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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德國總理奧拉夫·舒爾茨在柏林見了烏克蘭總理什米哈爾，並呼籲對烏克蘭
戰後重建進行投資：“誰投資於烏克蘭的復興，誰就投資於未來的歐盟成員
國”。 

 伊朗準備與烏克蘭一起調查向俄羅斯供應無人機的情況，並承諾如果俄羅斯
使用其無人機得到證實，“不會無動於衷”——該國外交部長。 

25.10 

 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抵達基輔進行訪問。在基輔舉行的簡
報會上，施泰因邁爾宣布向烏克蘭轉移另外兩門 MARS 火箭發射器和四門 
Panzerhaubitze 2000 榴彈炮。德國總統還對澤連斯基說：“我同意您的觀點，需
要公正的世界。普京想要的世界可能會引發一場新的戰爭。 
 兩名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美國正在考慮向烏克蘭運送老鷹防空設備。 
 意大利總理喬治亞·梅洛尼表示，羅馬不會屈服於普京的能源訛詐，將繼

續與勇敢的烏克蘭人民抗爭俄羅斯侵略的夥伴。“這是捍衛我們國家利益的最
佳方式，”喬治亞·梅洛尼說。後來，她在參議院的一次演講中強調，她支持
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這是基輔和莫斯科之間可能實現和平的唯一條件
。 

 烏克蘭、摩爾多瓦和格魯吉亞應邀參加將於11月29日至30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
的北約國家外長峰會。 

 英國新任首相裏希·蘇納克證實，他打算在不久的將來會見澤連斯基。英國首
相還保證，英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將保持不變。 

26.10 

 波蘭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承認俄羅斯政權是恐怖分子。 
 澳大利亞將向烏克蘭提供30輛 Bushmaster 裝甲運兵車，並在英國部署多達70名教官訓練烏克蘭軍隊。 
 立陶宛武裝部隊指揮官魯普希斯表示，在該國國防委員會的下次會議上，他將提議不將 PzH 2000 自行火
炮和 NASAMS 防空系統轉讓給烏克蘭。“我們已經到了無法再回饋的極限。我們必須明白，我們也對北約
負有義務，”他說。 

27.10 

 來自西班牙的新一籃子援助計劃連同四架Hawk防空系統發射器將很快抵達烏克蘭。這是由北約秘書長延
斯·斯托爾滕貝格宣布的。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表示，首批 NASAMS 防空系統將於 11 月初移交給
烏克蘭。 

 英國前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將在國際舞台上為烏克蘭宣傳“馬歇爾計劃”——
英國《每日電訊報》。據報道，約翰遜在威斯敏斯特開設了一個辦事處，他希
望從那裏建立一個基金來支持烏克蘭。 

 立陶宛國防部長 Arvydas Anushauskas 宣布向烏克蘭運送 7 輛裝甲 SUV 豐田
陸地巡洋艦 200 和其他設備。 

28.10 

 五角大樓宣布了一項新的 2.75 億美元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計劃。 
 新援助將包括HIMARS彈藥、精確制導炮彈、遠程采礦系統、HMMWV裝甲車和小型武器彈藥。援助計劃中還
將包括非星鏈軍用衛星通信。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宣布推出加拿大政府的“烏克蘭主權債券”，旨在支持在與俄羅斯的戰爭中
為援助烏克蘭提供資金支持。 

 在布拉格，數千人出來進行反政府抗議，要求提前選舉，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合同，退出北約和歐盟、
聯合國和世衛組織，以及結束“計劃烏克蘭難民解散國家。” 

  

29.10 
 9 個歐洲國家退出歐洲獨立新聞委員會聯盟，以示對烏克蘭的支持。主要原因是不排除俄羅斯代表的組
成。離開的國家名單：亞美尼亞、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格魯吉亞、愛爾蘭、摩爾多瓦、挪威和瑞典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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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 

2022 年 10 月 24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0 日期間俄羅斯軍隊的損失 

人員  3730 
坦克  88 

戰鬥裝甲車  169 
火炮系統/MSW  56/9 
防空武器  8 

飛機/直升機  4/7 
無人機  51 

汽車設備和油槽  81 
特殊設備  6 

 俄羅斯人正試圖控制暫時占領的領土，集中力量限制國防軍在
某些方向的行動，並沒有放棄在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方向進行
進攻行動的企圖。他們對接觸線沿線的烏克蘭軍隊陣地進行炮
擊，對不同方向的陣地進行防禦工事並進行空中偵察。俄羅斯
軍隊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法律和戰爭慣例，繼續襲擊關鍵基
礎設施和平民住宅。 
 

