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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攻击的城市 
俄罗斯军方继续使用违禁弹药。磷导弹在最后几天两次击中顿涅茨克(Donetsk)地区的阿夫迪

夫卡(Avdiyivka)。第一次炮击针对副产品焦炭厂附近的区域，第二次炮击袭击了市中心。在卢甘

斯克(Luhanksk)地区的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俄罗斯人炮轰有伤员的医院。据乌克兰人

权监察员称，周二“卢甘斯克全境”遭到炮击，导致房屋起火。在苏梅(Sumy)地区，昨天在

埃斯曼(Esman)地区共记录到 50 多次迫击炮袭击。尽管俄罗斯军队从苏梅地区撤出，但经常性的

跨界袭击仍在继续。在赫尔松(Kherson)听到强烈的爆炸声。社交网络报道称，俄罗斯电视频道在

爆炸后停止工作。攻势正朝着尼古拉耶夫(Mykolayiv)地区和克里沃罗格 (Kryvyi Rih) 方向发

展。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地区以及尼古拉耶夫(Mykolayiv)地区的舍

甫琴科夫(Svevchenkove)村。俄罗斯军队占领了哈尔科夫(Kharkiv)地区伊久姆(Izyum)附近的一

个村庄。早上，俄罗斯导弹袭击了扎波罗热(Zaporizhzhia)。 这造成三人受伤，两间房屋受损。

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俄罗斯计划为西方媒体举办一次所谓的“新闻之旅”。其目的是向媒

体展示所谓的“乌克兰军队的暴行”，展示“演员”或亲俄证人，以塑造俄罗斯解放者的正面形

象。 

 

被占领的城市 

截至 4 月 25 日，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七个地区，已有 196 个合并的领土社区被俄罗斯军

队占领或封锁。 

在赫尔松(Kherson)，人们再次参加了反对占领的和平集会。集会旨在显示该地区亲乌克兰的立

场。尽管如此，俄罗斯军队还是使用催泪瓦斯和眩晕炸弹将人们从街上驱散。结果有四人受伤。

与此同时，赫尔松地区临时占领区的自称当局表示，该地区将从 5 月 1 日起加入卢布区，过渡期

为 4 个月。关于建立“赫尔松人民共和国” 伪公投的讨论仍在继续。此前公投计划于 4 月 27 日举

行。新的日期显示为 5 月中旬，因为在未承认的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L/DPR) 中应就其加入俄罗斯进行平行公投。 

在扎波罗热(Zaporizhzhia)地区暂时占领的领土上，俄军正试图进行俄罗斯电视和无线电广播。 

在俄罗斯临时占领的哈尔科夫、扎波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卢甘斯克、顿涅茨克等地区，

正在大规模绑架征兵年龄男子，并实施大规模“过滤措施”。 

在俄罗斯临时占领的哈尔科夫(Kharkiv)、扎波罗热(Zaporizhzhia)、赫尔松(Kherson)、尼古拉耶

夫(Mykolayiv)、卢甘斯克(Luhansk)、顿涅茨克(Donetsk)等地区，正在大规模绑架征兵年龄男

子，并实施大规模“过滤措施”。 

 

人权 
4 月 1 日至 14 日，乌克兰监察员收到了 400 份关于俄罗斯占领期间强奸案的上诉。俄罗斯当局

报告说，没有乌克兰方面的帮助，他们已经设法“疏散”了 100 万人。疏散表示，自战争开始以

来，俄罗斯已强行将超过 100 万人从乌克兰和未承认的 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

国(L/DPR)撤离。 

在联合国安理会阿里亚公式会议期间，美国报告说，他们掌握了可靠的信息，即在顿涅茨克

(Donetsk)附近行动的俄罗斯军事单位处决了试图投降的乌克兰人，而不是将他们拘留。 如果进

一步证明，这显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对外政策 

https://ua.interfax.com.ua/news/general/827721-amp.html
https://decentralization.gov.ua/news/1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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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sun.usmission.gov/remarks-at-a-un-security-council-arria-formula-meeting-on-ensuring-accountability-for-atrocities-committed-by-russia-in-ukraine/
https://sharethetruths.org/


欧洲联盟。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一项临时贸易自由化的提案，即在一年的时间内对现有自由贸易协

定未涵盖的所有乌克兰商品征收进口关税。该措施将适用于受最低价格要求限制的水果和蔬菜、

面临配额的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这些产品的关税仅应在 2022 年底前逐步取消。欧盟还将免除

