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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美國將宣布制裁42名幫助俄羅斯聯邦購買武器的個人和公司——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葉倫。美
國財政部已對俄羅斯主要軍工企業實施制裁，商務部已暫停出口美國零部件和用於俄羅斯軍事裝
備的美國技術。 

 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一項關於賠償因俄羅斯侵略造成的損失的決議。94 個國家對決議投了贊成票，
14 個國家投了反對票，73 個國家棄權。14個反對該決議的國家有：巴
哈馬、白俄羅斯、中國、古巴、朝鮮、厄立特裏亞、埃塞俄比亞、伊朗
、馬利、尼加拉瓜、俄羅斯、敘利亞、中非共和國和辛巴威。  

 周一，歐盟國家外交部長決定開始對烏克蘭部隊進行訓練。該計劃設想
，最初約有 15,000 名烏克蘭軍事人員將在德國、波蘭和其他歐盟國家
接受培訓。 

 拜登認為收復赫爾松是烏克蘭的重大勝利，並宣布美國不會在沒有烏克蘭參與的情況下與俄羅斯
聯邦進行談判。 

 “我們不會參與任何談判。烏克蘭不參與就沒有談判。這是烏克蘭人必須做出的決定。” 
 英國為烏克蘭能源支持基金分配了第一筆 580 萬美元。該國外交部表示，烏克蘭將得到英國的進
一步支持，以維持全國各地的照明，並恢復因遭俄羅斯襲擊而受損的能源基礎設施。 

 加拿大將對俄羅斯公民實施額外制裁。這些制裁將影響來自俄羅斯司法和安全部門的 23 名成員
。此外，加拿大宣布向烏克蘭撥款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計劃。這些資金將用於購買監視和通訊設
備、燃料和藥品。 

16.11 

 在波蘭墜落的導彈強調了烏克蘭和俄羅斯需盡快達成停火的必要性——歐班政府的行政首長。同
時，他強調“戰爭的責任只有俄羅斯承擔”，匈牙利表示聲援烏克蘭。 

 克羅埃西亞政府計劃批准將 14 架經過各種改裝的蘇聯 Mi-8 直升機轉移到烏克蘭的決定，期望
從美國獲得更多現代化的黑鷹作為回報。 

 德國向烏克蘭提供了 MARS II MLRS、反無人機防禦系統、排雷裝置、汽車設備、備件和野地加熱
器。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北約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為烏克蘭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統。 
 根據 Ramstein-7 的會議結果，至少有六個國家宣佈進一步向烏克蘭- 提供軍事援助。 
o 這是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宣布的。尤其是，  
o 瑞典將提供價值 2.87 億美元的援助計劃，其中特別包括防空

系統； 
o 西班牙——另外兩架鷹式發射器和導彈； 
o 加拿大——5億美元的援助和冬季裝備； 
o 德國 - 用於 MLRS 的防空系統、火炮和彈藥； 
o 希臘 - 155-mm炮彈； 
o 波蘭 - 額外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以及短程防空系統。 

 捷克議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決議，將俄羅斯現任政府稱為恐怖政權。 

17.11 

 在立陶宛，他們以 25 萬美元的價格為烏克蘭購買了一架海上無人機，並為其取了一個響亮的名
字——“PEACE Dec”。（這個名字聽起來很像罵人的話，意思是“快要完蛋了”） 

 芬蘭宣布了自戰爭開始以來對烏克蘭的最大一籃子軍事援助，金額為 5560 萬歐元。援助計劃中
具體包括哪些武器以及何時提供這些武器都沒有透露。 

 瑞典議會已批准向烏克蘭提供創紀錄的 2.87 億美元（超過 30 億瑞典克朗）的軍事援助。 
 援助包包括防空系統、彈藥、裝甲車、個人裝備，特別是冬季彈藥。 

18.11 

 梵蒂岡再次確認，準備盡一切可能調解和結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同時澄清說，梵蒂岡讚賞
任何可能導致真正停火和真正談判的想法。 

