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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53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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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1 名称:  1: 埃里克 2: 巴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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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
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卢旺达 (截至2016年初)  列入名单日期: 31 Dec. 2012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3年3月他逃往卢旺达，截至2016年初仍在那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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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36 名称:  1: 塞卡 2: 巴卢库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民主同盟军(CDe.001)总头目   出生日期:  约 1977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
份的别名:  a) Mzee Kajaju b) Musa c) Lumu d) Lumonde 国籍: 乌干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Kajuju
camp of Medina II , 贝尼县, 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最后已知所在地)  列入名单日期: 6 Feb. 2020  其他信息: 巴卢库
长期一直是民主同盟军的成员，曾经是民主同盟军创始人贾米勒·穆库卢(CDi.015)的副手，直至2014年刚果(金)武装部
队“扫荡一号”军事行动之后接替穆库卢。

CDi.002 名称:  1: 弗朗克·卡科莱勒 2: 布万巴莱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刚果(金)武装部队将军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FRANK KAKORERE b)
FRANK KAKORERE BWAMBALE c) AIGLE BLANC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金沙萨,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6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8年1月离开全国保卫人民大会。截至2011年6月，居住在金沙萨。自2010年以来，kakolele显然
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摆脱武装冲突地区稳定和重建方案一直参与活动，包括2011年3月参加该方案特派团前往
戈马和贝尼。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2013年12月在北基伍省贝尼逮捕了他，据称因他阻碍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
程。 他离开刚果民主共和国到肯尼亚居住了一段时间，后被刚果民主共和国召回，协助处理贝尼县局势。2015年10
月他在曼巴萨县被捕，据称支持某玛伊玛伊团体，但未被指控。截至2016年6月，他在金沙萨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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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3 名称:  1: 加斯东 2: 伊亚穆雷米耶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卢民主力量临时主席 b)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第一副主席  c)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少将   出生
日期: 1948 出生地点:  a) Musanze District, Northern Province, 卢旺达  b) Ruhengeri,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Byiringiro Victor Rumuli b) Victor Rumuri c) Michel Byiringiro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Rumuli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
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北基伍省,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6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Dec. 2010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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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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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04 名称:  1: 伊诺桑 2: 凯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3·23”运动前副指挥官   出生日期:  出生地点: Bunagana, 鲁丘鲁县,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
别名: Colonel Innocent KAIN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India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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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Nov. 2012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3年3月博斯科·塔甘达派逃到卢旺达后，成
为“3·23”运动副指挥官。2013年11月逃到乌干达。截至2016年初尚在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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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5 名称:  1: 热罗姆 2: 卡克瓦伍 布坎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Goma,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Jérôme Kakwavu 不足确认
身份的别名: Commandant Jérôme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2004年12月在刚果(金)被授予将军军衔。截至2011年6月，被拘留在金沙萨马卡拉监狱。截至
2011年3月25日，金沙萨高级军事法院因战争罪审判Kakwavu。2014年11月，因强奸、谋杀和酷刑被刚果民主共和国
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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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35 名称:  1: GÉDÉON 2: KYUNGU 3: MUTANGA WA BAFUNKWA  4: KANONGA
职称: 无  头衔: 加丹加叛军领导人   出生日期: 1974 出生地点: 加丹加省(现坦噶尼喀省)马诺诺县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
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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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eb. 2018  其
他信息: Gédéon Kyungu属Balubakat族群。他在Likasi完成小学教育并在马诺诺完成中学教育，之后获得教育学学
位。1999年，他加入玛伊-玛伊运动，从2003年起指挥加丹加省最活跃的团体之一。2006年，他前往联合国维持和平
部队，通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复员方案)进程融入社会。他于2011越狱，并于2016年10月自首。根据安全理
事会第2293号决议第7段(e)，他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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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6 名称:  1: 热尔曼 2: 加丹加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8 Apr. 1978 出生地点: 曼巴萨县，伊图里省,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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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4年12月被任命为刚果(金)武装部队将军。2007年10月18日刚果(金)政府将其移交国际刑