乌克兰限制钢铁进口的保障措施，并取消欧盟目前对乌克兰钢管、热轧扁钢产品和熨衣板征收的

反倾销关税。该提案的目的是在与俄罗斯的战争期间帮助该国的经济。该提案现在是欧洲议会和

欧盟政府同意生效的问题。泽连斯基(Zelenskiy)总统和什米哈尔(Shmyhal)总理对该提议表示欢

迎，认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姿态。 

美国。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收俄罗斯制裁资产的法案。 这使它们能够用于乌克兰的重建。 

加拿大。加拿大下议院周三一致通过一项动议，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种族灭绝行为。 

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已抵达基辅，与泽连斯基

(Zelenskyi)总统和外长德米特罗·库莱巴(Dmytro Kuleba)举行会谈。 此前，在与普京讨论后，古

特雷斯宣布了一项潜在协议，允许被困在马里乌波尔(Mariupol)的亚速钢铁厂(Azovstal)内的平民

离开。 

由联合国安理会 48 个成员国和欧盟组成的问责之友小组(GoF)将支持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乌克

兰问题调查委员会作为欧安组织莫斯科机制的专家，为起诉在乌克兰犯下的罪行所做的国际努

力。 乌克兰，以及将战犯绳之以法。 无论调查进行多长时间，友小组都将确认他们对这些努力

的长期支持。 

二十國集團。泽连斯基(Zelenskyi)总统收到了参加二十國集團峰会的邀请。粮食安全是会议期间

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目前尚无可用信息，总统是否真的会参加会议。但是，如果后者决定亲自

参加，会议可能会成为与普京(Putin)总统会面的平台。 

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PACE)。关于俄罗斯联邦侵略乌克兰的后果的一般性政策辩论是歐洲理事會

議員大會春季全体会议的中心。将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以混合形式举行。4 月 27 日，

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表示全力支持旨在调查俄罗斯违反国际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其他国际

罪行的所有努力。 这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以及确保追究侵略者的责任。歐洲

理事會議員大會的政治事务委员会提议向俄罗斯施加“最大压力”，以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在 

歐洲理事會議員大會会议期间，文化、科学、教育和媒体委员会呼吁成员国在体育、科学、教育

和媒体领域的决策者。 目标是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家队、俱乐部和个人排除在所有体育赛事之

外。 此外，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参与者排除在所有科学、教育和媒体活动之外。 

 

经济安全 

引入欧盟和乌克兰之间的临时自由贸易自由化将缓和战争对乌克兰经济的影响。欧盟已经是乌克

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俄罗斯入侵之前，乌克兰出口价值约 240 亿欧元（255 亿美元）。出口的

主要份额包括农产品（77 亿美元）和金属（62 亿美元）。与此同时，两位美国参议员正在考虑

一项类似的提议，以提高从乌克兰进口钢铁的关税。如果美国和欧盟执行这些计划，它可能有助

于减少乌克兰的经济逆风。彭博社(Bloomberg)表示，与危机前的前景相比，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

值预计将下降 25%。 

乌克兰政府目前正在与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德国等国进行谈判，以通过其港口启动乌克兰

出口。 

 

能源安全 

在国有天然气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停止向波兰和保加利亚供应天然气后，

欧盟指责俄罗斯敲诈俄罗斯天然气。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

今天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单方面停止向欧洲客户运送天然气是俄罗斯利用天然

气作为勒索工具的又一次尝试。与此同时，俄罗斯塔斯社报(TASS)道称，欧盟有 10 家公司按照

克里姆林宫的要求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设了卢布账户，其中四家已经支付了卢布。由

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暂停对波兰和保加利亚的供应，欧洲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 24%。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Energoatom”报告：由于乌克兰南部地区 330 千瓦的高压线受损，扎波

