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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義大利計劃將向烏克蘭供應武器的法令延長至 2023 年——義大利國防部長
吉多·克羅澤托 (Guido Crozetto)。 根據一項將於今年年底到期的法令，義大
利政府每次都可以在不徵得議會許可的情況下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目前，國防部
提議恢復其效力，延長至2023年全年。 
 盧森堡國防部長弗朗索瓦·鮑施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HMMWV SUV。 “他們將加
強烏克蘭行使自衛權的能力。盧森堡將在必要時支持烏克蘭，”鮑施在推特上寫

道。 
 挪威財政部長簽署了一項協議，向烏克蘭提供 20 億挪威克朗（1.82 億美元），用於明年冬天購買天然氣
。 

 北約議會承認俄羅斯是一個恐怖主義政權。 該決議還呼籲設立一個特別法庭，將戰爭罪的直接肇事者和俄
羅斯聯邦的高級領導人繩之以法。 該文件得到了所有 30 個成員國的支持。 

22.11 

 英國向烏克蘭提供升級後的 Brimstone 2 雷射制導導彈 - 每日電訊報。 一枚火箭的成本約為17.5萬英鎊
。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宣布向烏克蘭提供25億歐元的總體金融援助。 今天宣布的資金是今年
歐盟90億歐元宏觀金融援助計劃的一部分。 烏克蘭有望在 12 月再獲得 5 億歐元。 

 美國將向烏克蘭額外撥款 45 億美元的直接預算支持——這些資金將用於社會福利和醫生和教師的工資。 

23.11 

 歐洲議會承認俄羅斯是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該決議得到 494 名歐洲議會議員的支持，58 名反對，44 
名棄權。 歐洲議會在文件中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境內的居民區和民用基礎
設施進行了“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造成數千人死亡。 

 英國派遣三架直升機前往烏克蘭 - 國防部長本華萊士。 總共將提供三架海王
，第一架已經抵達。 英國還將再派出10,000發炮彈。 

 “克林姆林宮的領導人要小心——這些罪行不會逍遙法外。” 
 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 (PACE) 主席蒂尼·考克斯 (Tinie Cox) 警告俄羅斯聯
邦領導人在最近對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發動導彈襲擊後要受到懲罰。 

 五角大樓移交了一項新的 4 億美元軍事援助計劃。 它包括額外的武器、用於 NASAMS 和 HIMARS 的彈藥、
來自美國國防部儲備的防空設備等等。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將向Ukrenergo提供3.72億歐元用於修復被俄羅斯導彈損壞的能源設施。 

24.11 

 克羅埃西亞政府已批准在克羅埃西亞境內訓練來自烏克蘭的軍事人員——國防部長雷茲尼科夫。 
 荷蘭議會下院承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中支持恐怖主義。 
 愛爾蘭、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承認 1932 年至 1933 年的大饑荒是對烏克蘭人民的種族滅絕。 
 歐盟正在準備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九套制裁措施——烏爾蘇拉·馮德萊恩。 歐盟委員會主席相信，
很快就有可能“與 G7 和其他重要合作夥伴就俄羅斯石油的全球價格上限達成一致”。 

 歐洲議會批准為烏克蘭撥款 180 億歐元——現在該決定必須得到歐洲理事會的批准。 
 德國發起七國集團外交首腦會議，考慮如何在俄羅斯導彈襲擊導致電網不斷受損的情況下支持烏克蘭。 
 在立陶宛籌集了 750,000 美元，用於為烏克蘭購買三架海上無人機——這三架無人機都已選擇了朗朗上口
的名字。 

25.11 

 挪威正在向烏克蘭提供一攬子新的軍事援助——其中特別包括冬衣、M109 自行火
炮系統和備件。 這批貨物包含約 55,000 件敷料和個人急救箱。 此外，還運送了 
30,000 份野戰口糧和 55,000 件冬衣。 

 布拉格捐贈了數百個單位的財產，以幫助在基輔和尼古拉耶夫提供照明和熱，同
時在俄羅斯導彈襲擊後重建基礎設施以及醫療設施設備。 

 法國向烏克蘭移交了 100 台強大的發電機，以幫助應對俄羅斯襲擊能源基礎設施
的後果。 

 周四，英國外交部長詹姆斯·克萊維利首次來到基輔會見烏克蘭領導人，並承諾提供盡可能多的支持，以
擊敗俄羅斯。 他宣布向烏克蘭提供額外一攬子援助，其中特別包括用於恢復基礎設施的 300 萬英鎊。 

 美國國際開發署向烏克蘭轉移了 80 台發電機以支持電力供應。 

26.11 

 烏克蘭、波蘭和立陶宛根據“盧布林三角”框架內的會議結果簽署聯合聲明
，呼籲國際社會將解放整個臨時占領的烏克蘭領土視為共同目標. 

