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 1970 (2011) List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97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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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05 名称: 1: 阿米德 2: 侯赛因 3: 库尼 4: 无
职称: 上校 头衔: Ghat(利比亚南部)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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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 (据信现况/所在地：利比亚南部) 列入名单日期: 17 Mar.
2011 (修正日期 26 Sep. 2014,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
LYi.004 名称: 1: 库伦 2: 萨利赫 3: 库伦 4: 卡扎菲
职称: 无 头衔: 利比亚驻乍得大使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krin Saleh Akrin (أﻗﺮﻳﻦ ﺻﺎﻟﺢ
 )أﻗﺮﻳ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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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 列入名单日期: 17 Mar. 2011 (修
正日期 26 Mar. 2015, 26 Sep. 2014)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
LYi.001 名称: 1: 阿卜杜勒-卡迪尔 2: 穆罕默德 3: 巴格达迪 4: 无
职称: 博士 头衔: 革命委员会联络处主任 出生日期: 1 Jul.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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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0574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突尼斯 (在突尼斯狱中)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6 Mar. 2015,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据信现况/所在
地：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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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9 名称: 1: 萨菲亚 2: 法尔卡什 3: 巴拉西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约 1952 出生地点: Al Bayda, 利比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Safia Farkash Mohammed
Al-Hadad, 出生日期：1953年1月1日(阿曼护照号：03825239，2014年5月4日签发，2024年5月3日到期)。 不足确
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03825239 国内身份证编号: 98606491 地址: a) 阿曼 b) (据信所在地：埃及)
列入名单日期: 24 Jun. 2011 (修正日期 1 Apr. 2016, 26 Mar. 2015, 26 Sep. 2014, 4 Sep. 2013, 2 Apr. 2012, 13 Feb.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和第1973号决议第19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资产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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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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018 名称: 1: 阿卜杜拉 2: 塞努西 3: 无 4: 无
职称: 上校 头衔: 军事情报局局长 出生日期: 1949 出生地点: 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doullah Ould Ahmed
(护照号：B0515260； 生日：1948年； 出生地：马里基达尔区Anefif； 发照日期：2012年1月10日；发照地点：马里
巴马科；有效期至：2017年1月10日) b) Abdoullah Ould Ahmed (马里身份号：073/SPICRE；出生地：马里 Anefif；
发证日期：2011年12月6日；发证地点：马里 Esso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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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 (据信现况/所在地：被羁押于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7 Jun. 2014, 21
Mar. 2013)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2011年3月17日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7段列入
名单(冻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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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22 名称: 1: 菲蒂维 2: 阿卜杜勒-拉扎克 3: 无 4: 无
名称（原语文字): ፍትዊ ዓብዱረዛቕ (提格雷尼亚语)
职称: 无 头衔: 某跨国贩运网络头目 出生日期: 约 (30至35岁) 出生地点: 马萨瓦, 厄立特里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bdurezak, Abdelrazaq, Abdulrazak, Abdrazzak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Fitwi Esmail Abdelrazak 国籍: 厄立特里亚 护
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修正日期 17 Sep. 2018)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
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名单
LYi.021 名称: 1: 埃尔米亚斯 2: 阿莱姆 3: 无 4: 无
名称（原语文字): ኤርሚኣስ ግርማይ (提格雷尼亚语)
职称: 无 头衔: 某跨国贩运网络头目 出生日期: 约 1980 出生地点: 厄立特里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Ermias
Ghermay, Guro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Ermies Ghermay b) Ermias Ghirmay 国籍: 厄立特里亚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
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所知地址：的黎波里Tarig sure no. 51，可能已于2015年迁至塞卜拉泰。) 列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修正日期 17 Sep. 2018)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名单
LYi.028 名称: 1: 萨拉赫 2: 巴迪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反民族团结政府萨穆德武装阵线(又被称为“法赫尔”或“利比亚的骄傲”)和米苏拉坦-玛莎中盾旅的高级指
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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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Nov. 2018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资
产冻结)。
LYi.002 名称: 1: 阿卜杜勒-卡迪尔 2: 优素福 3: 迪布里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穆阿迈尔•卡扎菲私人卫队长 出生日期: 1946 出生地点: Houn,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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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其他信息: 根据
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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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06 名称: 1: 阿布 2: 扎伊德 3: 奥马尔 4: 杜尔达
职称: 无 头衔: a) 外部情报局局长 b) 外部安全局局长 出生日期: 4 Apr. 1944 出生地点: Alrhaybat 足够确认身份的
别名: Dorda Abuzed O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利比亚 FK117RK0, 发放于 25 Nov. 2018, 发放
在 的黎波里 (有效期至2026年11月24日)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利比亚 (据信现况/所在地：在埃及居住) 列入名单
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7 Jun. 2014, 1 Apr. 2016, 25 Feb. 2020)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段(旅行禁
令)列入名单。2011年3月17日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7段(资产冻结)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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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07 名称: 1: 阿布 2: 贝克尔 3: 尤尼斯 4: 贾比尔
职称: 少将 头衔: 国防部长 出生日期: 1952 出生地点: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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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2011年3月17日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7段列入名单(冻结资产)。据
信现况/所在地：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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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27 名称: 1: 易卜拉欣 2: 赛义德 3: 萨利姆 4: 贾德赫兰
职称: 无 头衔: 武装民兵首领 出生日期: 29 Oct. 1982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Ibrahim Saeed Salem
Awad Aissa Hamed Dawoud Al Jadhran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利比亚 护照编号: S/263963, 发放于 8 Nov.
