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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在柏林见了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并呼吁对乌克兰战后

重建进行投资：“谁投资于乌克兰的复兴，谁就投资于未来的欧盟成员国”。 
 

 伊朗准备与乌克兰一起调查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的情况，并承诺如果俄罗斯使用

其无人机得到证实，“不会无动于衷”——该国外交部长。 

25.10 

 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在基辅举行的简报会

上，施泰因迈尔宣布向乌克兰转移另外两门 MARS 火箭发射器和四门 Panzerhaubitze 

2000 榴弹炮。德国总统还对泽连斯基说：“我同意您的观点，需要公正的世界。普京

想要的世界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战争。” 

 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老鹰防空设备。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表示，罗马不会屈服于

普京的能源讹诈，将继续与勇敢的乌克兰人民抗争俄罗斯侵略的伙伴。“这是捍卫

我们国家利益的最佳方式，”乔治亚·梅洛尼说。后来，她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

强调，她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是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可能实现和平的

唯一条件。 

 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应邀参加将于11月29日至30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

约国家外长峰会。 

 英国新任首相里希·苏纳克证实，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会见泽连斯基。英国首相还保证，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将

保持不变。 

26.10 

 波兰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俄罗斯政权是恐怖分子。 

 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提供30辆 Bushmaster 装甲运兵车，并在英国部署多达70名教官训练乌克兰军队。 

 立陶宛武装部队指挥官鲁普希斯表示，在该国国防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他将提议不将 PzH 2000 自行火炮和 

NASAMS 防空系统转让给乌克兰。 

 “我们已经到了无法再回馈的极限。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也对北约负有义务，”他说。 

27.10 

 来自西班牙的新一揽子援助计划连同四架Hawk防空系统发射器将很快抵达乌克兰。这是由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

尔滕贝格宣布的。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首批 NASAMS 防空系统将于 11 月初移交给乌克兰。 

 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将在国际舞台上为乌克兰宣传“马歇尔计划”——英国《每日电讯报》。据报道，约

翰逊在威斯敏斯特开设了一个办事处，他希望从那里建立一个基金来支持乌克兰。 
 立陶宛国防部长 Arvydas Anushauskas 宣布向乌克兰运送 7 辆装甲 SUV 丰田陆地巡洋舰 200 和其他设备。 

28.10 

 五角大楼宣布了一项新的 2.75 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计划。 

 新包装将包括HIMARS弹药、精确制导炮弹、远程采矿系统、HMMWV装甲车和小

型武器弹药。 

 援助计划中还将包括非星链军用卫星通信。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宣布推出加拿大政府的“乌克兰主权债券”，旨

在支持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为援助乌克兰提供资金支持。 

 在布拉格，数千人出来进行反政府抗议，要求提前选举，与俄罗斯签订天然

气合同，退出北约和欧盟、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以及结束“计划乌克兰难民解散国家。” 

29.10 
 9 个欧洲国家退出欧洲独立新闻委员会联盟，以示对乌克兰的支持。主要原因是不排除俄罗斯代表的组成。离开

的国家名单：亚美尼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爱尔兰、摩尔多瓦、挪威和瑞典。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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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一周内 10月 24 - 10 月 30 俄
罗斯损失: 

人员损失  3730 
坦克  88 
装甲车  169 
火炮装置  56/9 
防空手段  8 
飞机/直升机  4/7 
无人机  51 
船舶  81 
汽车设备和运油车  6 

 俄罗斯人正试图控制暂时占领的领土，集中力量限制国防军在某些方向的行动，并没有放弃在巴赫穆特和阿夫
迪夫方向进行进攻行动的企图。他们对接触线沿线的乌克兰军队阵
地进行炮击，对不同方向的阵地进行防御工事并进行空中侦察。俄
罗斯军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法律和战争惯例，继续袭击关键基
础设施和平民住宅。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俄军已损失 7 万多名士兵。 俄军指
挥部为了避免人员恐慌，千方百计掩盖军人的真实损失。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变。 白俄罗斯共和国继续支持俄罗斯联邦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 来
自该国领土的导弹袭击和使用攻击无人机的威胁仍然存在。 

