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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美国将宣布制裁42名帮助俄罗斯联邦购买武器的个人和公司——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美国财政部
已对俄罗斯主要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商务部已暂停出口美国零部件和用于俄罗斯军事装备的美国技术。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赔偿因俄罗斯侵略造成的损失的决议。94 个国家对决议投了赞成票，14 个国
家投了反对票，73 个国家弃权。14个反对该决议的国家有：巴哈马、白俄罗
斯、中国、古巴、朝鲜、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马里、尼加拉
瓜、俄罗斯、叙利亚、中非共和国和津巴布韦。  

 周一，欧盟国家外交部长决定开始对乌克兰部队进行训练。该计划设想，最
初约有 15,000 名乌克兰军事人员将在德国、波兰和其他欧盟国家接受培
训。 

 拜登认为收复赫尔松是乌克兰的重大胜利，并宣布美国不会在没有乌克兰参
与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联邦进行谈判。 

 “我们不会参与任何谈判。乌克兰不参与就没有谈判。这是乌克兰人必须做出的决定。” 
 英国为乌克兰能源支持基金分配了第一笔 580 万美元。该国外交部表示，乌克兰将得到英国的进一步支
持，以维持全国各地的照明，并恢复因俄罗斯袭击而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 

 加拿大将对俄罗斯公民实施额外制裁。这些制裁将影响来自俄罗斯司法和安全部门的 23 名成员。此外，
加拿大宣布向乌克兰拨款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这些资金将用于购买监视和通讯设备、燃料和药品。 

16.11 

 在波兰坠落的导弹强调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尽快达成停火的必要性——奥尔班政府的行政首长。同时，他强
调“战争的责任只有俄罗斯承担”，匈牙利表示声援乌克兰。 

 克罗地亚政府计划批准将 14 架经过各种改装的苏联 Mi-8 直升机转移到乌克兰的决定，期望从美国获得更
多现代化的黑鹰作为回报。 

 德国向乌克兰提供了 MARS II MLRS、反无人机防御系统、排雷装置、汽车设备、备件和野地加热器。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 
 根据 Ramstein-7 的会议结果，至少有六个国家宣布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 这是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宣布的。尤其是，  
- 瑞典将提供价值 2.87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特别包括防空系
统； 
- 西班牙——另外两架鹰式发射器和导弹； 
- 加拿大——5亿美元的援助和冬季装备； 
- 德国 - 用于 MLRS 的防空系统、火炮和弹药； 
- 希腊 - 155-mm炮弹； 
- 波兰 - 额外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以及短程防空系统。 

 捷克议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将俄罗斯现任政府称为恐怖政权。 

17.11 

 在立陶宛，他们以 25 万美元的价格为乌克兰购买了一架海上无人机，并为其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PEACE Dec”。（这个名子听起来很像骂人的话，意思是“快会完蛋了”） 

 芬兰宣布了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乌克兰的最大一揽子军事援助，金额为 5560 万欧元。援助计划中具体包括
哪些武器以及何时提供这些武器都没有透露。 

 瑞典议会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 2.87 亿美元（超过 30 亿瑞典克朗）的军事援助。 
 援助包包括防空系统、弹药、装甲车、个人装备，特别是冬季弹药。 

18.11 

 梵蒂冈再次确认，准备尽一切可能调解和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同时澄清说，梵蒂冈赞赏任何可能
导致真正停火和真正谈判的想法。 

 2023年乌克兰将获得欧盟约180亿欧元的宏观金融援助。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表示，下周将有 25 亿欧元的
援助抵达该国。 

19.11 

 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低调抵达基辅进行访问。英国首相承诺用125门高射炮和反无人机装备加强乌克兰的
防空，同时宣布打算向乌克兰提供1600万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 

 爱沙尼亚将向乌克兰运送27辆城市公交车和13台发电机。还计划向乌克兰派出
两辆救护车。 

 瑞典国防部长奥列克西·雷兹尼科夫说，瑞典向乌克兰提供了最大的安全支
持。斯德哥尔摩为乌克兰提供的第九个援助计划总额为 30 亿瑞典克朗。“这
比之前八个包裹的总和还要多。它包括我们的防空系统、车辆、弹药和装备。
” 

