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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140 (2014) 号决议拟定并维持的名单

文件生成日期: 19 October 2020

文件生成日期是指用户查阅名单的日期，不是制裁名单最近实质性更新日期。有关名单实质性更新的信息载于委员会
网站。

名单的构成

名单由两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A. 个人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有关除名的信息见以下网站: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ombudsperson (第1267号决议)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sanctions/delisting (其他委员会)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2231/list (第2231号决议)

A. 个人

YEi.001 名称:  1: 阿卜 2: 杜勒-哈利克  3: 胡塞 4: 无
名称（原语文字): عبدالخالق الحوثي
职称: 无  头衔: 胡塞军事指挥官   出生日期: 1984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d-al-Khaliq al-Huthi b)
Abd-al-Khaliq Badr-al-Din al Huthi c) ‘Abd al-Khaliq Badr al-Din al-Huthi d) Abd al-Khaliq al-Huth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
名: Abu-Yunus 国籍: 也门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7 Nov. 2014 (修正日期 20 Nov.
2014, 26 Aug. 2016)  其他信息: 性别[男]。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链接： https://www.interpol.int/
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YEi.002 名称:  1: 阿卜杜拉  2: 叶海亚  3: 哈基姆 4: 无
名称（原语文字): عبد هللا يحيى الحاكم
职称: 无  头衔: 胡塞团体二号指挥官   出生日期:  a)  约 1985  b)  介于 1984 与 1986 出生地点:  a) Dahyan, 也门  b)
Sa’dah Governorate, Sa’dah Governorate, 也门  c) 萨达省, 也门  d) 萨达省 , 也门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u Ali
al Hakim b) Abdallah al-Hakim c) Abu Ali Alhakim d) Abdallah al-Mu’ayyad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也门 护照
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Dahyan, 萨达省, 也门  列入名单日期: 7 Nov. 2014 (修正日期 20 Nov. 2014)  其
他信息: 性别[男]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链接：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
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YEi.004 名称:  1: 阿卜杜勒 马利克  2: 胡塞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bdulmalik al-Huth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
籍: 无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4 Apr. 2015 (修正日期 26 Aug. 2016)  其他信息: 也
门胡塞运动领导人。从事了威胁也门和平、安全或稳定的活动。

YEi.005 名称:  1: 艾哈迈德  2: 阿里  3: 阿卜杜拉  4: 萨利赫
名称（原语文字): أحمد علي عبد هللا صالح
职称: 前大使，前准将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5 Jul. 1972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hmed Ali Abdullah Al-
Ahmar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也门 护照编号:  a) 17979 (下文外交身份证号码31/2013/20/003140所用姓名) 
b) 02117777, 发放于 8 Nov. 2005 (也门护照号码02117777，2005年11月8日签发，持照人姓名Ahmed Ali Abdullah
Al-Ahmar (高可信度别名))  c) 06070777, 发放于 3 Dec. 2014 (也门护照号码06070777，2014年12月3日签发，持照
人姓名Ahmed Ali Abdullah Al-Ahmar (高可信度别名) )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列入名单日期:
14 Apr. 2015 (修正日期 16 Sep. 2015)  其他信息: 在推动胡塞军事扩张方面发挥了作用。从事了威胁也门和平、安全
或稳定的活动。Ahmed Saleh是也门共和国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之子(YEi. 003)。Ahmed Ali Abdullah Saleh来
自首都萨那东南约20公里一个被称为Bayt Al-Ahmar的地区。外交身份证号码：31/2013/20/003140，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外交部2013年7月7日签发，持证人姓名Ahmed Ali Abdullah Saleh；目前状态：已注销。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特别通告链接：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http://www.un.org/sc/committees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lcil/zh/ombudsperson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sanctions/delisting
https://www.un.org/securitycouncil/zh/content/2231/list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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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i.003 名称:  1: 阿里  2: 阿卜杜拉  3: 萨利赫 4: 无
名称（原语文字): علي عبد هللا صالح
职称: 无  头衔:  a) 也门共和国前总统 b) 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主席   出生日期:  a) 21 Mar. 1945 b) 21 Mar. 1947 c) 21
Mar. 1942 d) 21 Mar. 1946 出生地点:  a) Bayt al-Ahmar, 萨那省, 也门  b) 萨那, Sanhan, Al-Rib’ al-Sharqi c) 萨那, 也
门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li Abdallah Salih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也门 护照编号: 00016161 (也门) 国内身份
证编号: 01010744444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7 Nov. 2014 (修正日期 20 Nov. 2014, 23 Apr. 2018)  其他信息: 性别
[男]。现况：据报已去世。 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链接：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
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