10月24日 
 武装部队正向卢甘斯克地区的克雷明纳亚 (Kreminnaya) 和斯瓦托沃方向推进。 据 ISW 报道，顿涅茨克地区
的 Siversk、Soledar、Bakhmut、Avdiivka 和 Maryinka 地区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此外，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称，自俄罗斯于 9 月 13 日开始在乌克兰使用伊朗提供的 Shahed-136 无人机以来，
乌克兰军队共击落了 273 架伊朗提供的 Shahed-136 无人机。 

 众所周知，在白俄罗斯的伊朗教官协助俄罗斯军队协调此前在基辅地区、乌克兰北部和西部地区的 Shahed-
136 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了赫尔松地区的 90 多个定居点。 解放区正在采取稳定措施。 大约 12,000 人居住在无
人居住的定居点。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为战略道路之一与敌人作战，OK“Pivden”报道。 

 乌克兰武装部队将占领者从卢甘斯克地区的卡尔马济尼夫卡、米亚索扎里夫卡和涅夫斯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
新萨多沃赶走。 

 乌军在巴赫穆特东郊将俄军击退2公里。 俄国人被迫离开沥青厂。 瓦格纳的团队花了 2 个月的时间才跑完这 
2 公里，但他们在 48 小时内就输了。 

10月25日 
 已确认赫尔松地区贝里斯拉夫定居点地区的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弹药仓库遭到火灾破坏。人员损失正在澄
清中。 

 由于国防军大炮的攻击，弹药仓库和10多个所谓的“Kadyrivets”（来自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
部队的战士）在新万尼夫卡定居点被摧毁，卢甘斯克地区。在 Svatove 定居点，多达 10 名占领者和大约 5 
辆装有弹药的卡车也被摧毁。 

 10 月 24 日至 25 日，大约 100 名受伤的敌军士兵被送往卢甘斯克地区 Golubivka 定居点的市医院。 
10月26日 
 “在哈尔科夫州，还有 28 个定居点仍被俄罗斯人占领。这些是库皮扬区的定居点。积极的敌对行动正在进行
中。然而，天气和敌人都会做出自己的修正——没有人自愿离开乌克兰领土，因此我们的士兵必须在非常艰苦
的战斗中赢回每一米土地，”乌克兰陆军司令奥列格·西内古波夫在电视节目中说。 

 在赫尔松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进行了积极防御并开展了一些进攻行动。 “那里正在进行战斗。总参谋部本
身将其定位为防御性行动，在此框架内进行一些进攻性行动。上周，前线事件的强度有所降低，我们实际上处
于积极防御状态，”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说。 

10月27日 
 武装总参谋部主要作战部副部长奥列克西·格罗莫夫说：“俄罗斯人可能会再次对基辅发动进攻，因为他们认
为他们无法在南部或东部方向突破前线。”乌克兰军队。 

 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克兰武装部队摧毁了8个单位的各种类型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并打伤了多达120名军人。在
赫尔松地区暂时占领的领土上，有大约 100 名受伤士兵被送往医疗设施。 

 在赫尔松地区，由于乌克兰守军的炮击，23 名“Kadyrivets”被打死，另有 58 人受伤。这些数据由车臣负
责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于 10 月 27 日星期四在其 Telegram 频道中提供。 

 乌克兰国旗在卢甘斯克地区的涅夫斯克定居点飘扬。 
10月28日 
 俄罗斯媒体一致宣布部分动员完成。乌克兰方面认为，俄罗斯的动员措施将在未来继续，但不是官方的。俄方
承认，在军队正式动员之初，动员军人的供给存在问题。 

 在赫尔松地区的贝里斯拉夫定居点，俄罗斯军人成群结队地换上便服，搬进私人住宅。 
 由于乌克兰国防军部队的点击，前一天在马约尔斯克定居点地区摧毁了大约 300 名准备再次袭击的士兵。第
二天，约有 60 名轻伤者被送往霍利夫卡市的医疗机构。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切尔沃诺皮夫卡村，多达 20 名敌
军士兵被摧毁，约 30 人不同程度受伤。 

10月29日 
 早上，暂时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生爆炸声。根据初步数据，俄罗斯联邦黑海舰队的旗舰“马卡罗夫海军上将”
号舰起火。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同日，乌俄双方又进行了一次战俘交换。另有 52 名乌克兰人从俄罗斯囚禁中返回。获释者包括在马里乌波
尔、亚速斯塔尔、哈尔科夫州、顿涅茨克州、布赫、基辅州、兹米尼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俄罗斯人俘虏的
人。 