事法院。2014年5月23日被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判处12年监禁。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后为其减刑，
认定加丹加的刑期应在2016年1月18日完毕。虽然加丹加在受审期间关押在荷兰，但已于2015年12月移交刚果民主共
和国监狱，并因以往在伊图里所犯的其他罪行而受到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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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7 名称:  1: 托马 2: 卢邦加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伊图里,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狱中)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5年3月在金沙萨被捕，因为刚果爱联/鲁班加派参与侵犯人权。2006年3月17
日被移交国际刑事法院。2012年3月被国际刑事法院判处14年监禁。2014年12月1日，国际刑事法院上诉法官维持对
鲁班加的定罪和判刑。2015年12月19日被移交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所监狱，在那里服完其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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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08 名称:  1: 苏丹 2: 马肯加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5 Dec. 1973 出生地点: Rutshuru,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AKENGA, Colonel SULTANI b) MAKENGA, EMMANUEL SULTAN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2 Nov. 2012  其他信息: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活动的“3•23”运
动军事领导人。截至2014年底在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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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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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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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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09 名称:  1: 哈瓦 潘加  2: 曼德罗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0 Aug. 1973 出生地点: 布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Kawa Panga
b) Kawa Panga Mandro c) Kawa Mandro d) Yves Andoul Karim e) Mandro Panga Kahwa f) Yves Khawa Panga
Mandro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Chief Kahwa” b) “Kawa”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乌干达 (截至2016年5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5年4月因破坏伊
图里和平进程被投入布尼亚监狱。2005年10月被刚果当局逮捕，但基桑加尼上诉法院宣布其无罪。随后因新的指控
(危害人类罪、战争罪、谋杀和严重殴击罪)被移交金沙萨司法当局。2014年8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基桑加尼军事法庭判
定其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判处9年监禁，并令其向其受害者支付约85 000美元。截至2016年5月，他在乌干达服
刑并在那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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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0 名称:  1: 卡利克斯特 2: 姆巴鲁希马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卢民主力量执行秘书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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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r. 2009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因
卢民主力量部队2009年在南北基伍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于2010年10月3日在巴黎被捕。2011年1月25日被移
送海牙，并于2011年底被国际刑院释放。2014年11月29日当选为卢民主力量执行秘书，任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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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1 名称:  1: 伊鲁塔 道格拉斯  2: 姆帕莫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a) 28 Dec. 1965 b) 29 Dec. 1965 出生地点:  a) Bashali, Masisi, 刚果民主共和国  b)
Goma, 刚果民主共和国  c) 乌维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Douglas Iruta Mpamo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
名: Mpano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Gisenyi, 卢旺达 (截至2011年6.)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自大湖商业公司管理的二架飞机坠毁以来，据了解一直无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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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2 名称:  1: 西尔韦斯特 2: 穆达库马拉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指挥官  b)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中将   出生日期: 1954 出生地点: Cellule
Ferege，Gatumba sector，Kibilira commune，吉塞尼省,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upenzi Bernard b)
General Major Mupenzi c) General Mudacumur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Pharaoh b) Radja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北基伍省,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6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2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据称于2009年至2010年期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犯下攻击平
民、谋杀、残害、虐待、强奸、酷刑、破坏财产、掠夺和凌辱个人尊严等9项战争罪，对穆达库穆拉发出逮捕令。

CDi.013 名称:  1: 莱奥多米尔  2: 穆加拉居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a) 1954 b) 1953 出生地点:  a) Kigali, 卢旺达  b) Rushashi, Northern Province,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anzi Leon b) Leo Manz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
号: 无 地址: FDLR HQ at Kikoma forest, Bogoyi, Walikale, 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1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Dec. 2010  其他信息: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参谋长，负责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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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4 名称:  1: 莱奥波德  2: 穆吉亚姆贝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参谋长  b)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临时副指挥官   出生日期:  a) 17 Mar.
