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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以總理彼得·菲亞拉為首的捷克政府代表團抵達基輔。 

 兩國政府舉行這樣的聯席會議，在歷史上尚屬首次。會後，澤倫斯基

總統和捷克共和國總理菲亞拉簽署了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聲明。 

 外交部長庫列巴表示，在烏克蘭遭到炮擊後，已有 12 個國家在幫助

恢復基礎設施。有以色列、西班牙、義大利、立陶宛、德國、北馬其頓

、波蘭、大韓民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芬蘭和法國。 

 保加利亞是烏克蘭最大的間接武器供應商之一——Euractiv。據專家稱，迄今為止，保加利亞通

過中間商向烏克蘭提供了價值至少10億歐元的武器彈藥。  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是唯一正式拒絕向

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北約和歐盟國家。 

01.11 

 澤倫斯基與馬克宏進行了電話交談。法國總統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進一步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加強

防空。 

 美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總共八套NASAMS防空系統，其中兩套將很快部署在烏克蘭——五角大樓發

言人。 

 從 11 月 1 日起，挪威將其軍隊置於高度戒備狀態，以加強與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有關的安全措

施。 

02.11 

 西班牙正在運送一個新的軍事援助方案，其中包括一個阿斯皮德防空導彈

系統電池、鷹防空系統、反坦克導彈系統、槍支和炮彈。 

 “這正是我們向西班牙提出的要求，這將有助於我們保護我們的民用基礎

設施”外交部長德米特裏·庫列巴說。 

03.11 

 周四保加利亞國民議會支持一項關於向烏克蘭提供軍事和技術援助的決議。 

 現在，該國政府必須在 30 天內向議會提交一份關於向烏克蘭供應武器的決定草案。 

 由於俄羅斯和烏克蘭關系中立的法律，瑞士不允許德國將“獵豹”防空坦克的彈藥轉移到烏克蘭

。6月初，瑞士經濟部長蓋伊·帕梅林首次以該國中立為由正式拒絕出口軍用物資。 

 微軟正在擴大對烏克蘭的支持至 2023 年底，並將提供 1 億美元的技術援助。由於技術援助，烏

克蘭的政府機構、關鍵基礎設施和其他部門將繼續免費使用數位基礎設施並在微軟雲端中工作。 

 瑞士向烏克蘭撥款近 1 億美元，用於恢復能源基礎設施並緩解危險的人道局勢。 

04.11 

 “愛爾蘭支持烏克蘭，但沒有更多接納難民的地方，”愛爾蘭駐烏克

蘭大使特蕾莎·希利在她的專欄中寫道。越來越多的報道稱，來自烏克

蘭的遊客留在戶外，因為這個國家根本沒有空的住房。 

 肖爾茨在訪問北京期間告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

戰爭給世界秩序帶來了許多問題。 

 今天，北京不再表現出支持俄羅斯聯邦的熱情，但中國方面對俄羅斯

的行為沒有任何批評。 

 美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一項新的 4 億美元援助計劃，其中將包括 90 

輛 T-72 坦克、鷹防空系統和 1000 架鳳凰幽靈無人機。 

 無論選舉如何，美國都將向烏克蘭提供財政援助和武器——蘇利文。

他還強調說，他不是在談論“可能”，而是在談論有保證的支持。此

外，美國安全顧問表示，根據拜登的指導原則“沒有烏克蘭就談不上

烏克蘭”，如果與俄羅斯聯邦進行談判，應該在烏克蘭的參與下進行。 

06.11 

 拜登政府私下呼籲烏克蘭領導人宣布他們準備與俄羅斯進行談判，華盛頓郵報。 美國尤其要求烏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俄羅斯聯邦獨裁者普京掌權期間放棄公開拒絕參加和平談判的做法。 

 歐盟委員會要求歐盟每月向烏克蘭提供 15 億歐元——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在與倫澤斯基的對話中

。 這是歐盟每月提供的高達15億歐元的財政一攬子計劃，總額高達180億歐元，將為滿足烏克蘭

2023年的財政需求做出重大貢獻。 

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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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6 日期間俄羅斯軍隊的