 乌克兰东部部队发言人切列瓦蒂说，卢甘斯克地区的“斯瓦托夫-克里米纳”路线处于乌克兰军方的全面火力
控制之下。 “战斗工作继续在那里，这将在稍后讨论，”他指出。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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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内，俄罗斯人进行了26 导弹和 128 空袭，用多发火箭榴弹进行了多次炮击。 

哈
尔
科
夫
及
周
围

地
区
 

 在一周内，敌人用桶装和火箭炮以及坦克和迫击炮轰炸了该地区的库皮扬斯基、楚古伊夫斯基、哈尔科夫斯

基、博戈杜希夫斯基和伊久姆斯基地区。行政楼和住宅楼受损，没有人员伤亡。在 Kozacha Lopan 村附近的

哈尔科夫区，一名正在放羊的 71 岁妇女被地雷炸毁。她因受伤住院。在伊久姆地区，一枚反坦克地雷炸毁

了一辆由国家紧急服务中心的烟火师组成的汽车——1 人死亡、6 人受伤、5 人情况极为严重。 10月30日，

在库皮扬斯克，由于炮击，一处民用工业设施受损，并发生大规模火灾。 

尼
古
拉
耶
夫
和

周
围
地
区
  俄罗斯人继续炮击 Mykolaiv 区的后方社区。太阳能电池板、基础设施、电力线受损。在巴什坦地区，一所

幼儿园受到了打击。一栋住宅楼被毁，农舍被毁。对位于分界线上的 Berezneguvat 社区的领土和定居点的

炮击仍在继续。 10 月 27 日至 28 日晚上，Mykolaiv 遭到 S-300 防空导弹的炮击。一人受伤。一座 3 层

的行政大楼被摧毁，一座多层的建筑和一家面包店遭到破坏。 

扎
波
罗
热
和
周
围
地
区
  扎波罗热和该地区遭受炮击。 Vasylivskyi 和 Pologivskyi 地区遭受的损失最大。有报道称市民的房屋

（公寓）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在奥里希夫，市中心的一座多层建筑和周围的私人住宅在遭到防空导弹炮击

后起火。据了解，Preobrazhenka 村有两死一伤。扎波罗热也在 10 月 27 日晚上遭到袭击。根据初步信

息，这次袭击是由三枚 Smerch 多管火箭系统的炮弹造成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10 座公寓楼和教育机构的

窗户被炸毁。十余间民宅的屋顶、门窗被毁。 

 由于俄罗斯于 10 月 30 日炮击工业区，Energodar 的大部分地区都停电了。 根据初步信息，其中一个变电

站被击中。 该市继续遭受炮火袭击。 

 本周，警方共收到 175 份关于该地区公民房屋（公寓）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报告。 

第
聂
伯
罗
和
周
围
地

区
 

 俄罗斯人继续炮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从而恐吓民众。 Nikopol、Marganets、Miriv 和 

Chervonogrigoriv 社区遭到攻击。没有受害者。损坏的房屋、汽车、食品企业、供水系统、残缺的电力线。

在尼科波尔，BM-21火箭炮 (Grad)的炮击破坏了十几座高层和私人建筑、几家商店、一家家具厂、一家酒

店、一个公共汽车站、一条天然气管道和电力网络。据报道有一人受伤（在 10 月 28 日的炮击中）。 10月

25日，俄罗斯火箭弹击中第聂伯罗的一个加油站，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5岁的孕妇。四人受伤。 

