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週簡報 
10 月 3 日 - 10 月 9 日 

Subscribe to our exclusive papers here

 

國際支持 ......................................................................................................................... 2 

軍事陣地 ......................................................................................................................... 3 

本周炮襲 ......................................................................................................................... 4 

人道危機 ......................................................................................................................... 5 

砲擊圖 ............................................................................................................................. 6 

 

 

https://tdcenter.org/2022/03/29/subscribe/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7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7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8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8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9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499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501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501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502
file:///C:/Users/darin/OneDrive/Робочий%20стіл/Брифінги/october%2010-16/TDC_Weekly%20briefing_Russian%20war%20in%20Ukraine_3-9_102022_ChT.docx%23_Toc116924502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2 

 

  

10.10 

 美國強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進行導彈襲擊，並要求俄羅斯聯邦撤軍。拜登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將
繼續讓俄羅斯為其侵略付出代價，讓普京和俄羅斯對其暴行和戰爭罪行負責，並為烏克蘭軍隊提供捍衛國家
和自由所需的支持。” 

 歐盟委員會正努力在 2023 年每月向烏克蘭提供約 15 億歐元的預算支持。基輔估計明年的預算赤字約為每
月 35 億美元，美國已承諾每月彌補 15 億美元，並要求盟國也這樣做。 

 美國國會提交了一項法律草案，承認俄羅斯是恐怖主義的國家支持者，並承認俄羅斯人在烏克蘭的行為是種
族滅絕行為。 

11.10 

 11個歐洲國家的總統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譴責了俄羅斯對烏克蘭城市的大規模導彈襲擊，並警告說這是沒有訴
訟時效的戰爭罪。聯合聲明得到保加利亞、黑山、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北馬其頓、
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總統的批准。 

 一項關於承認俄羅斯聯邦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的決定草案已提交愛沙尼亞
議會。 

 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呼籲俄羅斯聯邦和烏克蘭盡快達成“
可行的”停火協議，並指出這種和平不應涉及烏克蘭方面在領土上讓步。 

 匈牙利總理歐班認為，烏克蘭的和平不應建立在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而是
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基於當局的現實”。 據他所說，美國前總統川普是和平的希望
。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認為，烏克蘭在全面戰爭中輸給俄羅斯也將意味著北約的失敗。 
 “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重要的是烏克蘭贏得這場與入侵它的俄羅斯軍隊的戰爭。因為如果普京獲勝，這不僅
對烏克蘭來說是一場巨大的失敗，而且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也是一場失敗，因為這將使世界更加危險，我們更
容易受到俄羅斯進一步的侵略，”他說。 

 Spiegel 寫道，德國已經將四個承諾的 IRIS-T SLM 防空導彈系統中的第一個移交給了烏克蘭。 據該出版
物稱，周二靠近波蘭和烏克蘭邊境的地方移交給烏克蘭。 

 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說，另外四枚HIMARS地對空導彈已抵達烏克蘭。 

12.10 

 德國宣布向烏克蘭交付額外的 Panzerhaubitze 2000 榴彈炮和 MLRS MARS II。 沒有具體說明烏克蘭將收
到多少武器。 

 荷蘭國防部長凱薩·奧隆格倫宣布向烏克蘭轉移價值1500萬歐元的額外防空導彈，
以加強領空防禦。 

 加拿大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4700 萬美元的一攬子援助，其中包括 50 萬件冬季軍用
服裝、炮彈和衛星通信。 

 從 10 月 25 日起，捷克共和國禁止持有旅遊和學生簽證的俄羅斯人入境——該國
外交部。 

 在第六屆“拉姆斯坦”上，盟國討論了如何盡快加強烏克蘭的防空能力，並建立一
個多層次的防禦系統來抵禦來自空中的威脅——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和最高指揮官美國陸軍馬克·
米利。 

 馬克宏表示，未來幾周，烏克蘭將收到另一批法國軍事援助——六門凱撒榴彈炮和防空導彈，“以防止導彈
和無人機襲擊”。 

 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譴責俄羅斯聯邦在被占領的烏克蘭舉行的“公投”。 該決議得到聯合國大會 193 
個成員國中的 143 個支持，五個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敘利亞、朝鮮和尼加拉瓜）投了反對票，其余 
35 個在表決中棄權。 