損失 
人員  4730 
坦克  93 

戰鬥裝甲車  158 
火炮系統/MSW  57/8 
防空武器  5 

飛機/直升機  3/8 
無人機  53 

汽車設備和油槽  71 
特殊設備  1 

 俄羅斯人試圖保留暫時占領的領土，集中力量限制烏克蘭國防軍在

某些方向上的行動。 Bakhmut、Avdiiv 和 Novopavliv 地區正在

采取進攻行動。 

 敵方正在接觸線沿線炮擊國防軍部隊，向部署邊境防禦工事並進行

空中偵察。 

 俄羅斯軍隊繼續襲擊關鍵基礎設施和民用住宅，違反了國際人道主

義法、法律和戰爭慣例。 

 敵人的新襲擊威脅和攻擊無人機的使用仍然存在，包括來自白俄羅

斯共和國領土的威脅。 

 在沃倫和波利斯克方向，情況仍然沒有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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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容俄羅斯軍事人

員，並提供訓練場地。 眾所周知，在白俄羅斯境內，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正在以犧牲從俄羅斯境內抵達的動

員人員為代價進行補充。 這些單位的戰鬥訓練和協調活動將持續大約兩到三周。 
10月31日 

 由於西方合作夥伴提供的防空系統，烏克蘭防空系統的有效性正在提高。 10月31日上午，俄羅斯人對烏
克蘭的關鍵基礎設施進行了數波導彈襲擊，從裏海和伏爾加頓斯克地區（羅斯托夫地區）發射了約50枚
導彈。 空軍設法摧毀了 44 枚 Kh-101 和 Kh-555 導彈。  

 在普斯科夫地區的機場，兩架俄羅斯 Ka-52 攻擊直升機被摧毀，另外兩架受到嚴重損壞，國防部報告了
這一點。 

11月2日 
 10 月，烏克蘭武裝部隊解放了烏克蘭約 2,535 平方公里的領土。 
 在 11 月 1 日至 2 日夜間，從東部發射的 13 架沙希德無人機中有 12 架被烏克蘭武裝部隊空軍司令部

擊落。 
 據 OSINT 研究人員稱，截至 11 月 1 日，俄羅斯軍隊高級官員的總損失達 1,402 人。 此外，高級管理

人員占總數的26%。 
11月3日 

 在八個月內，烏克蘭部隊摧毀的俄羅斯飛機數量是蘇聯在十年阿富汗戰爭中損失的兩倍。 自全面入侵開
始以來，烏克蘭軍方已經擊落了278架俄羅斯飛機。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瓦列裏·紮盧日尼指出，在
阿富汗，蘇聯損失了 118 架飛機。 

 美國毫不懷疑，烏克蘭軍隊有足夠的力量和手段恢復對第聶伯河右岸領土的控制，直接在赫爾松市。 這
是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周四在五角大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 

 美國國防部長強調，“至於烏克蘭人能否占領仍由俄羅斯人控制的第聶伯河西岸赫爾松地區，我當然相
信他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又進行了一次戰俘交換。 烏克蘭方面設法換回了 107 名士兵——6 名軍官、101 名士兵和中士。 這些
是武裝部隊、海軍、憲兵、邊防局、國家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士兵，其中包括來自“亞速”團的三名士
兵。 在囚犯總數中，有 74 名士兵守衛衛“Azovstal”。 

 據武裝部隊總司令瓦列裏·紮盧日尼（Valery Zaluzhnyi）稱，前線局勢緊張，但已得到控制。 敵人在
前線某些地區的敵對行動強度增加了兩倍——每天多達 80 次攻擊。 由於我們士兵的勇氣和技巧，我們
處於防禦狀態。” 

 敵人繼續遭受損失。 根據最新消息，11月3日，由於赫爾松地區Antonivka定居點附近的一個敵方過境點
發生火災，一艘拖船被毀。 另外兩艘船受損，需要修理。 還證實，在 Olhivka 定居點區域等待過境的
車隊受損。 正在澄清有關損失敵人人力的信息。 

11月4日 
 俄羅斯人正試圖包圍烏格萊達爾附近的烏克蘭守軍。 他們正試圖在 Vugledarsky 方向的 Pavlivka 地區

發動攻擊。 不斷有激烈的戰鬥，一場陣地戰。 烏克蘭武裝部隊東部部隊代表謝爾伊·切列瓦蒂說，烏克
蘭武裝部隊正在堅守陣地，盡最大努力打擊裝備並摧毀敵方人員。 

 他還指出，敵人將在這個方向遭受重大損失。 “平均而言，沿著這條前線——Avdiivskyi、Vugledar、
Maryinka 的方向——大約有 100 人喪生，”Cherevaty 說。 

