案，可向烏克蘭提供124億美元的即時援助。 

30.09 

 泽连斯基在 NSDC 会议结果后表示，乌克兰正在快速提交加入北约的申请。 
 波罗的海国家外交负责人表示，各国赞成乌克兰尽快加入北大西洋联盟。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乔利也
发表讲话，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世界對俄羅斯吞並烏克蘭領土的反應： 
 加拿大通過在名單中增加 43 個新姓氏來擴大對俄羅斯聯邦的制裁。 
 美國對來自俄羅斯聯邦軍工企業的 14 名人員以及國家杜馬和聯邦委員會的 278 名成員實施了新的制

裁。 
 英國還擴大了反俄制裁名單，增加了俄羅斯中央銀行行長埃爾維爾·納比烏林(Elvir Nabiullin)。 
 歐盟強烈譴責俄羅斯非法吞並烏克蘭領土。 
 摩爾多瓦譴責俄羅斯吞並烏克蘭的幾個地區。 

 美國將永遠尊重國際公認的烏克蘭邊界——美國總統喬·拜登。 拜登還表示，美國支持基輔取回被俄羅斯
吞並的烏克蘭領土的企圖。 

01.10 

 美國關於租借給烏克蘭的法律已經生效--烏克蘭最高拉達主席 Ruslan Stefanchuk。 
 法國計劃取消丹麥訂購的部分凱撒自行火炮部隊的交付，以便將它們運往烏

克蘭。 交付可能包括 6 到 12 門榴彈炮，而基輔要求 15 門。 
 在世界文化政策與可持續發展大會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呼籲俄羅斯

離開烏克蘭領土，停止吞併烏克蘭和破壞文化遺產。 
 德國國防部長克裏斯蒂尼·蘭布雷希特（Kristini Lambrecht）周六抵達敖
德薩（Odesa），與國防部長奧列克西·列茲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會面。 

蘭布雷希特承諾，IRIS-T 防空系統將在“未來幾天”交付給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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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 

 俄羅斯軍隊繼續試圖占領頓全部涅茨克地區，控制被占領的領土，並破壞烏克蘭國防軍在某些地區的積
極行動。俄羅斯敵人在整個接觸線上炮擊烏克蘭軍隊的陣地，進行空中偵察。俄軍襲擊民用基礎設施和
民用住宅，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法律和戰爭慣例。仍然存在俄羅斯侵略者對烏克蘭全境發動空中和導
彈襲擊的威脅。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變化。 
 在其他方向，俄軍部隊正在從坦克、迫擊炮、炮管和火箭炮射擊： 
 在札波羅熱方向，俄羅斯敵人沒有進行積極的進攻行動，而是炮擊平民居住區以及人道主義走廊。 

 俄羅斯占領軍繼續遭受人力、武器和軍事裝備的損失。 
 俄羅斯軍方領導人謹慎地試圖隱瞞這場戰爭中人員的損失。 
 與此同時，俄羅斯聯邦的政治領導層繼續尋找彌補人力損失的方法。 比
如說找囚犯參加戰爭合法的方式。 根據現有信息，已向俄羅斯國家杜馬
提交了一項關於修改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的法律草案，該草案規定在敵對行
動領域實施懲罰。  

 在烏克蘭臨時占領區，俄西斯主義當局嚴重違反戰爭規則和人權，加緊強
制動員征兵年齡男性人口的措施，以補充俄羅斯軍隊的損失。 為了及時
實施動員措施和鎮壓當地居民的抵抗，俄羅斯衛隊的更多部隊抵達別爾江斯克和梅利托波爾市。 

02.10.2022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烏克蘭軍隊已經徹底清除了頓涅茨克地區萊曼市。 
 在赫爾松方向，烏克蘭武裝部隊進入了佐洛塔巴爾卡村，並正在向貝裏斯拉夫方向展開反攻。 

01.10.2022  
 盧甘斯克地區佐洛蒂地區的一個敵方物體被火燒傷，俄羅斯敵方損失了大約60人傷亡，以及4個單位的軍
事裝備。 

 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了頓涅茨克地區萊曼附近的 5 個定居點。 東部集團軍發言人謝爾希·切雷瓦蒂報告
了這一點。 “萊曼地區的俄羅斯團體被包圍了。 Yampil、Novoselivka、Shandrygolovo、Drobysheve 
和 Stavky 的定居點已被解放，”該官員說。 

