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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04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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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1 名称:  1: 伊布拉伊马  2: 卡马拉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准将 b) 空军参谋长   出生日期: 11 May 1964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Papa Camará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AAID00437, 发放于 18 Feb. 2010,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2013年2月18日到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May 2012  其他信息: 卡马拉于2012年5月
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
父亲姓名：Suareba Camará，母亲姓名：Sale Que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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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3 名称:  1: 克兰哈  2: 丹法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上校  b) 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行动负责人   出生日期: 5 Mar.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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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AAIN29392, 发放于 29 Sep. 2011, 发放在 几内亚
比绍 (几内亚比绍2011年9月29日颁发； 2016年9月29日过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Jul.
2012  其他信息: 丹法于2012年7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
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还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安东尼奥·因贾伊的贴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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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4 名称:  1: 伊德里萨  2: 贾洛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少校 b) 武装部队参谋长礼宾顾问  c) 上校  d) 武装部队总部礼宾主管(随后)   出生日期: 18 Dec.
1954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Idriça Djaló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AAISO40158, 发放于 12 Oct. 2012,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2012年10月 2日颁发； 2015年10月2日到期)  国
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Jul. 2012  其他信息: 贾洛于2012年7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
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也是其最积极的成员之一；他是最
早公开参与“军事指挥部”的军官之一，签署了其首份公报(第5号，日期为2012年4月13日)；他还隶属军事情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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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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005 名称:  1: 安东尼奥 2: 因贾伊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将 b) 武装部队参谋长   出生日期: 20 Jan. 1955 出生地点: Encheia, Sector de Bissorá, Região
de Oio, 几内亚比绍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ntónio Indja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AAID00435, 发放于 18 Feb. 2010,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2010年2月18日颁发； 2013年2月18日过期)  国
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May 2012  其他信息: 因贾伊于2012年5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
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亲自参与策划和领导了2010年4月1日的兵变，最后非法拘捕总理卡洛斯·小戈梅斯和
当时的武装部队参谋长José Zamora Induta；2012年大选期间，他作为武装部队参谋长发表声明，威胁要推翻民选当
局，终止选举进程；他参与了2012年4月12日政变的行动规划。政变后，他领导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了“军事指
挥部”首份公报。父亲姓名：Wasna Injai；母亲姓名：Quiritche Co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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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6 名称:  1: 奇帕  2: 纳 比东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将  b) 情报负责人   出生日期: 28 May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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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DA0001564, 发放于 30 Nov. 2005,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DA0001564
(几内亚比绍2005年11月30日颁发； 2011年5月15日过期) )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Jul.
2012  其他信息: 纳比东于2012年7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
12日政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父母：Nabi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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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7 名称:  1: 查姆  2: 纳 马恩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将 b) 武装部队军医院负责人   出生日期: 27 Feb. 1953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
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Namam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SA0002264, 发放于 24 Jul. 2006,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几内亚比绍2006年7月24日颁发； 2009年7月23日过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Jul. 2012 
其他信息: 纳马恩于2012年7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
责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也是高级军事指挥部(几内亚比绍武装部队最高层)成员。父亲姓名：Biute Namam；母亲
姓名：Ndjade NaN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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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8 名称:  1: 埃斯特瓦奥  2: 纳 梅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武装部队监察长   出生日期: 7 Mar.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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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May 2012  其他信息: 纳梅纳于
2012年5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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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09 名称:  1: 达巴  2: 纳瓦尔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将 b) 军事司令部发言人   出生日期: 6 Jun. 1966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Daba Na
Waln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SA000417, 发放于 29 Oct. 2003, 发放在 几内亚比
绍 (几内亚比绍2003年10月29日颁发； 2013年3月10日过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May
2012  其他信息: 纳瓦尔纳于2012年5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
日政变负责的“军事指挥部”的发言人。父亲姓名：Samba Naualna；母亲姓名：Uasne Nanf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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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i.010 名称:  1: 朱利奥  2: 恩哈特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将 b) 空降兵团指挥官   出生日期: 28 Sep.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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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Jul. 2012  其他信息:
恩哈特于2012年7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责的“军事
指挥部”的成员，也是安东尼奥·因贾伊的忠实盟友，对2012年4月12日的政变负有重大责任，实施了相关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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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nterpol.int/en/How-we-work/Notices/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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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011 名称:  1: 马马杜  2: 图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少将 b) 武装部队副参谋长   出生日期: 26 Apr. 1947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
认身份的别名: N’Krumah 国籍: 几内亚比绍 护照编号: 号码 DA0002186, 发放于 30 Mar. 2007, 发放在 几内亚比绍 (几
内亚比绍2007年3月30日颁发； 2013年8月26日过期))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May 2012  其
他信息: 图雷于2012年5月18日根据第2048(2012)号决议第4段被列入名单，理由：他是对2012年4月12日政变负责
的“军事指挥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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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