2012 国内身份证编号: a) 119820043341 b) 个人身份号: 137803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1 Sep. 2018 其他信息:
母亲姓名Salma Abdula Younis。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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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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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025 名称: 1: 穆罕默德 2: 阿明 3: 阿拉比 4: 卡什拉夫
名称（原语文字): ﻣﺤﻤﺪ اﻷﻣﻴﻦ اﻟﻌﺮﺑﻲ ﻛﺸﻼف
职称: 无 头衔: 纳斯尔烈士旅头目，扎维耶炼油厂石油卫队负责人 出生日期: 2 Dec. 1985 出生地点: 扎维耶, 利比
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Kashlaf b) Koshlaf c) Keslaf d) al-Qasab 国籍: 利比亚 护照编
号: C17HLRL3, 发放于 30 Dec. 2015, 发放在 扎维耶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扎维耶, 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修正日期 17 Sep. 2018, 25 Feb. 2020)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 列入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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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LYi.008 名称: 1: 马图克 2: 穆罕默德 3: 马图克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公用事业秘书 出生日期: 1956 出生地点: Khoms,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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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2011年3月17日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7段列入
名单(冻结资产)。据信现况/所在地：不详，相信已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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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24 名称: 1: 穆萨卜 2: 穆斯塔法 3: 阿布卡西姆 4: 奥马尔
名称（原语文字): ﻣﺼﻌﺐ ﻣﺼﻄﻔﻰ اﺑﻮ اﻟﻘﺎﺳﻢ ﻋﻤﺮ
职称: 无 头衔: 某跨国贩运网络头目 出生日期: 19 Jan. 1983 出生地点: 塞卜拉泰, 利比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Mus’ab Abu Qarin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U-AL QASSIM OMAR Musab Boukrin b) The Doctor c) Al-Grein 国籍:
利比亚 护照编号: a) 782633, 发放于 31 May 2005 b) 540794, 发放于 12 Jan. 2008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
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修正日期 17 Sep. 2018)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 列
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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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LYi.003 名称: 1: 赛义德 2: 穆罕默德 3: 卡扎夫 达姆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48 出生地点: a) Sirte, 利比亚 b) 埃及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Sayed M. Gaddef
Eddam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利比亚护照号：513519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
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1 Apr. 2016)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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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09 名称: 1: 艾莎 2: 穆阿迈尔 穆罕默德 3: 阿布 明亚尔 4: 卡扎菲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 Jan. 1978 出生地点: 的黎波里, 利比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isha Muhammed
Abdul Salam (利比亚护照号： 215215)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a) 阿曼 号码 03824970, 发
放于 4 May 2014, 发放在 Muscat, 阿曼 (有效期至2024年5月3日) b) Libya 428720 c) B/011641 国内身份证编号:
98606612 地址: 阿曼 (据信现况/所在地：阿曼苏丹国)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11 Nov. 2016, 26 Sep.