1962 b)  约 1966  出生地点: Kigali,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usenyeri b) Achille
c) Frere Petrus Ibrahim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金沙萨,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6年6
月)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9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4年成为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代理副指挥
官。2016年5月初在戈马被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全部队俘虏，移送金沙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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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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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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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 1533 (2004) List

Page 4 of 8

CDi.015 名称:  1: 贾米勒  2: 穆库卢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民主力量同盟首领 b) 民主力量同盟指挥官   出生日期:  a) 1965 b) 1 Jan. 1964 出生地点: 乌干
达卡永加区Ntenjeru Sub县Ntoke村 , Kayunga District, 乌干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teven Alirabaki b) David
Kyagulanyi c) Musezi Talengelanimiro d) Mzee Tutu e) Abdullah Junjuaka f) Alilabaki Kyagulanyi g) Hussein
Muhammad h) Nicolas Luumu i) Julius Elius Mashauri  j) David Amos Mazengo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Professor
Musharaf b) Talengelanimiro 国籍: 乌干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据说在乌干达狱中, (截至2016年9
月)  列入名单日期: 12 Oct. 2011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5年4月在坦桑尼亚被捕，2015年7月引渡至
乌干达。截至2016年9月，穆库卢据说被羁押在警察拘留所，因根据乌干达法律犯有战争罪和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而
等候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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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32 名称:  1: MUHINDO 2: AKILI 3: MUNDOS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刚果(金)武装部队)将军、第31旅指挥官 b) 刚果(金)武装部队准将   出
生日期: 10 Nov. 1972 出生地点: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Charles Muhindo Akili Mundos  b) Akili
Muhindo  c) Muhindo Mundos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Feb. 2018  其他信息: Muhindo Akili Mundos是刚果(金)武装部队将军、第31旅指挥官。他于2014
年9月被任命为刚果(金)武装部队在贝尼和卢贝罗地区(包括对民主同盟军(民族军)的“扫荡一号”行动)的指挥官。他担任
此职直到2015年6月。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93号决议第7段(e)，他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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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6 名称:  1: 伊尼亚斯  2: 马尔瓦纳西亚卡 3: 无 4: 无
职称: 博士   头衔: 卢民主力量主席   出生日期: 14 May 1963 出生地点:  a) Butera, 卢旺达  b) Ngoma, Butare,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Dr. Ignace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德国
(在狱中)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25 Feb. 2020)  其他信息: 据称已于2019年4月16日在
德国监狱中死亡。2009年11月17日被德国当局逮捕，并于2015年9月28日因领导外国恐怖团体和协助战争罪而被德国
法院认定有罪，判处13年徒刑，截至2016年6月关在德国监狱中。2014年11月29日再次当选为卢民主在力量主席，任
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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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7 名称:  1: 斯特拉顿  2: 穆索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卢民主力量前副主席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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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Mar. 2007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9年11月17日被德国当局逮捕。2015年9月28日被德国法院认定有罪，判处8年徒刑。判决后，穆索尼立即从监狱
获释，之前已服刑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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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18 名称:  1: 朱尔  2: 穆特布奇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64 出生地点: 米内姆布韦，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Jules
Mutebusi b) Jules Mutebuzi c) Colonel Mutebuts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
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4年4月前刚果民主共和
国武装部队第10军区副军区司令，因违纪问题被撤职。2007年12月试图越境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时被卢旺达当局逮
捕。据说已在2014年5月9日死于基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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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33 名称:  1: GUIDON  2: SHIMIRAY 3: MWISSA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3 Mar. 1980 出生地点: 瓦利卡勒省基戈马,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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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eb. 2018  其他信息:
毕业于Mpofi社会人文中学；16岁时加入She Kasikila指挥的武装团体；将Kasikila与刚果(金)武装力量合并，成为其S3
营；在2007年受伤，此后加入由当时的指挥官“Mando”领导的玛伊-玛伊Simba；于2008年参与创建恩杜马保卫刚果
民兵组织，成为负责Aigle Lemabé旅的副指挥官。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93号决议第7段(g)，他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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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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19 名称:  1: 博杜安  2: 恩加吕耶 瓦 米亚穆罗 3: 无 4: 无
职称: “3•23”运动军事领导人   头衔: 准将   出生日期:  a) 1 Apr. 1978 b) 1978 出生地点:  a) Bibwe, 刚果民主共和国 
b) Lusamambo, Lubero territory,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Colonel Baudoin NGARUYE 不足确认身
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FARDC 鉴定 1-78-09-44621-80 地址: Rubavu /
Mudende, 卢旺达  列入名单日期: 30 Nov. 2012  其他信息: 2013年3月16日进入卢旺达共和国。截至2014 年底，生
活在卢旺达恩戈马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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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0 名称:  1: 马蒂厄 丘伊  2: 恩古乔洛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8 Oct. 1970 出生地点: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Cui Ngudjolo 不足确认身
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
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03年10月在布尼亚被联刚特派团逮捕。2008年2月7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将其交予
国际刑事法院。2012年12月被国际刑院无罪释放。2015年2月27日上诉法庭维持原判。恩古乔洛在荷兰提出庇护申