 2023年烏克蘭將獲得歐盟約180億歐元的總體金融援助。烏克蘭總理什米哈爾表示，下周將有 25 
億歐元的援助抵達該國。 

19.11 

 英國首相裏希·蘇納克低調抵達基輔進行訪問。英國首相承諾用125門高射炮和反無人機裝備加
強烏克蘭的防空，同時宣布打算向烏克蘭提供1600萬英鎊的人道主義援
助。 

 愛沙尼亞將向烏克蘭運送27輛城市公車和13台發電機。還計劃向烏克蘭
派出兩輛救護車。 

 瑞典國防部長奧列克西·雷茲尼科夫說，瑞典向烏克蘭提供了最大的安
全支持。斯德哥爾摩為烏克蘭提供的第九個援助計劃總額為 30 億瑞典
克朗。“這比之前八個包裹的總和還要多。它包括我們的防空系統、車輛、彈藥和裝備。”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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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一周內 11月 14日 到 11 月 20日 俄 

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3740 

坦克   52 

裝甲車   80 

火炮系統/MSW   43/0 

防空系統   3 

飛機/直升機   0 

無人機   30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83 

專業技術設備  1 

 俄羅斯軍隊正在集中力量限制烏克蘭國防軍在某些地區的行動

，同時在Bakhmut、Avdiiv和Novopavliv地區開展進攻行動。它

繼續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戰爭法和慣例襲擊關鍵基礎設施和

民用住宅。特別是，本周烏克蘭經歷了自2月24日以來最大規模

的導彈襲擊。白俄羅斯仍繼續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武裝侵略

。 

11月14日 

 截至11月14日，烏克蘭武裝部隊收復了2月24日之後被俄羅斯占領的烏克蘭領土的52.5%。 

11月15日 

 俄羅斯占領軍在赫爾松地區從Dnipro河左岸建立的防線深入15-20 公里，以保護自己免受烏克蘭部隊的

炮擊，但烏克蘭南部軍隊卻對敵人的後勤進行了火力打擊。烏克蘭南部國防軍聯合協調新聞中心負責人

Natalia Humenyuk 報導了這一消息。 

 11月15日下午2點30分左右，俄羅斯人用海空巡航導彈襲擊了烏克蘭領土。俄羅斯總共發射了96枚導彈。

目標是烏克蘭的能源基礎設施。烏克蘭防空部隊摧毀了73枚導彈和10架神風無人機。盡管烏克蘭的反擊

效率很高，但由於烏克蘭幅員遼闊，防空裝備嚴重不足。烏克蘭空軍發言人Yurii Ignat)說：“這就是

我們覆蓋某些區域、不斷移動和保持機動的原因。” 

 借助來自12個國家服役的NASAMS系統，有可能提高烏克蘭的防空水平。“如果這些國家能夠提供這些系

統，那將是合適的。我們也想要Patriot系統，”空軍發言人補充說。  

11月16日 

 據烏克蘭國防部稱，11 月 15 日，烏克蘭部隊收復了大約 200 個定居點。 

 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Hanna Maliar說：“現在烏克蘭國防軍正逐漸向幾個方向推進。這可以說是哈爾科

夫地區、盧甘斯克地區和南部地區。” 

 與此同時，她強調，深入領土的俄羅斯人繼續襲擊解放的定居點。根據 Maliar 的說法，最激烈的戰鬥仍

在頓涅茨克地區進行，那裏每天都會發生數十起俄軍襲擊事件。 

 “烏克蘭武裝部隊非常自信地保衛邊界。戰鬥激烈而可怕，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敵人沒有前進一釐米”