13.10 

 立陶宛將向烏克蘭提供基於美國 M113 裝甲運兵車的 Panzermörser M113 自行迫擊炮，迫擊炮口徑為 120 
釐米，配備現代化的數位導引系統。 

 作為與丹麥和挪威聯合項目的一部分，德國向烏克蘭提供了 16 輛 Zuzana 自行火炮部隊。 
 10月13日，愛沙尼亞批准了對烏克蘭的新一攬子軍事援助。 這是由愛沙尼亞總理凱亞卡拉斯宣布的。 “我

們正在向烏克蘭運送冬季裝備、裝備和彈藥。我們將迅速運送它們。讓我們都加快
我們的援助速度，以便烏克蘭人能夠解放他們的領土。這是通往和平的道路。” 
 烏克蘭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了 13 億美元的額外緊急融資。 自全面戰爭
開始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共向烏克蘭提供了 27 億美元。 

 歐洲委員會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通過了一項決議，將俄羅斯聯邦稱為恐怖政
權。 因此，PACE 成為第一個承認俄羅斯為恐怖主義國家的國際組織。  

 西方對烏克蘭潛在核攻擊的反應不會是核反擊，但會是非常強大的軍事反應
——歐盟外交負責人何塞普·博雷爾。 

 北約將為烏克蘭提供對抗無人機的手段，以防止俄羅斯對民用基礎設施的攻擊——聯盟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 

14.10 

 拜登政府正在为乌克兰准备一项新的 7.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预计将包括额外的弹药和 HMMWV 军
用车辆。 

 爱沙尼亚、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已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第九套制裁提案，其中特别建议对白俄
罗斯采取与俄罗斯相同的限制措施。 

15.10 

 沙烏地阿拉伯將撥出4億美元用於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此外，沙烏地元首表示，沙烏地願意繼續就
交換俘虜問題進行調解努力。 

 德國向烏克蘭提供了 16 艘 Biber 坦克橋架和用於架設浮橋的設備——聯邦政府的報告。 
 法國將接收多達 2,000 名烏克蘭軍人，他們將在幾周內接受軍事訓練，——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
努 (Sebastien Lecor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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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 

 俄羅斯本周的主要“軍事”目標是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盡管摧毀它們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 
 俄羅斯軍隊繼續集中力量到達Donetsk地區的行政邊界，並控制被占領的Kharkiv、Luhansk, 
Zaporizhzha, Mykolaiv和Kherson地區的被占地區。 

 敵國並沒有停止攻擊烏克蘭的關鍵基礎設施和民用物體。為了打擊目標，俄羅斯繼續使用巡航導彈、航
空導彈、防空導彈和攻擊無人機，包括伊朗制造的。 

 Volyn和Poliske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改變。根據烏克蘭掌握的信息，白俄羅斯領導人繼續支持俄羅斯對
烏克蘭的戰爭，讓俄羅斯有機會利用領空和機場網絡對烏克蘭領土進行空襲。 

 在其他方向，敵人進行炮擊和空中偵察。 
 根據烏克蘭掌握的信息，大量傷員被送往臨時占領區的醫療設施。由於醫療質量低下，俄羅斯占領軍拒
絕下令將重傷人員轉移到俄羅斯境內，他們的死亡率超過50%。 

10月15日 
 由於烏克蘭國防軍在Orihiv、Kinski Rozdory和Tokmak定居點地區采取有效行動，約100名占領者受傷。
其中，超過 25 人剛剛被徵召動員起來。在Berdyansk地區摧毀了四個 S-300 覆合體。 
10月14日 

 由於烏克蘭國防軍在Donetsk地區Khlibodarivka定居點、Zaporizhzha地區Tokmak定居點和Kherson地區
Tokarivka定居點采取有效行動，占領者損失多達 150 人，受傷約100人。此外，三個 S-300 覆合體和多
達 10 個其他武器和軍事裝備單位被摧毀。 