请，但被驳回。2015年5月11日被驱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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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1 名称:  1: 弗洛里贝尔 恩加布  2: 恩加布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3 May 1971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Floribert Njabu Ngabu b) Floribert
Ndjabu c) Floribert Ngabu Ndjabu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号码 OB 0243318, 发
放在 刚果民主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由于民族阵线参与践踏人权，2005年3月以来在金沙萨被软禁。2011年3月27日被移送海牙，在国际刑院热尔曼·加
丹加审判和马蒂厄·恩古乔洛审判中作证。2011年5月在荷兰申请庇护；2012年10月荷兰一家法院驳回了他的庇护申
请。2014年7月，他从荷兰被驱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并在该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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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2 名称:  1: 洛朗  2: 恩孔达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a) 6 Feb. 1967 b) 2 Feb. 1967 出生地点: Rutshuru, North Kivu,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
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Nkunda Mihigo Laurent b) Laurent Nkunda Bwatare c) Laurent Nkundabatware d) Laurent
Nkunda Mahoro Batware e) Laurent Nkunda Batwar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Chairman b) General Nkunda c)
Papa Six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前
刚果民盟戈马派将军。2006年创立民防国民大会；1998-2006年担任刚果争取民主联盟-戈马派高级官员；1992-1998
年任卢旺达爱国阵线(爱国阵线)官员。2009年1月洛朗·恩孔达在卢旺达被卢旺达当局逮捕，其他人取代他担任全国保
卫人民大会。自那时起，他一直被软禁在卢旺达基加利。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引渡恩孔达，因他在刚果民主共和
国东部犯下诸多罪行，但卢旺达拒绝了这一请求。2010年，卢旺达吉塞尼法院驳回恩孔达对于非法拘留的上诉，裁定
此事应由军事法庭审理。恩孔达的律师向卢旺达军事法院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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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3 名称:  1: 费利西安  2: 恩桑祖布基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分区指挥官  b)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上校   出生日期: 1967 出生地点:  a)
Murama, Kigali, 卢旺达  b) Rubungo, Kigali, 卢旺达  c) Kinyinya, Kigali,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Fred Irakez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南基伍省,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6
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Dec. 2010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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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4 名称:  1: 帕奇菲克  2: 恩塔温古卡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 “SONOKI” 区指挥官  b)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准将   出生日期:  a) 1 Jan.
1964 b)  约 1964  出生地点: Gaseke, Gisenyi Province,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Pacifique Ntawungula 不足确
认身份的别名:  a) Colonel Omega b) Nzeri c) Israel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鲁丘鲁县，
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截至2011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9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曾在埃及
接受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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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5 名称:  1: 詹姆斯  2: 尼亚库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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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乌干达 护照编
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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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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34 名称:  1: LUCIEN 2: NZAMBAMWITA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66 出生地点: 市Ruvune区Nyagitabire镇, 比温巴省,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ndré Kalum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Feb. 2018  其他信息: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93号决议第7段(j)，他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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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6 名称:  1: 斯坦尼斯拉斯  2: 恩泽伊马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卢民主力量——救世战斗军副指挥官   出生日期:  a) 1 Jan. 1966 b) 28 Aug. 1966 c)  约 1967  出生地
点: Mugusa, Butare,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Deogratias Bigaruka Izabayo b) Izabayo Deo c) Jules Mateso
Mlamb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Bigaruka b) Bigurura 国籍: 卢旺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
名单日期: 3 Mar. 2009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3年初在3月3日在坦桑尼亚失踪。截至2016年6月下落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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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7 名称:  1: 迪厄多内  2: 奥齐亚 马齐奥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6 Jun. 1949 出生地点: Ariwara,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Ozia Mazio 不
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Omari b) Mr Omari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
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据信在阿鲁县担任刚果企业联合会主席的Dieudonné Ozia Mazio于2008年9月23日
在Ariwara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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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8 名称:  1: 让-马里卢格雷罗  2: 鲁尼加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3•23”运动主席   出生日期:  a)  约 1960  b) 9 Sep. 1966 出生地点: 布卡武,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
身份的别名: Jean-Marie Ruge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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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bavu /
Mudende, 卢旺达  列入名单日期: 31 Dec. 2012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其他信息: 2013年3月16日进入卢旺达共和
国。截至2016年住在卢旺达。2016年6月参加创建刚果新政党“拯救人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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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29 名称:  1: 恩塔博 恩塔贝里  2: 谢卡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玛伊-玛伊民兵谢卡 派)总司令   出生日期: 4 Apr. 1976 出生地点: Walikale,
Walikale县,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戈马, 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在狱中))  列入名单日期: 28 Nov. 2011 (修正日期 19 Aug.