 截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俄軍已損失 7 萬多名士兵。 俄軍
指揮部為了避免人員恐慌，千方百計掩蓋軍人的真實損失。 

 Volyn 和 Poliske 方向的情況沒有明顯改變。 白俄羅斯共和國
繼續支持俄羅斯聯邦對烏克蘭的武裝侵略。 來自該國領土的導
彈襲擊和使用攻擊無人機的威脅仍然存在。 

24.10.2022 
 武裝部隊正向盧甘斯克地區的克雷明納亞 (Kreminnaya) 和斯瓦托沃方向推進。 據 ISW 報道，頓涅茨克
地區的 Siversk、Soledar、Bakhmut、Avdiivka 和 Maryinka 地區的激烈戰鬥仍在繼續。 

 此外，據美國戰爭研究所稱，自俄羅斯於 9 月 13 日開始在烏克蘭使用伊朗提供的 Shahed-136 無人機
以來，烏克蘭軍隊共擊落了 273 架伊朗提供的 Shahed-136 無人機 

 眾所周知，在白俄羅斯的伊朗教官協助俄羅斯軍隊協調此前在基輔地區、烏克蘭北部和西部地區的 
Shahed-136 無人機襲擊。 

 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了赫爾松地區的 90 多個定居點。 解放區正在采取穩定措施。 大約 12,000 人居住
在無人居住的定居點。 目前，烏克蘭武裝部隊正在為戰略道路之一與敵人作戰，OK“Pivden”報道。 

 烏克蘭武裝部隊將占領者從盧甘斯克地區的卡爾馬濟尼夫卡、米亞索紮裏夫卡和涅夫斯基以及頓涅茨克
地區的新薩多沃趕走。 

 烏軍在巴赫穆特東郊將俄軍擊退2公裏。 俄國人被迫離開瀝青廠。 瓦格納的團隊花了 2 個月的時間才跑
完這 2 公裏，但他們在 48 小時內就輸了。 

25.10.2022 
 已確認赫爾松地區貝裏斯拉夫定居點地區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集中區、彈藥倉庫遭到火災破壞。人員損失
正在澄清中。 

 由於國防軍大炮的攻擊，彈藥倉庫和10多個所謂的“Kadyrivets”（來自車臣共和國領導人拉姆讚·卡
德羅夫部隊的戰士）在新萬尼夫卡定居點被摧毀，盧甘斯克地區。在 Svatove 定居點，多達 10 名占領
者和大約 5 輛裝有彈藥的卡車也被摧毀。 

 10 月 24 日至 25 日，大約 100 名受傷的敵軍士兵被送往盧甘斯克地區 Golubivka 定居點的市醫院。 
  

26.10.2022 
 “在哈爾科夫州，還有 28 個定居點仍被俄羅斯人占領。這些是庫皮揚區的定居點。積極的敵對行動正在
進行中。然而，天氣和敵人都會做出自己的修正——沒有人自願離開烏克蘭領土，因此我們的士兵必須
在非常艱苦的戰鬥中贏回每一吋土地，”烏克蘭陸軍司令奧列格·西內古波夫在電視節目中說。 

 在赫爾松地區，烏克蘭武裝部隊進行了積極防禦並開展了一些進攻行動。 “那裏正在進行戰鬥。總參謀
部本身將其定位為防禦性行動，在此框架內進行一些進攻性行動。上周，前線事件的強度有所降低，我
們實際上處於積極防禦狀態，”國防部副部長漢娜·馬利亞爾說。 

28.10.2022 
 俄羅斯媒體一致宣布部分動員完成。烏克蘭方面認為，俄羅斯的動員措施將在未來繼續，但不是官方的
。俄方承認，在軍隊正式動員之初，動員軍人的供給存在問題。 

 在赫爾松地區的貝裏斯拉夫定居點，俄羅斯軍人成群結隊地換上便服，搬進私人住宅。 
 由於烏克蘭國防軍部隊的點擊，前一天在馬約爾斯克定居點地區摧毀了大約 300 名準備再次襲擊的士兵
。第二天，約有 60 名輕傷者被送往霍利夫卡市的醫療機構。在盧甘斯克地區的切爾沃諾皮夫卡村，多達 
20 名敵軍士兵被摧毀，約 30 人不同程度受傷。 

29.10.2022 
 早上，暫時被占領的克里米亞發生爆炸聲。根據初步數據，俄羅斯聯邦黑海艦隊的旗艦“馬卡羅夫海軍
上將”號艦起火。烏克蘭方面尚未對此事發表評論。 