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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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一周内 11 月 14 日 到 11 月 20 日 
俄罗斯损失: 
人员损失  3740 
坦克  52 
装甲车  80 
火炮系统/MSW  43/0 
防空手段  3 
飞机/直升机  0 
无人机  30 
汽车设备和运油车  83 
专业技术设备  1 

 俄罗斯军队正在集中力量限制乌克兰国防军在某些地区的行动，同

时在Bakhmut、Avdiiv和Novopavliv地区开展进攻行动。它继续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战争法和惯例袭击关键基础设施和民用住宅。

特别是，本周乌克兰经历了自2月24日以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白俄罗斯仍继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武装侵略。 

11月14日 

 截至11月14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了2月24日之后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的52.5%。 

11月15日 

 俄罗斯占领军在Kherson地区从Dnipro河左岸建立的防线深入15-20公里，以保护自己免受武装部队的炮击，但

乌克兰南部军队却对敌人的后勤进行了火力攻击。乌克兰南部国防军联合协调新闻中心负责人Natalia 

Humenyuk报道了这一消息。 

 11月15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俄罗斯人用海空巡航导弹袭击了乌克兰领土。俄罗斯总共发射了96枚导弹。目标

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了73枚导弹和10架神风无人机。尽管乌克兰的反击效率很高，

但由于乌克兰幅员辽阔，防空装备严重不足。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发言人Yurii Ignat)说：“这就是我们覆盖

某些区域、不断移动和保持机动的原因。” 

 借助来自12个国家服役的NASAMS系统，有可能提高乌克兰的防空水平。“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提供这些系统，那

将是合适的。我们也想要Patriot系统，”空军发言人补充说。  

11月16日 

 据乌克兰国防部称，11 月 15 日，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了大约 200 个定居点。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Hanna Maliar说：“现在乌克兰国防军正逐渐向几个方向推进。这可以说是哈尔科夫地

区、卢甘斯克地区和南部地区。” 

 与此同时，她强调，深入领土的俄罗斯人继续袭击解放的定居点。根据马Maliar的说法，最激烈的战斗仍在顿

涅茨克地区进行，那里每天都会发生数十起俄军袭击事件。 

 “乌克兰武装部队非常自信地保卫边界。战斗激烈而可怕，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敌人没有前进一厘米”，她

说。  

11月17日 

 11月17日，俄罗斯再次用TY-95MS战略飞机袭击乌克兰。9架携带导弹的轰炸机共发射了18枚Kh-101/Kh-555巡

航导弹。敌人瞄准了Dnipro地区的一家企业和乌克兰的天然气生产行业。 

 乌克兰武装部队控制着暂时占领的克里米亚附近的领土。据副总参谋长Oleksiy Gromov称，乌克兰军队确实已

经抵达Dnipro海岸。这使乌克兰可以控制暂时占领的半岛附近的领土。 

11月18日 

 英国情报显示，俄罗斯可能将从Kherson撤出的部分部队调往顿涅茨克地区的Bakhmut方向。 

 俄罗斯军队的部队在与克里米亚接壤的边界附近以及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之间的 Sivirsky-Donets 河沿

岸建造了新的战壕系统。根据情报，这些防线有的距离前线有60公里。 

11月19日 

 部分俄罗斯军队从Kherson地区转移到卢甘斯克地区。在Novoaidar，俄罗斯占领军各单位的行动已被记录下

来。在Kinburska kosa，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了敌方人员、武器和装备集中的地区。正是从那里，俄罗斯向

Dnipro-Buzkiy的港口拖船和谷物驳船开火。 

 根据详细信息，在 11 月 10 日至 16 日期间，大约 500 名俄罗斯占领军受伤军人被从Mayorsk方向送Horlivka

的医院，其中大部分是最近动员起来的。 

军事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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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内，俄罗斯人进行了 143 导弹和 86 空袭，用多枚火箭榴弹进行了超过 361 的炮击。 

11
 
月
 1
5 
日
袭
击
  11月15日，俄罗斯发动了能源行业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波及乌克兰所有地区。 乌克兰全境开始大规模紧急停

电。 大多数命中都在该国的中部和北部。 防空部队击落了从里海和黑海以及俄罗斯联邦罗斯托夫地区发射的 73 

枚巡航导弹和 10 架 Shahed-136 无人机。 

 由于对俄罗斯占领者的炮击，乌克兰近 50% 的能源系统出现故障。 

 俄罗斯火箭击中了基辅佩乔尔斯克区的两座住宅楼。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死者的尸体。 一枚俄罗斯火箭炸死了基

