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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9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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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i.002 名称:  1: 穆萨  2: 希拉勒  3: 阿卜 4: 杜拉 纳西姆
职称: 无  头衔:  a) 前苏丹国民议会瓦哈地区议员  b) 前联邦事务部特别顾问 c) 北达尔富尔贾卢尔马哈米德部落最
高酋长   出生日期:  a) 1 Jan. 1964 b) 1959 出生地点: 库图姆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heikh) Musa Hilal b) Abd Allah c) Abdallah d) AlNasim e) Al Nasim f) AlNaseem g) Al Naseem h) AlNasseem i)
Al Nasseem 国籍: 苏丹 护照编号:  a) 外交护照 D014433, 发放于 21 Feb. 2013 (2015年2月21日到期)  b) 外交护照
D009889, 发放于 17 Jan. 2011 (2013年2月17日到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A0680623 地址:  a) 卡布卡比亚, 苏丹  b) 库
图姆, 苏丹 (住在达尔富尔北部的卡布卡比亚和库图姆市，曾住在喀土穆)  列入名单日期: 25 Apr. 2006 (修正日期 17
Oct. 2017, 14 Mar. 2018)  其他信息: 有照片可供纳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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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i.001 名称:  1: 加法尔  2: 穆罕默德  3: 哈桑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少将，苏丹武装部队西部军区指挥官   出生日期: 24 Jun. 1952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Gaffar Mohmed Elhassan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4302 (退役军人身份证号) 
地址: El Waha, Omdurman, 苏丹  列入名单日期: 25 Apr. 2006  其他信息: 从苏丹陆军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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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i.004 名称:  1: 贾布里勒  2: 阿卜杜勒 卡里姆 3: 易卜拉欣 4: 马毓
职称: 无  头衔: 全国改革与发展运动战地指挥官   出生日期: 1 Jan. 1967 出生地点: 尔州法希尔, 北达尔富尔(出生
地点：北达尔富尔州法希尔法希尔尼罗区)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General Gibril Abdul Kareem Barey b) “Tek”
c) Gabril Abdul Kareem Badr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出生国籍为苏丹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a)
192-3238459-9 b) 302581 (通过出生取得国籍证号)  地址: 蒂内, 苏丹 (住在苏丹与乍得边界苏丹一侧的蒂内)  列入名
单日期: 25 Apr. 2006 (修正日期 14 Mar. 2018)  其他信息: 有照片可供纳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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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i.003 名称:  1: 阿达姆  2: 雅各布 谢里夫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苏丹解放军(苏解)指挥官   出生日期: 1 Jan. 1970 出生地点: 法希尔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dam
Yacub Shant b) Adam Yacoub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苏丹 护照编号: P00182993, 发放于 19 Jul. 2010 (2015
年7月18日到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103-0037-6235 (护照中提到)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5 Apr. 2006 (修正日期 14
Mar. 2018)  其他信息: 据报于2012年6月7日死亡。 有照片可供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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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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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体和其他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