2020)  其他信息: 他于2017年7月26日向联刚稳定团自首，此后由刚果当局羁押。2018年11月，戈马军事法庭开始
对他被控犯下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参与叛乱运动罪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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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030 名称:  1: 博斯科  2: 塔甘达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介于 1973 与 1974 出生地点: Bigogwe, 卢旺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Bosco
Ntaganda b) Bosco Ntagenda c) General Tagand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Lydia (When he was part of APR.)  b)
Terminator c) Tango Romeo (Call sign)  d) Romeo (Call sign)  e) Major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
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海牙, 荷兰 (截至2016年6月)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修正日期 13 Oct. 2016, 19 Aug. 2020) 
其他信息: 出生在卢旺达，童年时迁居北基伍马西西县Nyamitaba。在达成伊图里和平协定之后，2004年12月11日
由总统提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准将。曾任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参谋长，自2009年1月洛朗·恩孔达被捕以后担
任全国保卫人民大会军事指挥官。自2009年1月以来，担任在北基伍和南基伍持续开展的反卢民主力量行动(‘Umoja
Wetu’、‘Kimia II’和‘Amani Leo’)事实上的副指挥官。2013年3月进入卢旺达，3月22日在基加利向国际刑 事法院官员
自首。被移送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2014年6月9日，国际刑 事法院确认对他的13项战争罪指控和5项危害人类罪指
控；定于2015年9月开始审判。2019年7月8日，国际刑事法院判定他于2002至2003年在伊图里犯下18项战争罪和危
害人类罪。2019年11月7日，他被判处总共30年监禁。他对定罪和量刑提出了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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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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i.031 名称:  1: 伊诺桑 2: 齐穆林达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刚果(金)武装部队上校 b) “3•23”运动准将 军衔：上校   出生日期:  a) 1 Sep. 1972 b) 16 Mar. 1972
c) 1975 出生地点:  a) Ngungu, Masisi territory, North Kivu, 刚果民主共和国  b) Masisi, 刚果民主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
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Zimulinda 国籍: 刚果民主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Rubavu /
Mudende,  列入名单日期: 1 Dec. 2010  其他信息: 2009年作为一名中校加入刚果(金)武装部队，在驻扎在Ngungu地区
的刚果(金)武装部队Kimia II Ops担任旅长。2009年7月，Zimurinda 晋升为上校并成为刚果(金)武装部队Ngungu区指
挥官，随后调至 Kitchanga，刚果(金)武装部队在那里开展Kimia II和 Amani Leo行动。由于Zimurinda没有出现在2010
年12月31日任命刚果(金)武装部队高级官员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法令中，他实际上保持了他在 刚果(金)武装部队第
22区(Kitchanga)指挥官职位，身着新发的刚果(金)武装部队军节章和制服。2010年12月，Zimurinda部下人员开展的
招募活动受到公开谴责。2013年3月16日进入卢旺达共和国。截至2014年底，居住在卢旺达恩戈马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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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e.001 名称: 民主同盟军
别名: 民主力量同盟 又称:  a) 民主力量同盟--解放乌干达民族军  b) 民主力量同盟/乌民族军  c) 乌民族军  地址: 刚
果民主共和国北基伍省,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30 Jun. 2014 ( 修正日期 19 Oct. 2016, 19 Aug. 2020 ) 
其他信息: 2015年4月民主同盟军创始人和领导人贾米勒·穆库卢(CDi.015)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被逮捕，之
后于2015年7月引渡至乌干达坎帕拉。截至2016年6月，据报, 穆库卢被羁押在警察拘留所等候审判。塞卡·巴卢
库(CDi.036)接替贾米勒·穆库卢(CDi.015)成为民主同盟军的总头目。正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的几份报告
(S/2015/19，S/2015/797，S/2016/1102，S/2017/672，S/2018/531，S/2019/469，S/2019/974，S/2020/482)中着重
指出的，民主同盟军在塞卡·巴卢库等人领导下，继续一再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实施袭击、杀害、残害、强奸和其他
性暴力以及绑架，并袭击村庄和医疗设施，特别是2019年2月12日和24日在贝尼县Mamove、2019年12月5日和2020
年1月30日在贝尼县Mantumbi袭击村庄和医疗设施；至少自2015年以来，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贝尼县实施袭击和强迫
劳动期间持续招募和使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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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2 名称: 布滕博航空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Butembo,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29 Mar. 2007  其他信息: 在布滕博运营的私营航空