 晚上，在村裏的金雉酒店中間發生了一系列爆炸。 拉登斯克，奧列什科夫區，赫爾松地區。 爆炸持續了
兩個小時。 目前沒有關於俄羅斯軍隊受影響的俄羅斯裝備和人員數量的信息。 然而，根據初步證據，酒
店建築被完全摧毀。 

 在Mykolaiv地區Novovasylivka定居點地區，6個敵方加油站被摧毀。 
11月5日 

 11月4日，武裝部隊在赫爾松地區擊落了兩架俄羅斯 Ka-52 攻擊直升機和 14 架無人機。 
 19 名邊防警衛從俄羅斯囚禁中返回烏克蘭。 
 來自沃羅涅日地區的一個俄羅斯人營在斯瓦托夫附近的盧甘斯克地區被摧毀。 據倖存的占領者稱，有 

500 多名士兵喪生。 

軍事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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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周內，俄羅斯人進行了88 導彈和 178 空襲，450 用多發火箭榴彈進行了多次炮擊。 

3
1
.1

0
 

 10月31日上午，俄羅斯再次對烏克蘭發動大規模導彈襲擊。 從07:00點起，俄羅斯對烏克蘭關鍵基礎設施的
目標進行了多波導彈襲擊。這些火箭是從裏海北部和伏爾加頓斯克地區（羅斯托夫地區）的 Tu-95/Tu-160 
攜帶導彈飛機發射的。在發射的50多枚導彈中，有44枚被烏克蘭防空部隊擊落。至少有10枚俄羅斯導彈在基
輔地區被擊落。儘管如此，俄羅斯導彈和無人機還是破壞了哈爾科夫、札波羅熱、切爾卡瑟、文尼察、基洛
沃拉德、切爾諾夫策、赫梅利尼茨基、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和敖德薩地區的 18 個設施，其中大部分與能
源有關。結果，烏克蘭七個地區的數百個定居點電力被切斷，部分地區的中斷供水。由於俄羅斯的襲擊，烏
克蘭40%的能源基礎設施遭到嚴重破壞。烏克蘭實行了緊急停電措施。 

波
爾
塔
瓦
 

 本周，俄羅斯無人機襲擊了波爾塔瓦州。 俄羅斯人對民用基礎設施進行了四次襲擊。 碎片落入波爾塔瓦的
倉庫，發生火災。 在這一個小時內，又有三架無人機瞄準了同一地區。 沒有死亡或受傷。 

第
聶
伯
羅
和
周

圍
地
區
 

 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地區繼續遭受炮擊。 8 架沙赫德無人機在尼科波爾區被擊落。與此同時，敵人還從
尼科波爾、米裏夫、切爾沃諾格裏戈裏夫和瑪格涅茨社區的“格雷迪”和重型火炮中開火。沒有受害者。 
Chervonogrihorivska 社區的住宅建築、汽車和天然氣管道遭到破壞。在 Kryvyi Rih，俄羅斯占領者用無人
機擊中了一個能源基礎設施，用火箭擊中了一個水上物體。破壞很嚴重，但沒有人員損失。 11 月 4 日至 5 
日晚上，敵人向尼科波爾發射了近 40 發炮彈。十幾棟半高層和私人建築、商業建築、一條輸氣管道、一座
中學、工業和運輸企業被毀壞。 

尼
古
拉
耶
夫
和
周

圍
地
區
  俄羅斯人繼續恐嚇尼古拉耶夫和該地區。記錄了用 S-300 導彈對尼古拉耶夫的炮擊。教育機構的建築物被

部分摧毀。一棟完全毀壞的兩層住宅樓和一個倉庫。幾處私人住宅的窗戶、門和屋頂被損壞。附近的行政大
樓和停放的汽車也遭到破壞。在該地區的一個社區，一家農業企業的建築、一座變電站、一座水塔和電線桿
被炮擊損壞，但沒有人員受傷。持續對 Berezneguvataya 和 Shyrokina 社區射擊，有的民用建築被損壞。 