 同日，烏俄雙方又進行了一次戰俘交換。另有 52 名烏克蘭人從俄羅斯囚禁中返回。獲釋者包括在馬裏烏
波爾、亞速斯塔爾、哈爾科夫州、頓涅茨克州、布赫、基輔州、茲米尼島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被俄羅斯
人俘虜的人。 

 烏克蘭東部部隊發言人切列瓦蒂說，盧甘斯克地區的“斯瓦托夫-克裏米納”路線處於烏克蘭軍方的全面
火力控制之下。 “戰鬥工作繼續在那裏，這將在稍後討論，”他指出。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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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26 導彈和 128 空襲，516  用多發火箭榴彈進行了多次炮擊。 

哈
爾
科
夫
及
周

圍
地
區
 

 在一周內，敵人用桶裝和火箭炮以及坦克和迫擊炮轟炸了該地區的庫皮揚斯基、楚古伊夫斯基、哈爾科
夫斯基、博戈杜希夫斯基和伊久姆斯基地區。行政樓和住宅樓受損，沒有人員傷亡。在 Kozacha Lopan 
村附近的哈爾科夫區，一名正在放羊的 71 歲婦女被地雷炸毀。她因受傷住院。在伊久姆地區，一枚反
坦克地雷炸毀了一輛由國家緊急服務中心的煙火師組成的汽車——1 人死亡、6 人受傷、5 人情況極為
嚴重。 10月30日，在庫皮揚斯克，由於炮擊，一處民用工業設施受損，並發生大規模火災。 

尼
古
拉
耶
夫

和
周
圍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炮擊 Mykolaiv 區的後方社區。太陽能電池板、基礎設施、電力線受損。在巴什坦地區，
一所幼稚園受到了打擊。一棟住宅樓被毀，農舍被毀。對位於分界線上的 Berezneguvat 社區的領土和
定居點的炮擊仍在繼續。 10 月 27 日至 28 日晚上，Mykolaiv 遭到 S-300 防空導彈的炮擊。一人受
傷。一座 3 層的行政大樓被摧毀，一座多層的建築和一家面包店遭到破壞。 

札
波
羅
熱
和
周
圍
地

區
 

 札波羅熱和該地區遭受炮擊。 Vasylivskyi 和 Pologivskyi 地區遭受的損失最大。有報道稱市民的房
屋（公寓）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在奧裏希夫，市中心的一座多層建築和周圍的私人住宅在遭到防空導
彈炮擊後起火。據了解，Preobrazhenka 村有兩死一傷。札波羅熱也在 10 月 27 日晚上遭到襲擊。根
據初步信息，這次襲擊是由三枚 Smerch 多管火箭系統的炮彈造成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10 座公寓
樓和教育機構的窗戶被炸毀。十余間民宅的屋頂、門窗被毀。 

 由於俄羅斯於 10 月 30 日炮擊工業區，Energodar 的大部分地區都停電了。 根據初步信息，其中一
個變電站被擊中。 該市繼續遭受炮火襲擊。 

 本周，警方共收到 175 份關於該地區公民房屋（公寓）和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的報告。 

第
聶
伯
羅
和
周
圍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炮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從而恐嚇民眾。 Nikopol、Marganets、Miriv 和 
Chervonogrigoriv 社區遭到攻擊。沒有受害者。損壞的房屋、汽車、食品企業、供水系統、殘缺的電
力線。在尼科波爾，BM-21火箭炮 (Grad)的炮擊破壞了十幾座高層和私人建築、幾家商店、一家家具廠
、一家酒店、一個公共汽車站、一條天然氣管道和電力網絡。據報道有一人受傷（在 10 月 28 日的炮
擊中）。 10月25日，俄羅斯火箭彈擊中第聶伯羅的一個加油站，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25歲的孕
婦。四人受傷。 

  

其
他
地
區
 

 基輔地區至少記錄了六次無人機襲擊，基礎設施物體遭到破壞。 此外，10 月 27 日，敵人炮擊了蘇梅
地區的霍金斯克和比洛波爾斯克社區。 沒有受害者和受害者。 

頓
涅
茨
克
及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炮轟前線的定居點。 
 在頓涅茨克方向，馬林斯基社區受到炮擊的影響最大。在 Kostyantynivka、Elizavetivka、Marinka、
Krasnohorivka、Maksimilianivka 以及 Ocheretyan 社區的 Avdiivka 和 Pervomaisk 都遭到炮襲。 