 烏克蘭軍方領導人宣布在萊曼（頓涅茨克地區）附近包圍一群俄羅斯士兵。 根據烏克蘭方面的計算，大
約有5500名俄羅斯士兵被包圍。 

 為了支持地面部隊的行動，烏克蘭國防軍空軍在 2022 年 10 月 1 日當天進行了 21 次打擊。 經證實，
俄羅斯敵人的據點、17個武器和軍事裝備集中區以及3個敵方防空導彈系統被擊中。 此外，我們烏克蘭
的防空部隊擊落了一架無人機。 

 烏克蘭導彈部隊和大炮擊中4 個指揮所，4 個人力、武器和軍事裝備集中區。 此外，俄羅斯2 個裝有彈
藥的倉庫落入受災地區。 

30.09.2022 
 烏克蘭國防軍航空兵進行了11 次打擊。 經證實，俄羅斯敵軍據點、6個武器和軍事裝備集中區以及4個敵
方防空導彈系統被擊中。 此外，烏克蘭的防空部隊擊落了 3 架無人機和一架 Ka-52 直升機。 

 烏克蘭導彈部隊和炮兵打擊了俄羅斯11個各級控制點和8個人力、武器和軍事裝備集中區。 此外，受災
地區還有 14 個敵方軍事設施——彈藥庫、防空導彈系統、過境點、電子戰和情報站——遭到襲擊。   

26.09.2022 
 在赫爾松，俄羅斯7 輛烏拉爾卡車被毀壞，在梅利托波爾，多達 10 件武器和軍事裝備以及 20 多名乘客
被毀。 在札波羅熱地區的 Tokmak 和 Chernihivka 定居點，烏克蘭軍隊摧毀了一個俄羅斯敵人的 S-300 
綜合體，5 單位的軍事裝備被摧毀，超過 50 名俄羅斯侵略者。 

 烏克蘭國防軍航空兵進行了28 次打擊。 20多個俄羅斯軍事裝備集中區和7個防空導彈系統陣地被受損。 
 一周內 9月 25日 - 10 月 2日 俄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 3810 
 坦克 — 115 
 裝甲車 — 168 
 火炮系統/MSW — 46/10 
 防空手段 — 6 
 飛機/直升機 — 9/7 
 無人機 — 59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 115 
 專業技術設備 — 5 

 在七個月內，烏克蘭人繳獲了 2000 多件被俄羅斯軍隊遺棄
的戰利品裝備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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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 35 枚導彈和 89 次空襲，並發射超過 537 發防空火炮。 

哈
爾

科
夫
及

地
區

 

 在這一周內，哈爾科夫遭受了 3 次導彈襲擊，尤其是 S-300 防空導彈。一些火箭彈擊中居民樓附近的區域
，2 名成人和 2 名兒童被彈片輕傷。 

 敵人繼續恐嚇與俄羅斯聯邦邊界以及該地區庫皮揚、哈爾科夫、伊久姆和楚古伊夫地區接觸線附近的平民。
庫皮揚斯克市及其周邊地區以及伊久姆受到敵人炮擊的影響最大。由於炮擊，哈爾科夫地區有34人住院，8
人死亡。一名 15 歲的女孩成為俄羅斯占領者 Iskanders 襲擊 Pervomaisk 的受害者。炮擊主要摧毀城市
的民用基礎設施：私人公寓樓、商業建築、商店、工廠。 

敖
德

薩
及
地

區
  在一周內，敖德薩地區遭到神風敢死隊無人機的 3 次襲擊。 9月26日，兩架無人機擊中一處軍事基礎設施

，造成大規模火力和彈藥爆炸。 沒有人員傷亡。 其他攻擊被防空部隊成功擊退。 
 每周兩次，敵人對奧德希納發動了導彈襲擊。 兩架Su-35戰鬥機從黑海一側發射了2枚Kh-59空對地導彈。 
防空部隊在空中摧毀了兩枚導彈。 10 月 1 日，俄羅斯人發射了兩枚可能是伊斯坎德爾型導彈，擊中了一
座工業基礎設施。 變電站和周圍的幾座建築物遭到破壞，其中一個車庫發生火災。 沒有受害者。 