罗热核电站(Zaporizhzhya NPP)被调至容量水平，以确保电力系统的可持续运行，只有核电站自

身的需求才能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y/documents-register/detail?ref=COM(2022)195&lang=en&source=email&utm_source=POLITICO.EU&utm_campaign=4b9a568430-EMAIL_CAMPAIGN_2022_04_28_02_39&utm_medium=email&utm_term=0_10959edeb5-4b9a568430-189729529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u-suspend-tariffs-ukraine-imports-one-year-2022-04-27/
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status/1519372426823491584
https://twitter.com/Denys_Shmyhal/status/1519280750599749635
https://twitter.com/Denys_Shmyhal/status/1519280750599749635
https://www.nytimes.com/2022/04/27/us/politics/biden-russia-sanctions.html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house-vote-ukraine-genocide-1.6433212
https://www.norway.no/en/missions/UN/statements/security-council/2022/arria-ukraine---accountability-group-of-friendstement/
https://twitter.com/ZelenskyyUa/status/1519278554546155520
https://pace.coe.int/en/news/8695/pace-urges-maximum-pressure-on-russia-to-cease-its-aggression-and-unity-in-supporting-ukraine
https://pace.coe.int/en/news/8692/committee-calls-for-banning-russian-and-belarusian-nationals-from-all-events-in-the-fields-of-sport-science-education-and-media-in-member-states
https://webgate.ec.europa.eu/isdb_results/factsheets/country/details_ukraine_en.pdf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2-04-27/supply-chain-latest-eu-may-cut-tariffs-to-help-war-torn-ukraine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says-russian-gas-halt-is-attempt-use-fuel-blackmail-2022-04-27/
https://twitter.com/vonderleyen/status/1519218530914381825
https://tass.com/economy/1443937?utm_source=google.com&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google.com&utm_referrer=google.c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27/european-gas-jumps-24-as-russia-cuts-off-poland-bulgaria


乌克兰农业生产者在临时占领的领土上面临威胁。在赫尔松(Kherson)地区，俄罗斯占领军只允许

农民种植谷物和向日葵。 他们要求农民同意将他们未来的大部分作物免费提供给入侵者。在卓别

林(Chaplin)地区，俄罗斯人强行拿走农民的设备，继续为俄罗斯武装分子挖掘战壕。斯瓦蒂夫斯

基(Svativskyi)区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占领当局正在敦促农民不顾危险开始播种。未来的

收获将被国有化，有利于俄罗斯。 只剩下一小部分给农民。 

乌克兰监察员报告说，从乌克兰领土上偷来的粮食全部转移到克里米亚(Crimea)。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的居民报告说，几天前，用于粮食转运的海运码头开始运营。 然而，克里米亚根本

不存在粮食储备。来自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目击者还报告说，从暂时占领的赫尔松地区出口的

蔬菜已经开始在该半岛销售。过去一周，已有 40 多吨白菜和萝卜运往批发市场。 

 

数字安全 

微软(Microsoft)在其最新报告中指出，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至少有六个与俄罗斯结盟的民族国

家行为体已对乌克兰发起了超过 237 次行动。 这包括正在进行并威胁平民福利的破坏性袭击。网

络攻击通常与俄罗斯针对对平民至关重要的服务和机构的动态军事行动相关，有时甚至直接与之

相关。 例如，3 月 1 日针对乌克兰一家主要广播公司的网络攻击恰逢俄罗斯宣布打算摧毁乌克兰

的“虚假信息”目标，并对基辅的一座电视塔进行导弹袭击。 

 

阅读材料 

 为什么乌克兰会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乌克兰人将成功地将俄罗

斯人赶出他们现在拥有的领土。 福山还反思了乌克兰和欧洲战争的长期政治后果。 

 

统计 

 102 所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幼儿园和大学被摧毁。 另有 1412 个机构受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公布了截至 2022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点俄罗斯军队的总 估计损失：约 

22800 名士兵，970 辆坦克，2389 辆 APV，431 门火炮系统，154 门 多管火箭炮、72 门防空战 

系统，187 架飞机，155 架直升机， 1688 辆汽车，8 艘 轻型 快艇，76 个油箱，215 架战术级无

人机，31 个特殊设备， 4 个移动 SRBM 系 统。另外，按照俄罗斯损失的互动计数器。此外，可

以关注俄罗斯损失的互动计数器。 

 

每一项行动都很重要，不存在“太小”的贡献！ 

 非政府组织 “Zgraya ”是一群志愿者。他们在 2014-2015 年期间与乌克兰东部的军队 一起

工作。他们已恢复工作，为平民和医院提供药品和设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 和领土防御

提供设备、机械、药品和食品。 了解更多并支持他们。  

 通过社交媒体、当地媒体或传播此简短更新，分享有关乌克兰局势的最新信息。 

 在推特和我们的网站上订阅我们的每日更新。 

 您可以通过贝宝捐款支持我们的项目。您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多信息。  

 
 

感谢您对乌克兰的支持！光荣乌克兰！荣耀属于乌克兰！  

翻译：Daria Kut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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