顿
涅
茨
克
及
地
区
  俄罗斯人继续炮轰前线的定居点。 

 在顿涅茨克方向，马林斯基社区受到炮击的影响最大。在 Kostyantynivka、Elizavetivka、Marinka、

Krasnohorivka、Maksimilianivka 以及 Ocheretyan 社区的 Avdiivka 和 Pervomaisk 都遭到炮袭。 

 在 Horlivskyi 方向，托列茨克、索莱达斯克、斯维特洛达尔斯克、恰索沃亚尔斯克、巴赫穆茨克社区受到

攻击。在 Soledar 社区，Rozdolivka、Yakovlivka 和 Bakhmutskyi 附近发生了孤立的炮击事件。 

 Lymansk 社区继续向 Lysychansk 方向进行大规模炮击——Torske 和 Zarichne 再次受到影响。克拉马托尔

斯克也遭到袭击——非住宅建筑和一家前企业遭到破坏。据初步信息，没有遇难者，关键基础设施没有受

损。 

其
他
地
区
 

 基辅地区至少记录了六次无人机袭击，基础设施物体遭到破坏。 此外，10 月 27 日，敌人炮击了苏梅地区

的霍金斯克和比洛波尔斯克社区。 没有受害者和受害者。 

本周炮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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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在基辅和乌克兰的其他七个地区，周一临时停电，这是为了修复俄罗斯炮击

而损坏的设备所必需的。 

25.10 

 乌克兰政府启动了吸引失业者加入国家“复兴军”的机制通过参与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由于战争，预计乌

克兰的失业率将相当高，年底约为 30%。 乌克兰国家将以最低工资水平支付“军队”的工作费用，自 10 月

以来为 6,700 UAH（约 181 美元）。 这种性质的工作包括：清除高速公路上的碎片，加固水坝，在社会场

所进行维修和恢复工作，满足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需要。 

 副总理兼临时占领区重返社会事务部长伊琳娜·韦列什丘克呼吁自战争开始后出国的乌克兰人，如果可能的

话，不要在冬天返回乌克兰，由于炮击和基础设施超载的危险。 

 据政府预测，2023年国债规模将达到国家GDP的106%。占GDP 106% 的债务每年可使乌克兰经济增长放缓

0.84%。 

 俄罗斯人实际上停止了从被占领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向乌克兰控制的领土释放疏散车辆。 

26.10 

 在基辅地区，作为冬季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已经准备了 754 个取暖点，在该

地区 69 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取暖点。 在村庄加热点设计用于最多 30 人同时

停留，在城市 - 最多 300 人。 

 乌克兰外交部要求乌克兰执法机构对俄罗斯总统儿童权利代表利沃娃·贝洛

娃（Lvova Belova）提起诉讼，她宣称她“收养”了一名从马里乌波尔被带

去的孩子。俄罗斯专员还承认协助在俄罗斯联邦非法收养来自顿巴斯被俘地

区的大约 350 名儿童。将乌克兰儿童从暂时占领的乌克兰领土转移到俄罗斯并随后被俄罗斯公民收养严重

违反了 1949 年《日内瓦战时保护平民公约》。 

27.10 

 俄罗斯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当局”宣布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戒严令”在被占领土实行军事审查。 

10月27日，全区启动“市民手机选择性预防检查”。 

 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基辅的电力短缺可能达到 30%，因此停电时间将更长，并影响到

更多的消费者。 

 明年，乌克兰每月将需要超过 30 亿美元来支付社会开支。 财政部长谢尔希·马尔琴科在“乌克兰战争：为

胜利筹资”的讨论中表示了这一点，据该部新闻服务报道。 

28.10 

 基辅继续稳定停电。 这是由“DTEK基辅电网”公司的新闻服务部门报道的。 一般来说，基辅和基辅地区有 

4 到 6 个小时停电。 DTEK 公司将审查基辅的风扇停电时间表，限制的持续

时间可能会增加到六个小时。 

 根据2022年的结果，乌克兰人的实际工资将减少四分之一。 自战争

开始以来，已有 404,000 名乌克兰公民获得失业身份。 据乌克兰就业服务

中心称，8名失业者申请了1个职位空缺。 

 基辅市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表示，首都的电力供应情况将需要大约 

2-3 周的时间才能稳定下来。 

 乌克兰燃料价格的增长明显放缓（9 月份为 66.2%），尽管其水平稳定在高位。 未来，燃料价格的上涨速度

会更慢（一年高达 20%）。 

29.10 
 在顿涅茨克地区、哈尔科夫地区和赫尔松地区的光复失地，已经发现了一千多具尸体,内政部长丹尼斯·莫

纳斯提尔斯基说。 我们在顿涅茨克地区发现了268具尸体，在哈尔科夫地区发现了765具尸体，在赫尔松地

区发现了44具尸体。 

人道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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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图 

Shelling of the Zaporizhzhia region 

Attack on a gas station in Dni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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