，她說。 

11月17日 

 11月17日，俄羅斯再次用TY-95MS戰略飛機襲擊烏克蘭。9架攜帶導彈的轟炸機共發射了18枚Kh-101/Kh-

555巡航導彈。敵人瞄準了Dnipro地區的一家企業和烏克蘭的天然氣生產行業。 

 烏克蘭武裝部隊控制著暫時占領的克里米亞附近的領土。據副總參謀長Oleksiy Gromov稱，烏克蘭軍隊

確實已經抵達Dnipro海岸。這使烏克蘭可以控制暫時占領的半島附近的領土。 

11月18日 

 英國情報顯示，俄羅斯可能將從赫爾松撤出的部分部隊調往頓涅茨克地區的Bakhmut方向。 

 俄羅斯軍隊的部隊在與克里米亞接壤的邊界附近以及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之間的 Sivirsky-Donets 

河沿岸建造了新的戰壕系統。根據情報，這些防線有的距離前線有60公里。 

11月19日 

 部分俄羅斯軍隊從赫爾松地區轉移到盧甘斯克地區。在Novoaidar，俄羅斯占領軍各單位的行動已被記錄

下來。在Kinburska kosa，烏克蘭武裝部隊襲擊了敵方人員、武器和裝備集中的地區。正是從那裏，俄

羅斯向Dnipro-Buzkiy的港口拖船和穀物駁船火。 

 根據詳細信息，在 11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間，大約 500 名俄羅斯占領軍受傷軍人被從Mayorsk方向送

Horlivka的醫院，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動員起來的。 

 Skadovsk 區 Mykhailivska 定居點的敵人集中區遭到炮火襲擊。人員損失達 40 人死亡和 70 人受傷。

他們被送往臨時占領的克里米亞的醫院。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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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 143 導彈和 89 空襲，用多枚火箭榴彈進行了超過 361 的炮擊。 

11
1 

月
 1
5 

日
襲
擊
 

 11月15日，俄羅斯發動了能源行業史上最大規模的襲擊，波及烏克蘭所有地區。 烏克蘭全境開始大規模緊急
停電。 大多數命中都在該國的中部和北部。 防空部隊擊落了從裏海和黑海以及俄羅斯聯邦羅斯托夫地區發
射的 73 枚巡航導彈和 10 架 Shahed-136 無人機。 

 由於來自俄羅斯占領者的炮擊，烏克蘭近 50% 的能源系統出現故障。 
 俄羅斯火箭擊中了基輔佩喬爾斯克區的兩座民宅。救援人員發現了一名死者的屍體。 一枚俄羅斯火箭炸死了
基輔地區 Plesetske 村的一名居民。 一名 69 歲的婦女在墓地悼念她的丈夫，因火箭彈碎片造成致命傷而
死亡。 

 利沃夫、哈爾科夫、羅夫諾、日托米爾、波爾塔瓦州的 Kremenchug 區、基洛沃格勒州的 Kropyvnytskyi 區
、Khmelnytskyi、Volyn 和文尼察州的重要基礎設施遭到襲擊。 利沃夫有一人受傷。. 

11
 
月
 1
7 

日
襲
擊
 

 11月17日，俄羅斯對烏克蘭東部的天然氣生產基礎設施進行了大規模炮擊。 俄羅斯發射了多達 18 枚 Kh-
101/Kh-555 巡航導彈和 5 架無人機。 防空系統擊落了 4 枚 Kh-101 導彈、5 枚“Shakhed”導彈和 2 枚
制導空中導彈。 

 在第聶伯羅，兩個基礎設施記錄了幾次命中。 火箭襲擊了該市的兩個地區。 23人受傷。 其中15人在醫院。 
一家工業企業、房屋、一輛無軌電車和一條繁忙的街道遭到破壞。 總理丹尼斯·什梅哈爾認為，俄羅斯正在
對烏克蘭的天然氣生產進行攻擊，尤其是 Pivdenmash 企業。 那裏發生了一場大火。 