公司。自2008年12月以来，该公司不再拥有刚果共和国飞机运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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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3 名称: 大湖航空公司；大湖商业公司
别名: CAGL 又称: 无 地址:  a) Avenue Président Mobutu, 邮政信箱 315,刚果(金)戈马 , 刚果民主共和国  b) 卢旺达吉
塞尼, 卢旺达  c) PO BOX 315, 刚果(金)戈马蒙博托总统大道 ,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29 Mar. 2007  其他信
息: 截至2008年8月，CAGL不再拥有任何作业飞机，但2008年一些飞机继续飞行，尽管联合国已规定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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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4 名称: CONGOMET贸易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Butembo, North Kivu 列入名单日期: 29 Mar. 2007  其他信息: 作为北基伍布滕博黄金贸易公司
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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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5 名称: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
别名:  a) 卢民主力量 b) 救世战斗军  c)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 d) 救世战斗军  又称: 无 地址:  a) 北基
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b) 南基伍,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31 Dec. 2012  其他信息: 电子邮件：
Fdlr@fmx.de、fldrrse@yahoo.fr、fdlr@gmx.net、 fdlrsrt@gmail.com、humura2020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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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6 名称: “3•23”运动
别名: 3月23日运动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1 Dec. 2012  其他信息: 地址：
mouvementdu23mars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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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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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e.007 名称: 马尚加有限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lot 55A, Upper Kololo Terrace, Kampala, 乌干达  列入名单日期: 29 Mar. 2007 ( 修正日期 19
Aug. 2020 )  其他信息: 黄金出口公司(董事：Rajendra Kumar Vaya先生和Hirendra M. Vaya先生)。 2010年，Nova
Scotia Mocatta银行(联合王国)冻结了马尚加有限公司 在Emirates Gold账户中的资产。马尚加有限公司 所有人仍参与
从刚果共和国东部购买黄金。据乌干达共和国当局称，马尚加有限公司最后一次提交年度报税表是在2004年，该公
司被列为“不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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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8 名称: 一切为了和平与发展(非政府组织)
别名: TPD 又称: 无 地址: 北基伍戈马,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1 Nov. 2005  其他信息: 戈马，在南基伍、西
开赛、东开赛省和马涅马省设有省委员会。2008年以来正式暂停所有活动。实际上，截至2011年6月，开设若干一切
为了和平与发展办事处，并参与处理与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社区和解举措和解决土地冲突等。该组织主席是Eugene
Serufuli，副主席是 Saverina Karomba。重要成员包括北基伍省代表Robert Seninga和 Bertin Kiri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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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CDe.009 名称: 乌干达商业进出口有限公司(UCI )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a) Plot 22, Kanjokya Street, Kamwokya, Kampala, 乌干达 (Tel.: +256 41 533 578/9)  b) PO
BOX 22709, Kampala, 乌干达  列入名单日期: 29 Mar. 2007 ( 修正日期 19 Aug. 2020 )  其他信息: 黄金出口公司(董
事：Jamnadas V. LODHIA先生——别名“Chuni”——及他的儿子Kunal J. LODHIA先生和Jitendra J. LODHIA先生)。
2011年1月，乌干达当局通知委员会，继对其财务持控实行豁免之后，Emirates Gold偿还UCI公司欠坎帕拉Crane银行
的债务，导致最终关闭其账户。UCI公司董事仍一直参与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购买黄金。据乌干达共和国当局称，
乌干达商业进出口有限公司(UCI)最后一次提交报税表是在2013年，该公司被列为“不活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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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ies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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