 在 Horlivskyi 方向，托列茨克、索萊達斯克、斯維特洛達爾斯克、恰索沃亞爾斯克、巴赫穆茨克社區
受到攻擊。在 Soledar 社區，Rozdolivka、Yakovlivka 和 Bakhmutskyi 附近發生了孤立的炮擊事件
。 

 Lymansk 社區繼續向 Lysychansk 方向進行大規模炮擊——Torske 和 Zarichne 再次受到影響。克拉
馬托爾斯克也遭到襲擊——非住宅建築和一家前企業遭到破壞。據初步信息，沒有遇難者，關鍵基礎設
施沒有受損。 

本周炮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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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在基輔和烏克蘭的其他七個地區，周一臨時停電，這是為了修復俄
羅斯炮擊而損壞的設備所必需的。 

25.10 

 烏克蘭政府啟動了吸引失業者加入國家“復興軍”的機制通過參與對社會有益的工作。 由於戰
爭，預計烏克蘭的失業率將相當高，年底約為 30%。 烏克蘭國家將以最低工資水平支付“軍隊”
的工作費用，自 10 月以來為 6,700 UAH（約 181 美元）。 這種性質的工作包括：清除高速公
路上的碎片，加固水壩，在社會場所進行維修和恢復工作，滿足烏克蘭武裝部隊的需要。 

 副總理兼臨時占領區重返社會事務部長伊琳娜·韋列什丘克呼籲自戰爭開始後出國的烏克蘭人，
如果可能的話，不要在冬天返回烏克蘭，由於炮擊和基礎設施超載的危險。 

 據政府預測，2023年國債規模將達到國家GDP的106%。占GDP 106% 的債務每年可使烏克蘭經濟增
長放緩0.84%。 

 俄羅斯人實際上停止了從被占領的赫爾松和札波羅熱地區向烏克蘭控制的領土釋放疏散車輛。 
  

27.10 

 在基輔地區，作為冬季準備工作的一部分，已經準備了 754 個取暖點，在該地區 69 個社區都有
一個取暖點。 在村莊加熱點設計用於最多 30 人同時停留，在城市 - 最多 300 人。 

 烏克蘭外交部要求烏克蘭執法機構對俄羅斯總統兒童權利代表利沃娃·貝洛娃（Lvova Belova）
提起訴訟，她宣稱她“收養”了一名從馬裏烏波爾被帶去的孩子。俄羅斯專員還承認協助在俄羅
斯聯邦非法收養來自頓巴斯被俘地區的大約 350 名兒童。將烏克蘭兒童從暫時占領的烏克蘭領土
轉移到俄羅斯並隨後被俄羅斯公民收養嚴重違反了 1949 年《日內瓦戰時保護平民公約》。 

 俄羅斯任命的札波羅熱地區“當局”宣布根據弗拉基米爾·普京的“戒嚴令”在被占領土實行軍
事審查。 10月27日，全區啟動“市民手機選擇性預防檢查”。 

 由於俄羅斯對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基輔的電力短缺可能達到 30%，因此停電時間將更長
，並影響到更多的消費者。 

 明年，烏克蘭每月將需要超過 30 億美元來支付社會開支。 財政部長謝爾希·馬爾琴科在“烏克
蘭戰爭：為勝利籌資”的討論中表示了這一點，據該部新聞服務報導。 

 

28.10 

 基輔繼續穩定停電。 這是由“DTEK基輔電網”公司的新聞服務部門報道的。 一般來說，基輔和
基輔地區有 4 到 6 個小時停電。 DTEK 公司將審查基輔的停電時間表，限制的持續時間可能會
增加到六個小時。 

 根據2022年的結果，烏克蘭人的實際工資將減少四分之一。 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有 404,000 名
烏克蘭公民獲得失業身份。 據烏克蘭就業服務中心稱，8名失業者申請了1個職位空缺。 

 基輔市市長維塔利·克裏琴科表示，首都的電力供應情況將需要大約 2-3 周的時間才能穩定下來
。 

 烏克蘭燃料價格的增長明顯放緩（9 月份為 66.2%），盡管其水平穩定在高位。 未來，燃料價格
的上漲速度會更慢（一年高達 20%）。 

29.10 

 在頓涅茨克地區、哈爾科夫地區和赫爾松地區的光復失地，已經發
現了一千多具屍體,內政部長丹尼斯·莫納斯提爾斯基說。 我們在頓
涅茨克地區發現了268具屍體，在哈爾科夫地區發現了765具屍體，在
赫爾松地區發現了44具屍體。 

人道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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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砲擊圖 

Shelling of the Zaporizhzhia region 

Attack on a gas station in Dnipro  

Attack o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bject in 

Ky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