 該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芬蘭紅十字會正在向烏克蘭運送變壓器，以更換被
毀壞的輸電網絡。 
 愛沙尼亞向烏克蘭發送了另一批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它包括日托米爾地區的
九輛公共汽車。 愛沙尼亞總理凱亞·卡拉斯說：“俄羅斯的恐怖主義戰爭是無止
境的。俄羅斯正在炮擊烏克蘭的民用基礎設施，野蠻的目標是讓烏克蘭變得寒冷

和黑暗。我呼籲所有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 
 為了恢復烏克蘭的能源系統，立陶宛派出了 6 輛卡車和 114 台不同容量的變壓器。 
 匈牙利總統諾瓦克在訪問基輔時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負有顯而易見的責任。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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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一周內 11月 21日 到 11 月 27日 
俄 

羅斯損失: 
人員損失  3300 

坦克  16 
裝甲車  39 

火炮系統/MSW  29/2 
防空系統  0 

飛機/直升機  0 
無人機  18 

汽車設備和運油車  38 
專業技術設備  2 

 俄罗斯军队继续重组部队，目的是加强莱曼、阿夫迪夫和诺沃
帕夫利夫地区的部队。 仅在过去一天（2022 年 11 月 25 
日），乌克兰国防军的部队击退了俄罗斯军队在顿涅茨克地区 
8 个定居点地区的袭击。 在 Volyn、Polis 和 Siver 方向，
情况没有明显变化，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边界一侧没
有发现进攻团体形成的迹象。 

 在克雷维里赫和赫尔松方向，俄军正在沿海岸线和纵深进行防
御工事，提高先进部队的后勤保障，并没有停止对乌克兰军队
阵地和定居点的炮击。第聂伯河右岸。 奥恰基夫市和赫尔松市
正遭受敌人火力的直接袭击。 

11月21日 
 據所謂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緊急情況部”報道，在暫時占領的頓涅茨克地區的馬基夫卡，一個
油庫領土上的兩個油箱和三個固定油箱自夜間起一直在燃燒。據俄羅斯武裝分子稱，起因是“爆炸物的
撞擊”，據稱導致兩個油箱和三個固定油箱著火。油庫火災的複雜程度為三級。 

11月22日 
 烏克蘭歸還了33具陣亡士兵的屍體。 總共有可能返回 696 名陣亡軍人。 
 烏克蘭軍隊繼續向 Svatovoy 和 Kreminnaya 方向推進。 天氣條件使加快步伐變得困難 - 由於下雨，設
備很重。 因此，軍方期待霜降。 

 在比洛戈裏夫卡附近，烏克蘭武裝部隊擊退了俄羅斯的進攻，”盧甘斯克 OVA 負責人 Serhiy Gaidai 說
。 Gaidai報道說，俄羅斯人正在向盧甘斯克地區運送更多預備役，包括卡德羅夫部隊、正規軍、俄羅斯
聯邦新動員的公民、俄羅斯PMC“瓦格納”招募的監獄囚犯，以及在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地區。 “從 
Svatovoy-Kreminnaya 開始，每條森林地帶都散落著俄羅斯士兵的屍體。沒有人帶走他們。他們只是不
斷地從自己的屍體上走過，”盧甘斯克 OVA 的負責人說。 

 烏克蘭國家邊防局發言人 Andriy Demchenko 說，白俄羅斯軍方使用無線電電子戰，使烏克蘭國防軍更難
借助無人機監視邊境。 但是，據他說，今天局勢仍在控制之中。 

 梅利托波爾市長伊萬·費多羅夫說，當地居民報告說，臨時占領的托克馬克（札波羅熱地區）發生了 6 
次巨大爆炸。 

11月23日 
 俄羅斯再次從黑海艦隊的戰略飛機和艦艇對烏克蘭的關鍵基礎設施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 發射是由來自
羅斯托夫地區的伏爾加頓斯克地區和裏海的 10 架 Tu-95ms 導彈運載飛機以及來自黑海的兩艘小型導彈
艇進行的。 總共發射了大約 70 枚 Kh-101/Kh-555 Kalibr 巡航導彈。 51枚導彈被防空力量和手段摧毀
。 

 此外，5 架柳葉刀型無人機在該國南部被毀。  
11月24日 
 敵人在札波羅熱地區臨時占領區的損失已得到確認。 在梅利托波爾市，一個俄羅斯彈藥倉庫被毀，約 50 
人不同程度受傷。 Vasyliv 區的兩個倉庫被毀。 在這裏，多達130名俄羅斯人受傷，7台各型軍事裝備也
被摧毀。 被清算的敵方人員的數量正在指定中。 