 在Luhansk地區Antratsyt市火車站區域，烏克蘭士兵摧毀了敵方鐵路運輸的重要武器和軍事裝備。正在
釐清受傷的數量和性質。 
10月13日 

 烏克蘭正在帶回士兵。另有20名士兵從俄羅斯俘虜中獲釋。他們是烏克蘭武裝部隊的14名士兵、領土防
衛部隊的四名士兵、一名國民警衛隊和一名海軍軍人。 
10月12日 

 烏克蘭人摧毀了Zaporizhzhia地區Burchak定居點的兩個軍事設施。占領者在清點損失。 
 在Zaporizhzhia地區Tokmak市附近，烏克蘭軍隊人員襲擊了三個敵方 S-300 防空導彈基地。在Kherson地
區，由於烏克蘭軍隊在Tokarivka地區開火，敵人損失了 150 人。 

10月11日 
 烏克蘭軍隊解放了Kherson地區的五個村

莊：Novovasylivka、Novogrihorivka、Nova 
Kamianka、Trifonivka和Beryslav區的Chervone

。 
 雙方再次交換俘虜。烏克蘭帶回了 32 名
烏克蘭士兵，並歸還了以色列 Dmytro Fialka 的
遺體。被釋放的人中有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軍官、

中士和士兵。 
10月10日 

 在Kherson的Beryslav定居區，一個裝有
敵方軍事裝備的機庫遭到襲擊，正在釐清損失。 

 2022年9月10日至2022年15月10日期間，
烏克蘭空軍出動了110多架次，摧毀了74個武器集
中區和21個防空導彈系統。導彈部隊和炮兵摧毀
了20個控制點、48個人力區、26個俄羅斯彈藥庫

、5個防空系統和22個其他重要目標。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0 月 16 日期間俄羅斯軍隊的損失 

 人員 - 2500 
 坦克 - 43 
 戰鬥裝甲車 - 60 
 火炮系統/MSW - 112/17 
 防空武器 - 6 
 飛機/直升機 - 2/7 
 無人機 - 138 
 船舶/船隻 - 1 
 汽車設備和油槽 - 66 
 特殊設備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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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内，俄罗斯人进行了 79 次导弹和 161 次空袭，对多个火箭发射器进行了 494 次以上的炮
击。 

1
0
.1

0
 

 10月10日上午，俄羅斯軍隊大規模炮擊烏克蘭城市。俄羅斯聯邦向烏克蘭發射了 84 枚導彈，其中 43 
枚被擊落。除了導彈襲擊外，俄羅斯人還使用 17 架沙希德型無人機從白俄羅斯和克里米亞領土發動空
襲。從裏海、下諾夫哥羅德、白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地區對基輔、利沃夫、普魯魯基、赫梅利尼茨基、第
聶伯羅、下諾夫、日托米爾、哈爾科夫等城市進行了炮擊。據了解，襲擊了基輔地區和利沃夫地區的火
力發電廠。利沃夫的部分地區仍然沒有電。 19人死亡，另有105人受傷。 

 在一些地區，電力和供水暫時中斷。俄羅斯人用導彈襲擊了 12 個地區和基輔市的關鍵基礎設施。發生
了30多起火災。共有 117 處物體受損，其中包括 35 棟住宅樓。國家緊急服務部門報告說，基輔和 15 
個地區的電力供應部分中斷：利沃夫、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切爾諾夫策、赫梅利尼茨基、日托米爾
、文尼察、基輔、基洛沃拉德、尼古拉耶夫、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札波羅熱、波爾塔瓦、哈爾科夫
、蘇梅和捷爾諾波爾。 1000多名救援人員和約120個國家應急服務單位參與了滅火和緊急救援行動。 

哈
爾
科
夫

及
地
區

 

 
 本周，俄羅斯炮擊了哈爾科夫和哈爾科夫、伊久姆、庫皮揚、博戈杜希夫和楚吉地區的人口稠密地區。
俄羅斯故意向民生支持基礎設施發射 S-300 導彈。由於能源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哈爾科夫的大部分地
區和該地區的人口稠密地區電力被切斷。由於能源工作者和國家應急服務專家的行動，在白天電力供應
得以恢復。由於俄羅斯火箭彈襲擊，哈爾科夫區的非住宅房屋受損記錄在案。庫皮揚斯克市遭到猛烈炮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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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分界線上的尼古拉耶夫地區 Bashtan 區的 Berezneguvat 社區的定居點一直受到炮火襲擊。 
Shirokiv 社區的兩個村莊也遭到炮擊。 結果，其中一個的房子被完全摧毀，另外四個被損壞。 俄羅
斯多次用防空導彈襲擊 Pervomaiska 和 Kutsurub 社區。 命中民生基礎設施和定居點目標。 
 