札
波

羅
熱
和

該
地
區

  札波羅熱地區和札波羅熱地區系統性地遭受俄羅斯火箭彈襲擊，敵人幾乎每天都襲擊地區中心。 
Gulyaipole、Stepnohirsk、Orihiv、Pologivskyi 和 Vasylkivskyi 地區本周也遭到炮擊。 S-300導彈系
統用於攻擊。基礎設施、高樓和私人住宅、歷史古跡、道路和農場被摧毀。警方收到了 221 份關於民用基
礎設施物體被破壞的報告。此外，電力線路受損（截至 10 月 1 日，該地區仍有 17,369 名用戶沒有電力
供應），該地區仍有 226,700 名用戶沒有供氣。 

 9月30日，俄羅斯人在札波羅熱郊區發動導彈襲擊，發射了16枚導彈，擊中了一個平民人道主義車隊。 人們
排隊離開臨時占領區去接親人，帶走援助物資。 撞擊造成31人死亡，88人受傷。 死者中有一名11歲的女孩
和一名14歲的男孩。 一名三歲的孩子也受傷了。 為了紀念這場悲劇，並為了紀念遇難者，10 月 1 日被宣
布為城市和地區的哀悼日。 

第
聶

伯
羅

和
第

聶
伯

羅
彼

得

羅
夫

斯
克

地
區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是受俄羅斯炮擊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那裏的社區遭到炮擊和火箭襲擊。 尼
科波爾及其周邊地區經常發生襲擊事件，9月26日，該市近40座房屋和20多座商業建築因炮擊而受損。 同一
天，占領者向克裏維裏機場發射了一枚 X-59 導彈。 機場的基礎設施被破壞，它的進一步使用是不可能的
。 

 9月28日，俄軍用Grad系統和重炮轟炸尼科波爾地區整夜，造成10多座高層和私人建築、一座中學、一個交
通站、煤氣爐和6條電力線被毀壞。城市。 敵人的炮彈導致近 8,000 個家庭斷電。 

 9 月 29 日，占領者用來自“颶風”的禁用的集束炮彈襲擊了 Kryvorizka 區，目標是工業基礎設施。 結
果，該企業13名員工受傷，行政大樓受損。 

 第聶伯河的俄羅斯“伊斯坎德爾”夜間炮擊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傷。 9 月 30 日，火箭摧毀了該市的交
通企業，燒毀了近 100 輛城市公交車。 幾座高層建築、一座體育館、一家商店和行政大樓也遭到破壞。 

尼
古

拉
耶
夫

和
地
區

 

 Mykolaiv 繼續受到猛烈炮擊。在這一周內，Smerch MLRS 多次襲擊了市中心。該市多個地區的住宅樓、商
店和水管遭到襲擊，博物館和教育機構的建築物遭到破壞。由於 9 月 29 日發生集束炮彈襲擊，公共交通
站點附近發生爆炸，造成 3 人死亡，11 人受傷，其中一名兒童。 9月30日，Mykolaiv住宅區遭到S-300系
統的群射，其中2枚火箭彈擊中一棟十層樓房，9人受傷，1人在瓦礫下死亡。 10 月 1 日淩晨 4 點左右，
俄羅斯人用 S-300 導彈轟炸了 Mykolaiv。其中一枚火箭擊中了市中心一棟五層住宅樓，初步數據顯示，有
5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三個月大的嬰兒。 

 此外，防空部隊繼續在該地區擊落伊朗Shahed-136無人機。 他們的目標是區域中心的行政大樓和關鍵基礎
設施的對象。 

 位於 Berezneguvat 社區分界線上的村莊不斷遭到炮火襲擊，而 Shirokiv 和 Ingul 社區則遭到火箭和大
炮的攻擊。 記錄對關鍵基礎設施對象的打擊、對住宅建築和宅基地、電網、貿易對象和私營企業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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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頓涅茨克地區不斷受到敵人的炮火，俄羅斯人繼續沿著從馬林斯卡到斯維亞托希爾斯卡赫羅馬達的整個前線
開火。在頓涅茨克和霍利夫地區的活躍炮擊，馬林斯基、索萊達斯克和阿夫迪夫斯克社區正遭受巨大損失。
在這一周內，托列茨克市多次遭到炮擊，該市部分電力供應被切斷，一所醫院和住宅樓遭到破壞。 9 月 28 
日，最大的損失發生在 Mykolaivka - S-300 導彈射向一所學校，那裏為平民設立了避難所。幸運的是，避
難所幸存下來——那裏的 12 人都沒有受傷。 9月29日，占領者以克拉馬托爾斯克為目標：他們破壞了原寄
宿學校的建築、高層建築、路面、市第二醫院和烏克蘭電信的場地，11人受傷。 