11月25日 
 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報告說，已經有 1,269 名烏克蘭捍衛者從俄羅斯囚禁中獲釋，並且這方面的工
作仍在繼續。 2022 年 11 月 26 日，又有 12 人獲釋。 

 在赫爾松地區成功反攻後，烏克蘭國防軍仍在收集俄羅斯裝備。 第59“戰利品”旅只有一個單位擁有10
輛坦克。 這是“南方”作戰司令部的報告。 此外，烏克蘭武裝部隊的艦隊又增加了兩輛 T-72B 車輛，
它們構成了俄羅斯武裝部隊坦克部隊的基礎。 許多破碎和燒毀的俄羅斯裝備被用來修理武裝部隊的裝備
。 

 俄羅斯軍隊將無法控制左岸的赫爾松地區，- OK“南方”新聞中心負責人 Nataliya Gumenyuk 指出。 “
在南部方向解除對烏克蘭右岸的占領，使敵人重新認識到武裝部隊繼續對敵人的運輸要道進行火力控制
。烏克蘭炮兵已經可以到達他們在第聶伯河左岸 Armyansk 區建造的防線。敵人已經在海岸線布設了地雷
，並在 15-20 公里深的地方設立了射擊陣地，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將不得不撤退，”Humenyuk 說。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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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 113 次導彈和 53 次空襲，進行 362 多了防空導彈襲擊。 

А
 1

1 
月
 2
3 

日
袭
击
 

 11 月 23 日，俄羅斯再次大規模炮擊烏克蘭城市，包括能源和關鍵基礎設施以及住宅大樓。 36件物品受損
。 

 在基輔記錄了兩次炮彈的命中：一個基礎設施和一棟兩層建築。由於炮擊，第聶伯和索洛米揚斯克地區發生
火災，霍洛西夫地區的行政大樓也被摧毀。向基輔發射了 31 枚火箭，防空部隊擊落了 21 個目標。該市 80% 
的消費者沒有電力供應，幾乎相同的比例缺乏供水。在對基輔州的襲擊期間，火箭擊中了關鍵的基礎設施，
以及 Vyshhorod 的住宅高層建築和 Chabany 的私營部門。維什哥羅德地區有 10 人喪生，55 人受傷。 

 文尼察、利沃夫和札波羅熱地區的關鍵基礎設施也遭到炮擊。 由於整個系統遭到破壞，烏克蘭全境都實施了
緊急停電。 中斷供水和供熱。 札波羅熱核電站進入完全停電模式。 在 Rivne、南烏克蘭和 Khmelnytskyi 
核電站，緊急保護被觸發，所有動力裝置都自動關閉。 目前，核電站以項目模式工作，沒有發電進入電力系
統。 

 11 月 23 日，俄羅斯總共向烏克蘭上空發射了大約 70 枚巡航導彈。 烏克蘭武裝部隊空軍擊落了其中的 51 
架。 此外，還有五架柳葉刀（Lancette）型攻擊無人機在南部被摧毀。 

哈
爾
科
夫
及

周
邊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恐嚇哈爾科夫和該地區。俄羅斯占領者繼續炮擊庫皮揚斯基、哈爾科夫斯基和楚古伊夫斯基地

區。一枚炮彈擊中了舍甫琴科夫村的一棟兩層樓房。一名38歲女子死亡，至少兩人受傷。沃夫尚斯克有三人
受傷。俄羅斯軍隊還襲擊了楚吉耶夫：私人住宅、車庫、附屬建築、幾輛汽車被損壞。沒有人員傷亡。在伊
久姆區，一名男子被地雷炸死。在俄軍向一棟住宅樓和一家綜合診所開槍後，兩名路人在庫皮揚斯克死亡。
俄羅斯人還兩次向 Seredino-Budsk 社區開火。一棟5層樓房受損。 

赫
爾
松
及
其
周
邊

地
區
 

 俄羅斯人不斷用大炮和多管火箭炮轟炸赫爾松和該地區的民用基礎設施。據了解，大約有 15 名受害者。七
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 13 歲的男孩。當俄羅斯人開火時，他和他的父親正從教堂回家。另外兩名兒童在炮
擊中受傷：一名男孩失去了手臂，另一名在胃部受傷。 11 月 24 日，敵軍炮擊赫爾松及該地區 49 次，造
成 10 人死亡、54 人受傷。在赫爾松，俄羅斯人的目標是私人和公寓大樓、造船廠、學校操場上的建築物和
煤氣管道。敵人還炮擊了澤列尼夫卡、喬爾諾巴耶夫卡、斯捷潘尼夫卡和鮑裏斯拉夫。自 11 月 20 日以來
，俄羅斯敵人總共炮擊了赫爾松 74 次。 11月26日，俄軍再次炮轟赫爾松、貝裏斯拉夫等地區居民區。該地
區兩名居民遇難，另有10人受傷。 