2014, 21 Mar. 2013, 2 Apr. 2012, 25 Feb. 2020)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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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0 名称: 1: 汉尼巴尔 2: 穆阿迈尔 3: 卡扎菲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20 Sep. 1975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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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B/002210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黎巴嫩 (关押中)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
正日期 11 Nov. 2016, 26 Sep. 2014,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
冻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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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1 名称: 1: 哈米斯 2: 穆阿迈尔 3: 卡扎菲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78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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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6 Sep. 2014,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冻结资产)。据信现况/所在地：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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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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012 名称: 1: 穆罕默德 2: 穆阿迈尔 3: 卡扎菲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70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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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 (据信现况/所在地：阿曼苏丹国)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
日期 26 Sep. 2014, 4 Sep. 2013,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冻结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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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3 名称: 1: 穆阿迈尔 2: 穆罕默德 3: 阿布 明亚尔 4: 卡扎菲
职称: 无 头衔: 革命领袖、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出生日期: 1942 出生地点: Sirte,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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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4
Sep. 2013,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冻结资产)。据信现况/所在
地：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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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4 名称: 1: 穆塔西姆 2: 卡扎菲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国家安全顾问 出生日期: a) 1976 b) 5 Feb. 1974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
名: a) Almuatesem Bellah Muammer Qadhafi b) Mutassim Billah Abuminyar Qadhaf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uatasmblla b) Muatasimbllah c) Moatassam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利比亚 B/001897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
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1 Apr. 2016, 26 Sep. 2014,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
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冻结资产)。据信现况/所在地：亡故。据报于2011年10月20日在利比亚苏尔特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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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LYi.015 名称: 1: 萨阿迪 2: 卡扎菲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特种部队指挥官 出生日期: 27 May 1973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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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014797 b) 524521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利比亚 (被羁押于利比亚) 列入名
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6 Mar. 2015, 2 Apr. 2012, 14 Ma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
名单(旅行禁令)。2011年3月17日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7段列入名单(冻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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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16 名称: 1: 赛义夫 阿拉伯 2: 卡扎菲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82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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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
第1970号决议第15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2011年3月17日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7段列入名单(冻结资产)。据信现况/
所在地：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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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17 名称: 1: 赛义夫 伊斯兰 2: 卡扎菲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卡扎菲基金会主任 出生日期: 25 Jun. 1972 出生地点: 的黎波里, 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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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014995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利比亚 (据信现况/所在地：在利比亚
津坦，行动自由受限) 列入名单日期: 26 Feb. 2011 (修正日期 11 Nov. 2016, 26 Sep. 2014, 2 Apr. 2012)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议第15和第17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冻结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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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i.020 名称: 1: 阿卜杜勒-哈菲兹 2: 兹利特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卡扎菲上校政府规划与财政部长 b) 总人民委员会财政与规划秘书 c) 利比亚中央银行临时行长 出
生日期: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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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24 Jun. 2011 (修正日期 11 Nov. 2016, 26 Sep. 2014)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0号决
议第15段和第1973号决议第19段列入名单(旅行禁令、资产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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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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i.023 名称: 1: 艾哈迈德 2: 奥马尔 3: 伊穆罕默德 4: 费图里
名称（原语文字): اﺣﻤﺪ ﻋﻤﺮ اﻣﺤﻤﺪ اﻟﻔﻴﺘﻮري
职称: 无 头衔: 艾奈斯·达巴希民兵指挥官，某跨国贩运网络头目 出生日期: 7 May 1988 出生地点: (可能是在塞卜拉
泰，塔里勒居民区)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l-Dabachi b) Al Ammu c) The Uncle d) AlAhwal e) Al Dabbashi 国籍: 利比亚 护照编号: 利比亚 LY53FP76, 发放于 29 Sep. 2015, 发放在 的黎波里 国内身份证
编号: 119880387067 地址: a) 盖拉布利堡, 利比亚 b) 扎维耶, 利比亚 c) Dbabsha-塞卜拉泰, 列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修正日期 17 Sep. 2018, 25 Feb. 2020)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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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LYi.026 名称: 1: 阿卜杜勒 2: 拉赫曼 3: 米拉德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扎维耶海岸警卫队指挥官 出生日期: 约 (29 岁) 出生地点: Tripoli, 利比亚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Rahman Salim Milad b) al-Bija 国籍: 利比亚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Zawiya,
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7 Jun. 2018 其他信息: 依照第1970号决议第15和17段(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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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sIndividuals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LYe.002 名称: 利比亚非洲投资组合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Jamahiriya Street, LAP Building, PO Box 91330, Tripoli, 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17 Mar. 2011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3号决议第17段及9月16日第2009号决议第15段的修订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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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e.001 名称: 利比亚投资管理局
别名: Libyan Foreign Investment Company (LFIC) 又称: 无 地址: 1 Fateh Tower Office, No 99 22nd Floor, Borgaida
Street, Tripoli, 的黎波里, 1103, 利比亚 列入名单日期: 17 Mar. 2011 其他信息: 根据第1973号决议第17段及9月16日
第2009号决议第15段的修订列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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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