蘇
梅
地
區
 

 俄羅斯人正在炮擊蘇梅州的邊境地區。 俄羅斯敵人在該地區的邊境地區發射了近百枚炮彈和地雷。 俄羅斯
軍隊向 6 個社區開火。 Bilopolska hromada 村至少有 3 座住宅和 4 座農舍受損。 住宅受到直接打擊。 
他們只剩下屋頂上的洞、破碎的牆壁和被毀壞的財產。 沙雷金斯克社區的一個當地農場遭到破壞。 在 
Seredino-Budsk 社區，一枚俄羅斯炮彈刺穿了私人住宅的屋頂並卡在了地板上。 

哈
爾
科
夫
及
周
圍
地
區
 

 俄羅斯人用防空導彈轟炸了彼得羅巴甫利夫卡、沃夫昌斯克以及該地區的庫皮揚斯基、伊久姆斯基和楚古伊
夫斯基地區以及哈爾科夫地區的一些其他定居點。 在庫皮揚斯克，一棟住宅和一個農場的行政大樓遭到破
壞。 至少1人死亡，12人受傷，其中包括一名3歲男孩被炸傷。 俄羅斯占領者還用高射炮襲擊了哈爾科夫。 
一個附屬建築和一輛無軌電車被損壞。 

 札波羅熱和周圍地區 
 札波羅熱核電站再次完全斷電。由於 11 月 2 日的炮擊，人們知道 ZNPP 與烏克蘭電力系統的最後兩條高壓
通信線路受損。用於發電站運做的柴油發電機的燃料只足夠 15 天。 

  俄羅斯人向札波羅熱區以及瓦西裏夫斯基和波洛吉夫斯基發射了 S-300 導彈。其中一枚火箭擊中空曠地區
的煤氣管道，引發火災，三家企業的建築物和汽車受損。 

 本周，札波羅熱地區收到了 133 份報告，稱俄羅斯軍事人員的炮擊導致公民的房屋/公寓和基礎設施物體遭
到破壞。 

頓
涅
茨
克
地
區
 

 頓涅茨克地區經常遭到俄羅斯軍隊的炮擊。 
 在頓涅茨克方向，Maryinka、Krasnohorivka、Kostyantynivka 和 Maksimilyanivka 在 Maryinsk 社區受到
攻擊。在 Ocheretyn 社區，有 Pervomaiskyi 和 Zhelanna 的郊區。在阿夫迪夫卡，該市記錄了大炮和格雷
迪的炮擊。在霍利夫地區，巴赫穆特的大規模炮擊仍在繼續。在托列茨克，俄羅斯人以市醫院為目標，破壞
了外科大樓和產科病房。此外，由於炮擊，私人住宅、高層建築、行政大樓和車庫遭到破壞。 Soledar 和 
Chasovoyar 社區有零星炮擊。在 Lysychansk 方向，對 Torsky 和 Zarichny Lymansk 社區的炮擊並沒有停
止。波克羅夫斯克也受到了俄羅斯人的影響：一所學校和至少 22 所房屋被火箭襲擊破壞。在 Volnovasky 
方向，Vugledar 遭到攻擊——一個變電站被摧毀，5 座房屋受損。克拉馬托爾斯克也遭到襲擊 - 工業區記
錄了十四枚火箭。 

一周內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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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 

 內閣審議通過了2023年預算草案二讀，同時考慮了人民代表的提議。 政府
將 2023 年的 GDP 增長預測調整為保守情景（3.2% 而不是 4.6%）。 通脹預測
從 30% 下調至 28%。 
 自今年年初以來，烏克蘭統一債務人登記冊中的新債務數量增加了 14% - 
944,277。 
 DTEK 集團（DTEK 集團是一家多元化的能源控股公司，旗下包括 6 家企業

和學院 DTEK 企業大學）表示，自 10 月 10 日以來，俄羅斯聯邦發動前兩次“襲擊”後，他們已經使用
了倉庫中的設備庫存。 

 10 月 31 日，由於俄羅斯大規模炮擊關鍵基礎設施，烏克蘭出現緊急停電。 基輔市軍事管理局指出，由
於基輔地區的一次襲擊，該市停電停水。 Kyivvodokanal 報告說，由於首都的緊急情況，目前 80% 的消
費者仍然沒有供水。 