 敖德薩地區的基礎設施遭到火箭彈襲擊而受損。 據了解，有三人受傷。 敖德薩市中心的一個物流設施遭到
襲擊。 一人受傷。 沖擊波損壞了周圍企業的建築物。 這次襲擊是從黑海水域進行的，使用戰術飛機用“
Kalibr”型導彈襲擊：發射的所有六枚導彈都被防空部隊擊落。 

 俄羅斯占領者對哈爾科夫地區伊久姆區的關鍵基礎設施發動了火箭彈襲擊。 三名工人受傷。 
 從11月11日到17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了148次導彈襲擊。 其中在11 月 15 日有 111 個 -。 總結，自 11 
月 11 日以來，有可能擊落 102 個空中目標。 

 除了 11 月 15 日和 17 日的大規模空襲外，烏克蘭全地區在這一周內每天都遭到炮擊。 

其
他
地
區
 

 Orihiv 地區、Gulyaipil 地區、Pologiv 和札波羅熱地區的 Vasyliv 地區的民用基礎設施遭到俄羅斯炮火
襲擊。 Zaporozhye 區的定居點也遭到火箭彈襲擊。電線、土木結構，特別是一棟兩層住宅樓和一個文化中
心遭到破壞。有兩人死亡。 11 月 17 日晚，在 札波羅熱地區的 Vilnyansk，占領者將目標對準了一座住宅
樓。在廢墟下發現了9具屍體。 11 月 18 日晚上，俄羅斯人襲擊了札波羅熱市的一個工業基礎設施——一人
喪生。集中供熱管道損壞。 

 俄羅斯人繼續恐嚇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 Marganetsk、Chervonogrigorivsk、Nikopolsk 和 Myrivsk 
的社區不斷遭到炮擊。 高樓和私人建築、商業企業、農場建築、大學、汽車、汽油、電力線遭到破壞。 

 敵人繼續攻擊哈爾科夫和該地區。 三枚火箭彈到達了城市上空。 工業區的一個工業設施遭到破壞。 伊久姆
區的天然氣工業設備遭到破壞。 在清理後果期間，有 8 人受傷 - 工人和警察。此外，俄羅斯人還襲擊了前
線的定居點：Kupyanskyi（兩人受傷）、Chuguivskyi、Kharkivskyi 區。 

 占領者用高射炮炮擊了尼古拉耶夫地區的 Ochakivska 和 Kutsurubska 社區。 沒有損壞或受傷。 11 月 15 
日當天，尼古拉耶夫州 4 個多月來首次沒有航班。 

 在赫爾松地區，俄羅斯人用坦克、炮管和火箭炮炮擊了卡奇卡裏夫卡、托卡裏夫卡、安東尼夫卡、切爾諾巴
伊夫卡和赫爾松市。 11 月 19 日，占領者在赫爾松地區 Bilozerka 分發麵包期間向一個人道主義點開火。 
炮擊造成5人受傷。 

 俄羅斯人向蘇梅地區的一家關鍵基礎設施企業開炮，其境內共發生19次爆炸。 由於炮擊，三名工人因彈片受
傷被送往醫院。 11 月 18 日晚上，占領者在 Znob-Novgorod 社區的邊界開炮 - 13 個被“炮襲”村莊之一
的郊區。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頓涅茨克地區整條前線都在炮擊之下。 在 Volnovasky 方向，Vugledar 和 Novoukrayinka 遭到炮火攻擊。 
私人住宅遭到破壞。 在頓涅茨克一側，Avdiivsk、Marinsk 和 Ocheretynsk 的社區正在被摧毀。 Avdiivka 
和 Kurakhove 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高層建築、幼稚園和行政大樓遭到破壞。 在 Horlivskyi 方向，
Soledarsk、Toretsk 和 Svitlodarsk 社區遭到炮火襲擊。 Bakhmut 受害最深：兒童和青年中心的房舍被毀
，私人住宅遭到破壞。 