札
波
羅
熱
及
周
邊
地
區
 

 俄國人炮擊了奧裏希夫。一名社工被打死，另外兩名婦女在學校內被直接擊中人道主義援助的運送點而受傷
。 11月23日晚，俄軍炮轟維爾紐斯醫院產科病房。兩天前出生的男孩死了。他的母親還活著。兩名醫生受傷
。俄羅斯占領著還炮擊了札波羅熱區一個社區的兩個村莊。被摧毀和損壞的住宅建築。沒有人員傷亡。俄羅
斯敵人襲擊了 Gulyaipol、Zaliznychny、Malynyvka 和 Myrny 地區的國防軍陣地。俄羅斯占領者再次將火
箭瞄準札波羅熱郊區。首先，火箭落在醫院附近，然後俄軍摧毀了服務站。俄羅斯人還洗劫了札波羅熱、波
洛吉夫和瓦西裏夫地區的民用基礎設施。 

其
他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用“Hrads”（冰雹）和重型火炮轟炸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的尼科波爾、瑪格涅茨和邁羅
夫。 一人受傷，損壞的房屋和汽車。 11 月 26 日，俄羅斯敵人炮擊了第聶伯河的民用基礎設施。 7間民房
被毀，13人受傷，1名婦女傷勢嚴重。 

 俄羅斯占領者用防空導彈襲擊了 Mykolaiv 地區 Ochakiv 社區的水域。 由於炮擊，一個人受到了腦震盪。 
住宅建築受損，包括一棟多層建築。 

 在蘇梅地區記錄了大約 100 枚迫擊炮、自行火炮和反坦克導彈。 俄軍炮擊了 4 個社區：Glukhivska、
Seredino-Budska、Khotinska 和 Znob-Novgorodska。 文化機構的建築、私人住宅和電線都遭到破壞。 沒
有受害者。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在Volnovasky 方向，Vugledar Prechistivka 和 Vodyanyi 的郊區都是在俄軍火力下的。在頓涅茨克方向，
Kurakhivka、Avdiivka、Maryinka、Kostyantynivka 以及 Ocheretynska 和 Mariinska 社區的周邊地區遭
到炮擊。在霍爾利夫的方向，俄羅斯人瞄準了巴赫穆特——他們瞄準了其中一所學校，摧毀了高層建築和一
座行政大樓。 Toretska、Chasovoyarska 和 Svitlodar 社區附近也有炮兵射擊。炮擊發生在 Paraskoviyvka
、Yakovlivka、Rozdolivka 和 Bakhmutsky Soledar 社區附近以及 Siversk 附近。在 Lysychansk 方向，
Lymansk 社區的 Torske 和 Zarichne 再次受到攻擊。 

一周內炮擊 



 

www.tdcenter.org   

info@tdcenter.org  

Kyiv, 01021, Instytutska, 20/8   

5 

  

21.11 

 對燈泡的需求增長了四倍，對講機的需求增長了三倍——“Allo”連鎖店。 
 烏克蘭每天進口 8,000 多台發電機。 這是總理Denys Shmyhal宣布的。 
 俄羅斯占領者在赫爾松地區斯特裏爾科夫村的一個娛樂中心內設立了一個酷刑室。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
報告說，烏克蘭人在那裏被拘留和遭受酷刑。 

22.11 
 在俄羅斯聯邦最近的襲擊之後，烏克蘭幾乎沒有完好無損的 TPP（熱電廠） 和 HPP（ HPP 模組是用於模擬氣
體和液體的基本晶格氣體自動機）。 此外，據該公司報道，幾乎所有 Ukrenergo 變電站都遭到破壞。 由於
損壞，烏克蘭不再生產足夠消費者日常生活需求的電力。 計劃停電與此相關。 

23.11 

 伊爾平(烏克蘭的城市)，正在使用創新技術為失去家園的人建造房屋，該技術可將建造時間縮短一半。 它在
於房屋的所有元素首先在工廠制造，然後在施工現場組裝。 第一棟房子將由“布多瓦”建築公司免費建造，
公寓將分配給失去家園的伊爾平居民。 