 由於該地區的安全局勢危急，撤離仍在繼續。 自2月24日以來，俄羅斯人在頓涅茨克地區已造成916名平民
死亡，另有2303人受傷。 

本周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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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9 

  調查記者說，在烏克蘭被占地區舉行的偽公投中，“國際觀察員”原來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長期

支持者。 

 Melitopol市長Ivan Fedorov說，俄羅斯人正在迫使烏克蘭人“

投票”，而且也為他們的親戚和鄰居投票。 

 叛逃者 Yevhen Balytsky 說在札波羅熱地區的“公投”結束後

，俄羅斯人將把烏克蘭人從被占領土送去參戰。 從本質上講，烏克蘭

人是普京政權的新炮灰。 

 安全部門在哈爾科夫地區的Liptsi村發現了所謂盧甘斯克人民

共和國的民兵 

 和俄羅斯軍方代表拘留親烏克蘭當地居民的房屋，然後將他們強行帶到俄羅斯。 

27.09 

 

 札波羅熱、赫爾松和盧甘斯克被占領地區的俄羅斯支持者已經宣布了他們的偽公投結果。 札波羅

熱地區被占領土上所謂的地方“中央選舉委員會”報告稱，根據100%的選票點票結果，93.11%的“

選民投票讚成將該地區納入俄羅斯”。 

 赫爾松地區被占領的部分完全禁止進出。 在被占領的赫爾松州，占領者表示支持加入俄羅斯的投

票率為 87.05%。 後來，所謂的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公布了它的結果——98.42%的“讚成”，而在

所謂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中被認為是加入俄羅斯的——99.23%的投票。 俄羅斯人聲稱投票率為

97.51%。 

 在頓涅茨克地區被俘的馬里烏波爾，俄羅斯公民被邀請參加偽公投。 目前約有 100,000 人居住在

被占領的馬里烏波爾（戰前，人口為 541,000 人），只有五分之

一的留在該市的居民在占領者的偽公投中投票。 

 照片顯示了“公投”是如何在俄羅斯人暫時占領的梅利托波爾舉

行的。 

 Azov服務中心處理俘虜及其家人的部門負責人Olga Kravchenko報

告說，約有 800 名Azov公民仍被俄羅斯囚禁。 

 俄羅斯俘虜了616名婦女，其中包括孕婦。 烏克蘭當局通過非正式和正式的方式來解放所有人。 

28.09 
 

 在哈爾科夫州解放區，國家警察的調查人員已經記錄了 582 起戰爭罪行。 

29.09 

 

 俄羅斯占領者迫使馬里烏波爾的所有教育工作者和醫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之前獲得俄羅斯護照

，並交出烏克蘭護照。 

30.09 

 

 周五，札波羅熱的一個人道主義車隊遭到襲擊，造成 30 人死亡，88 人受傷。 俄羅斯軍隊首次使

用射程更遠的現代化 S-300 導彈發動襲擊。死者中有兩名兒童：一名 

11 歲的女孩和一名 14 歲的男孩。 一名3歲的女孩也受傷了。 

 在哈爾科夫地區，一隊試圖逃離炮擊的平民遭到俄羅斯人的射

擊。 24人死亡，包括一名孕婦和13名兒

童。 

 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基米爾·普

京簽署了被占領的烏克蘭領土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和札波羅

熱地區的“加入俄羅斯協議”，並宣布從現在開始，這些地區的居民

都是俄羅斯聯邦公民。 

 

01.10 
 梅利托波爾市市長伊万·費多羅夫說，週五在扎波羅熱的一個人道主義車隊的罷工中受傷的人數上

升到 118 人。 

人道主義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