 俄軍用八枚S-300型導彈大規模轟炸了尼古拉耶夫，據了解，多處民用建築被擊中。 尤其是在一棟五層
的住宅樓裏。 由於這次襲擊，8 名 尼古拉耶夫居民喪生：7 名大樓居民和 1 名在穿梭站執勤時死亡
的救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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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繼續以札波羅熱及其郊區為目標，恐嚇該地區的人口。 自9月30日以來，該市已有70多人死亡，
高層建築、私人住宅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或破壞。 俄羅斯人用精確制導導彈發動有針對性的打擊，造
成大量平民傷亡。 

 在這一周裏，這座城市幾乎每天都受到 S-300 系統的火箭彈襲擊。 基礎設施對象和高壓網絡被破壞，
因此，城市可能會停電。 撞擊高層建築會導致火災和倒塌。 由於救援人員的快速工作，可以避免大量
受害者。 教育機構、醫院和其他基礎設施對象受到影響。 

 在該地區，來自 Orikhov 居民的有關占領軍武裝侵略的報告數量最多。俄羅斯入侵者並沒有放過這座
城市，而是繼續無情地摧毀它的住宅存量。這座城市正在遭受炮擊和火箭襲擊。 Pologiv 和 Vasyliv 
地區的居民也成為占領者的目標。住宅建築和農場遭到攻擊。特別是，Gulyaipol 和 Mala Tokmachka 
的居民報告了大約兩打被毀的房屋。平民中有人員傷亡。 
 

第
聶
伯
羅
和
第
聶
伯
羅

彼
得
羅
夫
斯
克
地
區

  
 
 
 自 10 月 12 日以來，尼科波爾一直受到 Grad 系統和重型火炮的持續炮火攻擊。和平的住宅區受到攻
擊。受傷人數每天都會增加。全市30多座高層和私人建築、煤氣爐和輸電線遭到破壞，建築管理部門。
超過 2,000 個家庭沒有電。僅在 10 月 15 日，就有 50 多枚俄羅斯炮彈落在尼科波爾，擊中了醫院
、幼稚園、當地歷史博物館、大教堂、商店、市場、工廠和郵局。在 Synelniky 區，敵人炮擊了 
Mezhiv 社區。一個工業企業和人們的家園被破壞。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俄國人正在炮擊波克羅夫斯基和巴赫穆茨基地區的前線地區。 
 在 Pokrovsky 區，Kurakhiv 社區受到的影響最大：Illinka 被炮擊 4 次，Hannivka 被炮擊 2 次。 
5棟房屋和電線受損。 

 俄國人襲擊了當時有很多人的中央市場 Avdiivka。 7 名平民喪生，8 人受傷。Avdiivka 舊區也遭到
孤立空襲。 

 在巴赫穆特地區，俄羅斯人向 Toretska、Soledarska 和 Svitlodar 社區村莊的郊區開火。 
Kostyantynivka 受到俄羅斯炮擊的影響最大。 市區內，企業經濟樓和預防醫學診所舊樓受損。 此外
，在該社區的領土上，Oleksandro-Shultyne 遭到了集束炮彈的炮擊——房屋遭到破壞。 

 

本周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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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領土發動導彈襲擊，烏克蘭首都以及四個地區將實施緊急關閉時間表。 計劃在幾天內
恢覆所有消費者的穩定電力供應。 由於俄羅斯對能源設施進行導彈襲擊，烏克蘭停止輸出電力。 

 10 月 10 日，有 3900 個定居點因火箭彈襲擊而停電。 緊急服務的工作使 3800 人恢復了燈光。 修復工作
正在進行中。 

 在 10 月 10 日俄羅斯的大規模火箭襲擊中，位於基輔市中心的文化、教育和科學設施遭到破壞。 烏克蘭博
物館事務發展中心對此進行了報道。 以下建築物受損： 

 
• 塔拉斯舍甫琴科基輔國立大學（紅樓和語言研究所大樓）； （創建於 1834 年） 
• 以馬克西莫維奇命名的科學圖書館； (1834) 
• 烏克蘭國家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1926) 
• 國家愛樂樂團； (1882) 
• 中央委員會大樓，內設烏克蘭教育博物館和 1917-1921 年烏克蘭革命博物館（1911 年） 