 11 月 23 日，俄羅斯向烏克蘭上空發射了大約 70 枚巡航導彈。 俄羅斯導彈襲擊導致全國緊急停電。 所有
核電站以及烏克蘭的大部分 TPP 和 HPP 都暫時斷電。 “Ukrenergo”為大多數消費者引入了白天緊急停電。 

 由於缺電，全國各地暫時停止供暖和供水。 行動通信也很有限。 “Ukrzaliznytsia”
列車延誤。 恢復早在一天結束時就開始了，但消費者在不同地區以不同的速度連接。 
 據國家警察報告，在這次大規模火箭彈襲擊中，全國共記錄到 16 次襲擊目標。 在基輔
地區，由於大規模火箭彈襲擊，造成 7 人死亡，另有 34 人受傷。 

 羅夫諾核電廠、南烏克蘭核電廠和赫梅利尼茨基核電廠觸發緊急保護，所有機組自動停
機。 他們以項目模式工作，電力系統沒有發電。 據 Energoatom 稱，Zaporizhzhia  NPP 
進入了完全停電模式。 

 由於俄羅斯的襲擊，烏克蘭和摩爾多瓦技術上通用的電網中的電流頻率發生了跳躍。 
因此，摩爾多瓦失去了與歐洲電網的聯系，失去了一部分能源。 

 在整個烏克蘭部署了四千多個“無敵點”（“無敵點”是烏克蘭當局的一個項目，該項目於 2022 年 11 月在
俄烏戰爭期間俄羅斯對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炮擊的背景下啟動。 “無敵點”是提供熱、水、電、
行動通信等的地方。）還有更多的點在規劃中。 如果緊急停電超過 24 小時，這些點將被激活。 在那裏，盡
管停電，但仍有暖氣、水、照明、網際網路、行動通信、急救箱和休息場所。 

24.11 

 烏克蘭能源部長Herman Halushchenko：“昨天，11月23日，由於俄羅斯的炮擊，烏克蘭能源系統發生停電。 
情況很困難，但在淩晨四點，我們能夠整合電力系統，它作為一個整體恢復
運作。” 

 總統辦公室：電力供應到烏克蘭所有地區：首先恢復關鍵基礎設施，然後連
接家庭消費者。 

 該國約 50% 的消費需求由電力提供 - “Ukrenergo”。 大部分 TPP 和 HPP 
已經在運作，所有核電廠都在逐步增加發電量，除了被占用的 ZNPP（烏克蘭
的核電站）。 

 統計部：烏克蘭的移動通信正在逐步恢復，並且全力幫助赫爾松、哈爾科夫、基洛沃格勒、波爾塔瓦和尼古拉
耶夫地區走出困難。 電力工程師正在馬不停蹄地工作，以盡快恢復供電。 隨之，通訊逐漸恢復。 

 據總檢察長辦公室稱，現已確認在收復的赫爾松地區境內存在 9 個酷刑室。 還發現了432名遇難平民的屍體
。 

 烏克蘭公司正在開發互動式設施地圖，您可以在其中為小工具在停電期間充電，以及檢查哪些設施擁有自主電
源。咖啡館、商店、聯合辦公空間、咖啡店、理髮店、藥店、加油站、郵局、醫療中心和其他服務都標示在那
裏。 

25.11 

 在基輔，一半的消費者沒有電。基輔的供水已經完全恢復。供熱也正在恢復，三分之一的房屋已經供暖。市內
會為消費者開燈2-3小時，直到電量增加。 

 “我們的能源系統已經度過了這次襲擊後最困難的階段。所有地區都已恢覆，能源系統已與歐盟的能源系統重
新連接。位於無人區的三座核電站都在運轉。在 1 到 2 天內，他們將達到正常的計劃容量，我們希望有可能
將我們的消費者而不是緊急消費者轉移到計劃的時間表”，-NEC“Ukrenergo”Volodymyr Kudrytskyi 董事會
主席。 

 據“Ukrenergo”報道。電力生產商提供了該國 70% 以上的消費需求。 
 俄羅斯人洗劫了卡霍夫斯基(Kakhovka)歷史博物館。他們將博物館的資金帶到了暫時被占領的克里米亞。博物
館中保存了古希臘雙耳細頸瓶、斯基泰人的儀式碗和一個金色的薩爾馬提亞耳環。這裏還展示了 18 世紀和 
19 世紀的土耳其武器系列。早些時候，占領者從赫爾松的 Oleksiy Shovkunenko 藝術博物館搶劫並帶走了 
15,000 幅畫作。 

人道主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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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图 

Vyshhorod, Kyiv region, 23.11 Dnipropetrovsk region, Nikopol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