一周內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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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占領者“幾乎摧毀了”為赫爾松地區整個右岸和尼古拉耶夫地區的大部分地區提供能源的能源設施。 

15.11 

 由於電力不足，赫爾松行動運營商的一個基站使用了 Starlink 發電機和終端機。 

 澤倫斯基總統報告說，僅根據官方數據，占領者已將 11,000 名烏克蘭兒童綁架到

俄羅斯。 

16.11 

 烏克蘭環境保護和自然資源部長 Ruslan Strilets 呼籲國際合作夥伴創建一個

全球平台來評估戰爭造成的環境破壞。“我們在烏克蘭記錄了 2,200 多起俄羅斯

犯下的環境犯罪。對我們環境的破壞已經超過 380 億歐元，而且戰爭的每一天都

在增加這一數額。俄羅斯的侵略對氣候造成的直接破壞讓至少有 3300 萬噸二氧化

碳進入大氣層。” 

17.11 

 11月6日，最高拉達原則大致支持一項關於促進志願活動的重要法律草案，以便不從向烏克蘭武裝部隊的捐款

中課稅。 

 戰後註冊的公司董事中有超過四分之一是女性，女性也占了FOP (個體企業家）將近總數的一半。此外，以下

地區的女性人數最多： 

o 頓涅茨克地區； 

o 赫爾松地區； 

o 盧甘斯克地區。 

 11月17日晚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超過1000萬烏克蘭人無電可用。

俄羅斯在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對烏克蘭能源設施造成的大規模破壞可能導致

幾天的停電和“計劃限電”（即某些地區的燈只亮了幾個小時）。總理

Shmyhal說，由於俄羅斯對關鍵和民用基礎設施的導彈襲擊，烏克蘭近一半的

能源系統已經癱瘓。 

 11 月 15 日，烏克蘭的兩座核電站 Khmelnytska 和 Rivne 核電站遭到俄羅

斯的大規模炮擊。據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稱，Khmelnytska核電站在超過九個小時的時間裏沒有完全連接

到電網。停電期間，Khmelnytska發電廠的兩座反應堆停止運作。 

 由於對能源設施的大規模導彈襲擊，經濟部不排除在年底前修改總體經濟預測的需要。 

 最高拉達人權專員Dmytro Lubinets對俄羅斯入侵者在赫爾松地區對平民實施的大規模酷刑感到震驚。據他介

紹，在赫爾松發現了兩個酷刑室，數十人在那裏遭受酷刑。有確鑿證據表明受害

人是在遭受酷刑後被殺害的。直接發言：“人們被電擊、被金屬管打、骨頭被打

斷，而這一切俄羅斯人都拍成影片了。” 

 俄羅斯人開始公開宣傳強行收養烏克蘭兒童。 這些影片還聲稱，僅在 2022 年

一年，俄羅斯官員就從頓巴斯帶走了超過 15 萬名兒童。 ISW 提醒我們，“以娛

樂和康復為幌子的強制收養和驅逐兒童計劃可能構成俄羅斯大規模人口減少運動

的基礎，這可能構成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行為並且是更廣泛的種族清洗。” 

18.11 

 根據連鎖交易中心“Epicentr”的統計數據，發電機的需求量增加了 10 倍，行動電源的購買頻率增加了 16 

倍。 

 烏克蘭 30% 以上的領土布滿了地雷 - 國家緊急服務中心。 從規模上來說，就像是奧地利的兩個領地。 “2 

月 24 日之後，烏克蘭境內的地雷分布面積和數量增加了 10 倍，”國家緊急服務中心負責人 Serhii Kruk 說

。 

 據 Energoatom 報道，周日上午，札波羅熱發電廠發生了 12 起襲擊事件。俄羅斯瞄準並摧毀了發動5號和6號

機組所需的基礎設施，以便恢復札波羅熱核電站的電力生產，以滿足烏克蘭的需求。 

人道主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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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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