辅地区 Plesetske 村的一名居民。 一名 69 岁的妇女在墓地悼念她的丈夫，因火箭弹碎片造成致命伤而死亡。 

 利沃夫、哈尔科夫、罗夫诺、日托米尔、波尔塔瓦州的 Kremenchug 区、基洛沃格勒州的 Kropyvnytskyi 区、

Khmelnytskyi、Volyn 和文尼察州的重要基础设施遭到袭击。 利沃夫有一人受伤。 

11
 月

 1
7 
日
袭
击
 

 11月1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的天然气生产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炮击。 俄罗斯发布了多达 18 枚 Kh-101/Kh-

555 巡航导弹和 5 架无人机。 防空系统击落了 4 枚 Kh-101 导弹、5 枚“Shakhed”导弹和 2 枚制导空中导弹。 

 在第聂伯罗，两个基础设施记录了几次命中。 火箭袭击了该市的两个地区。 23人受伤。 其中15人在医院。 一家

工业企业、房屋、一辆无轨电车和一条繁忙的街道遭到破坏。 总理丹尼斯·什梅哈尔认为，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

的天然气生产进行攻击，尤其是 Pivdenmash 企业。 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火。 

 敖德萨地区的基础设施遭到火箭弹袭击而受损。 据了解，有三人受伤。 敖德萨市中心的一个物流设施遭到袭击。 

一人受伤。 冲击波损坏了周围企业的建筑物。 这次袭击是从黑海水域进行的，使用战术飞机用“Kalibr”型导弹

袭击：发射的所有六枚导弹都击落了防空部队。 

 俄罗斯占领者对哈尔科夫地区伊久姆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了火箭弹袭击。 三名工人受伤。 

 从11月11日到1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148次导弹袭击。 其中在11 月 15 日有 111 个 - 。 总的来说，自 11 

月 11 日以来，有可能击落 102 个空中目标。 

 除了 11 月 15 日和 17 日的大规模空袭外，乌克兰全地区在这一周内每天都遭到炮击。 

其
他
地
区
 

 Orihiv 地区、Gulyaipil 地区、Pologiv 和 Zaporizhzhya 地区的 Vasyliv 地区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炮火

袭击。 Zaporozhye 区的定居点也遭到火箭弹袭击。电线、土木结构，特别是一栋两层住宅楼和一个文化中心遭到

破坏。有两人死亡。 11 月 17 日晚，在 Zaporizhzhia 地区的 Vilnyansk，占领者将目标对准了一座住宅楼。在

废墟下发现了9具尸体。 11 月 18 日晚上，俄罗斯人袭击了扎波罗热市的一个工业基础设施——一人丧生。集中

供热管道损坏。 

 俄罗斯人继续恐吓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Marganetsk、Chervonogrigorivsk、Nikopolsk 和 Myrivsk 的社

区不断遭到炮击。 高楼和私人建筑、商业企业、农场建筑、大学、汽车、汽油、电力线遭到破坏。 

 敌人继续攻击哈尔科夫和该地区。 三枚火箭弹到达了城市上空。 工业区的一个工业设施遭到破坏。 Izyum 区的

天然气工业设备遭到破坏。 在清理后果期间，有 8 人受伤 - 工人和警察。 此外，俄罗斯人还袭击了前线的定居

点：Kupyanskyi（两人受伤）、Chuguivskyi、Kharkivskyi 区。 

 占领者用高射炮炮击了尼古拉耶夫地区的 Ochakivska 和 Kutsurubska 社区。 没有损坏或受伤。 11 月 15 日当

天，尼古拉耶夫州 4 个多月来首次没有航班。 

 在赫尔松地区，俄罗斯人用坦克、炮管和火箭炮炮击了卡奇卡里夫卡、托卡里夫卡、安东尼夫卡、切尔诺巴伊夫卡

和赫尔松市。 11 月 19 日，占领者在赫尔松地区 Bilozerka 分发面包期间向一个人道主义点开火。 炮击造成5

人受伤。 

 俄罗斯人向苏梅地区的一家关键基础设施企业开炮，其境内共发生19次爆炸。 由于炮击，三名工人因弹片受伤被

送往医院。 11 月 18 日晚上，占领者在 Znob-Novgorod 社区的边界开炮 - 13 个被“炮袭”村庄之一的郊区。 

顿
涅
茨
克
地
区
 

 顿涅茨克地区整条前线都在炮击之下。 在 Volnovasky 方向，Vugledar 和 Novoukrayinka 遭到炮火攻击。 私人住宅遭到

破坏。 在顿涅茨克一侧，Avdiivsk、Marinsk 和 Ocheretynsk 的社区正在被摧毁。 Avdiivka 和 Kurakhove 受到的影响尤其严