11.10 

  烏克蘭能源部長German  Galushenko周二表示，自 10 月 10 日星期一以來，烏克蘭約 30% 的能源基礎設
施遭到俄羅斯導彈襲擊。 

 
 頓涅茨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主任Pavlo Ugrovetsky說，在Svyatogorsk 和
Liman挖掘出 78 具屍體，從占領者手中解放出來——其中一些有暴力致死的跡象
，最年輕的死者只有一歲。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會晤時表示，核
活動過度政治化。 對俄羅斯聯邦來說，“挪用”烏克蘭 ZNPP 主要意味著破壞烏
克蘭的能源安全，企圖阻止向歐洲出口電力。 

 
 目前，俄羅斯人持有札波羅熱核電站的全部六台機組。 ZNPP 工人必須持有正式簽發俄羅斯護照並與 
Rosatom 簽訂合同。 

 
 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表示，在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後，他將返回基輔——據他說，在 
ZNPP 周圍建立核安全區的工作仍在繼續。 

 
 烏克蘭企業呼籲聯合國和土耳其延長“糧食協議”的有效期，並將Mykolaiv港口樞紐列入港口名單。 
 

12.10 

 
 在蘇梅地區，俄羅斯侵略者在三天內摧毀了3座發電站，7633名用戶被斷電，目前仍無法制定供電時間表。
由於俄羅斯導彈襲擊，利沃夫地區的四個變電站被摧毀。 

 自 10 月 6 日以來，烏克蘭人對移動電源的需求增加了五倍，對蠟燭的需求增加了四倍。 
 烏克蘭總理Denys Shmyhal 呼籲烏克蘭人儲備保暖衣物、蠟燭、手電筒和電池，以便更輕松地度過 2022-
2023 年的冬天，因為俄羅斯試圖讓烏克蘭在沒有電和熱的情況下離開，這將很困難。為了應付寒冷。過去
三天共記錄了 128 起炮擊事件，造成 200 多個不同的物體受損，其中包括 28 個能源基礎設施物體。 
 

13.10 

 "由於電力供應穩定，“Ukrenergo”（烏克蘭電網）目前拒絕在烏克蘭引入緊急停電
時間表。 

 三分之一的烏克蘭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每個月的工資。 另有 30% 的人指出，他們
不時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 

 重返社會部報告稱，自全面戰爭開始以來，烏克蘭已從臨時被占領土和俄羅斯聯邦帶
回了 96 名兒童。 

14.10 

 
 俄羅斯人幾乎不讓烏克蘭人們通過瓦西裏夫卡（唯一對烏克蘭人開放
的檢查站）離開被占領的札波羅熱地區，因此人們試圖通過另一條路線離
開臨時占領的領土——通過與俄羅斯接壤的新阿佐夫斯克。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表示，它不能“強行進入”俄羅斯聯邦去了解被非
法關押的烏克蘭戰俘，但它“與烏克蘭一樣感到失望”。 澤倫斯基總統
對這種情況發表了如下評論：“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不是一個享有特權的俱
樂部，[它]有義務，主要是道德性質的。紅十字會的使命必須完成。奧列
尼夫卡事實上是囚犯被關押的集中營。正如規定的那樣，需要訪問它們。

紅十字會可以做到這一點。 但你必須努力實現它。” 

16.10 

 俄羅斯士兵在烏克蘭實施的強姦和性暴力是俄羅斯聯邦“軍事戰略”的一部分。 聯合國秘書長衝突中性暴
力問題特別代表普拉米拉·帕滕（Pramila Patten）表示了這一點。 她指出，俄羅斯人將此作為“故意使
受害者失去人性的策略”。 

 在即將到來的冬季背景下，超過20,000名平民從哈爾科夫州解放區撤離 

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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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砲擊圖 

Avdiivka, shelling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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