 在基輔，由於俄羅斯的炮擊，450 個移動運營商的基站沒有電，並且通信中斷。 基輔市長Vitali 
Klitschko宣布，首都電力狀況將在晚上 9:00-10:00 穩定下來。 

01.11 

 由於對能源設施的大規模炮擊、戰爭的後果以及人口實際收入的下降，烏克蘭的企業對工作的期望越來
越低。 這些原因阻礙了經濟的復甦。 

 11 月 1 日星期二，由於俄羅斯軍隊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炮擊，烏克蘭首都和七個地區的電力供應限制將繼
續施行。 

 基輔的水電供應已經恢復，但由於短缺，停電仍將繼續。 
 基輔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奧列克西·庫萊巴不排除在俄羅斯軍隊進一步打擊能源基礎設施的情況下，電
力和供暖將完全停擺的情況。 

 為了因應在冬季出現緊急情況，基輔正準備為該市居民部署約 1,000 個取暖點。 
 總理Denys Shmyhal呼籲烏克蘭人開始為艱難的冬天做準備，並儲備必要的東西。 

02.11 
 與去年相比，今年前九個月對獨聯體國家的出口下降了 23.8%。 這些數據沒有考慮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
的出口，由於全面戰爭，這些出口實際上並未進行。 由於俄羅斯軍隊封鎖黑海港口導致物流路線覆雜化
，與烏茲別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貿易下降幅度最大。 

03.11 
 俄羅斯聯邦就烏克蘭使用“髒彈”（與傳統的核武器不同，髒彈不會產生爆炸，但其引起的放射性顆粒
傳播，會對人體造成極大傷害）發表虛假聲明後，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員完成對烏克蘭三個設施的檢查
，沒有發現未申報的核活動和原料的跡象。 

04.11 

 俄羅斯占領者多次炸毀船舶，在赫爾松地區引發生態災難。 據初步估計，多達 10 噸燃料和潤滑油進入
水中。 這些地區長期受到拉姆薩爾濕地公約的保護，作為水禽棲息地具有國際重要性。 

 據國家環境監察局稱，恢復烏克蘭森林至少需要10年時間。 俄羅斯人占領了8個自然保護區和12個國家
級自然公園。 全面入侵殺死了超過 600 萬隻家畜和至少 50,000 隻黑海
海豚。 動物權利組織 UAnimals （UAnimals 是一家成立於 2016 年的烏
克蘭動物慈善組織）發起了一場反對生態滅絕的國際運動，並呼籲對俄羅
斯聯邦實施額外制裁，並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幫助恢復烏克蘭的生態系統。 

 赫爾松地區的一些解放定居點已被徹底摧毀，被占領的村莊裏的人們首先
需要電、水、煤氣和柴火。 郵政和銀行服務已經可用。 當時，俄羅斯總
統宣布將赫爾松的居民撤離該市。 普京假裝關心人民，掩蓋驅逐烏克蘭居
民的行為。 

 由於 11 月 4 日上午烏克蘭能源系統的中央節點超載，基輔的 450,000 套公寓斷電，這比前幾天還要多
。 由於烏克蘭頻繁停電，對發電機和備用電力系統的需求顯著增加。 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許多大型連
鎖店的倉庫庫存已經售罄，來不及交付新批次。 因此，市場出現短缺，此類商品的價格正在上漲。 

 最高拉達稅務委員會正在策劃一系列措施以支持工業，特別建議允許為自己的需要進口發電機而無需繳
納進口增值稅。 

 在周五的會議上，部長內閣從國家預算中重新分配了 1.075 億格裏夫納，用於被俄羅斯入侵者非法監禁
的烏克蘭人家庭的社會保護。此外，內閣分配了 3330 萬格裏夫納，用在“自己的企業”計劃框架內資助
贈款。 

 掃除整個盧甘斯克地區的地雷大約需要 10 年時間。 這是 OV Serhiy Gaidai 的負責人說的。 
 

人道主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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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炮击图 

Attack at Dnipropetrovsk region  

Destroyed lyceum and houses in Mykolayiv 

 

Shelling of the Poltava reg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