重：高层建筑、幼儿园和行政大楼遭到破坏。 在 Horlivskyi 方向，Soledarsk、Toretsk 和 Svitlodarsk 社区遭到炮火袭击。 

Bakhmut 受害最深：儿童和青年中心的房舍被毁，私人住宅遭到破坏。 

一周内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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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  占领者“几乎摧毁了”为Kherson地区整个右岸和Mykolaiv地区的大部分地区提供能源的能源设施。 

15.11 

 由于电力不足，Kherson移动运营商的第一个基站使用了 Starlink 发电机和终端。 

 泽伦斯基总统报告说，仅根据官方数据，占领者就将 11,000 名乌克兰儿童驱逐到俄

罗斯。 

16.11 

 乌克兰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部长 Ruslan Strilets 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创建一个

全球平台来评估战争造成的环境破坏。“我们在乌克兰记录了 2,200 多起俄罗斯

环境犯罪。对我们环境的破坏已经超过 380 亿欧元，而且战争的每一天都在增加

这一数额。俄罗斯的侵略对气候造成的直接破坏是至少有 3300 万吨二氧化碳进入

大气层。” 

17.11 

 11月6日，最高拉达大体上支持了一项关于促进志愿活动的重要法律草案，以便不从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捐款

中纳税。 

 战后注册的公司董事中有超过四分之一是女性，女性也占了FOP (个体企业家）总数的近一半。此外，以下地

区的女性人数最多： 

o 顿涅茨克地区； 

o 赫尔松地区； 

o 卢甘斯克地区。 

 11月17日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超过1000万乌克兰人无电可用。俄

罗斯在 11 月 15 日至 17 日对乌克兰能源设施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可能导致几

天的停电和“计划限电”（即某些地区的灯只亮了几个小时）。总理Shmyhal

说，由于俄罗斯对关键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乌克兰近一半的能源系

统已经瘫痪。 

 11 月 15 日，乌克兰的两座核电站 Khmelnytska 和 Rivne 核电站遭到俄罗

斯的大规模炮击。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称，Khmelnytska核电站在超过九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完全连接

到电网。停电期间，Khmelnytska发电厂的两座反应堆停止运行。 

 由于对能源设施的大规模导弹袭击，经济部不排除在年底前修改宏观经济预测的需要。 

 最高拉达人权专员Dmytro Lubinets对俄罗斯入侵者在Kherson地区对平民实施

的大规模酷刑感到震惊。据他介绍，在Kherson发现了两个酷刑室，数十人在那里

遭受酷刑。有确凿证据表明受害人是在遭受酷刑后被杀害的。直接发言：“人们

被电击、被金属管打、骨头被打断，而这一切俄罗斯人都拍成视频了。” 

 俄罗斯人开始公开宣传强行收养乌克兰儿童。 这些视频还声称，仅在 2022 年

一年，俄罗斯官员就从顿巴斯带走了超过 15 万名儿童。 ISW 提醒我们，“以娱

乐和康复为幌子的强制收养和驱逐儿童计划可能构成俄罗斯大规模人口减少运动的基础，这可能构成违反《防

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行为并且是更广泛的种族清洗努力。” 

18.11 

 根据连锁交易中心“Epicentr”的统计数据，发电机的需求量增加了 10 倍，充电宝的购买频率增加了 16 

倍。 

 乌克兰 30% 以上的领土布满了地雷 - 国家紧急服务中心。 从规模上来说，就像是奥地利的两个领地。 “2 

月 24 日之后，乌克兰境内的地雷分布面积和数量增加了 10 倍，”国家紧急服务中心负责人 Serhii Kruk 

说。 

 据 Energoatom 报道，周日上午，Zaporizhia 发电厂发生了 12 起袭击事件。俄罗斯瞄准并摧毁了发动5号和

6号机组所需的基础设施，以便恢复Zaporizhia核电站的电力生产，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人道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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