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 2127 (2013) List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12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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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2 名称: 1: 努尔丁 2: 阿达姆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捍卫民主成就特别委员会总干事 b) 安全部长 c) 将军 出生日期: a) 1970 b) 1969 c) 1971 d) 1
Jan. 1970 e) 1 Jan. 1971 出生地点: a) Ndele, 中非共和国 b) Algenana, 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Nureldine
Adam b) Nourreldine Adam c) Nourreddine Adam d) Mahamat Nouradine Adam e) Mohamed Adam Brema
Abdallah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中非共和国 护照编号: a) 中非共和国 号码 D00001184 b) P04838205, 发放
于 10 Jun. 2018 (签发地点：苏丹Bahri。有效期至2023年6月9日。护照持有人：Mohamed Adam Brema Abdallah)
国内身份证编号: 苏丹 20227088368, 发放在 苏丹 地址: a) b) 苏丹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May 2014 (修正日期 4 Nov.
2014, 6 Sep. 2019) 其他信息: 有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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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1 名称: 1: 弗朗索瓦 2: 扬古翁达 3: 博齐泽 4: 无
职称: a) 中非共和国前国家元首 b) 教授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a) 14 Oct. 1946 b) 16 Dec. 1948 出生地点: a) Mouila,
加蓬 b) 伊佐, 南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Bozize Yangouvonda b) Samuel Peter Mudde (出生日期1948年12
月16日，出生地点南苏丹伊佐)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a) 中非共和国 b) 南苏丹 护照编号: D00002264, 发
放于 11 Jun. 2013 (外交部签发，地点南苏丹朱巴。有效期至2017年6月11日。外交护照，持照人姓名Samuel Peter
Mudde) 国内身份证编号: M4800002143743 (护照上的个人号码) 地址: a) 乌干达 b) 班吉, 中非共和国 (他2019年
12月从乌干达回来后一直以来的居住地) 列入名单日期: 9 May 2014 (修正日期 4 Nov. 2014, 16 Feb. 2018, 1 Mar.
2019,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母亲姓名为Martine Kof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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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7 名称: 1: 哈龙 2: 盖伊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政治协调报告员 出生日期: a) 30 Jan. 1968 b) 30 Jan. 1969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
认身份的别名: a) Haroun Geye b) Aroun Gaye c) Aroun Gey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中非共
和国号码O00065772(字母O之后是3个零)，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0日)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a) Bangui, 中非
共和国 b) 恩代莱，巴明吉-班戈兰省, 列入名单日期: 17 Dec. 2015 (修正日期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Gaye是Front
Populaire pour la Renaissance de Centrafrique (FPRC)(未列名)一名领导人，该组织是班吉的一个边缘化的前塞雷卡
武装团体。他还是所谓的“国防委员会的班吉PK5(称为“PK5抵抗力量”或“得克萨斯”)(未列名)的一名领导人，该组织向
居民勒索钱财，威胁并使用暴力。Gaye于2014年11月2日由 Nourredine Adam(CFi.002)任命为FPRC政治协调报告
员。2014年5月9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问题的第 2127 (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将Adam列入其制裁名单。
具有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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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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012 名称: 1: 阿卜杜拉耶 2: 侯赛因 3: 无 4: 无
职称: 防卫与安全问题全国委员会主席兼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军事领导人 头衔: “将军” 出生日期: a) 1967 b) 1
Jan. 1967 出生地点: a) 巴明吉-班戈兰省恩代莱, 中非共和国 b) 哈拉泽曼盖涅省, 乍得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doulaye Issène b) Abdoulaye Hissein c) Hissene Abdoulaye d) Abdoulaye Issène Ramadane e) Abdoulaye
Issene Ramadan f) Issene Abdoulay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a) 中非共和国 b) 乍得 护照编号: a) 中非共和
国外交护照号D00000897, 发放于 5 Apr. 2013 (有效期至2018年4月4日) b) 中非共和国外交护照号D00004262, 发放
于 11 Mar. 2014 (有效期至2019年3月10日) 国内身份证编号: 乍得国内身份证号 103-00653129-22, 发放于 21 Apr.
2009 (2019年4月21日过期) 地址: a) KM5, Bangui, 中非共和国 b) Nana-Grebizi, 中非共和国 c) Ndjari, Ndjamena,
乍得 d) 恩代莱，巴明吉-班戈兰省 , (2016年8月以来的主要居住地) 列入名单日期: 17 May 2017 (修正日期 1 Mar.
2019, 18 Apr. 2019,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侯赛因原为中非共和国前总统米歇尔·乔托迪亚内阁的青年和体育部长。
在此之前，他曾担任争取正义与和平爱国者同盟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他还自封为班吉(特别是“PK5”街区(第3区))武装
民兵的领导人。2016年10月，阿卜杜拉耶·侯赛因被任命为防卫与安全问题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成立该机构是为了
从前塞雷卡各派系吸收军事领导人和能指挥的作战人员。自此他一直担任该职务，但仅对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作战人
员有实际控制权。父亲姓名为阿卜杜拉耶。母亲姓名为阿卜西塔·穆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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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10 名称: 1: 阿里 2: 科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上帝抵抗军副总指挥 出生日期: a) 1994 b) 1993 c) 1995 d) 1992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li Lalobo b) Ali Mohammad Labolo c) Ali Mohammed d) Ali Mohammed Lalobo e) Ali Mohammed Kony f) Ali
Mohammed Labola g) Ali Mohammed Salongo h) Ali Bashir Lalobo i) Ali Lalobo Bashir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Otim Kapere b) “Bashir” c) “Caesar” d) “One-P” e) “1-P”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凯菲亚
金吉, (苏丹和南苏丹边界的一个领地，最终状态还有待确定) 列入名单日期: 23 Aug. 2016 其他信息: 阿里·科尼是被
指认实体上帝抵抗军(上帝军)(CFe.002)的副总指挥，是被指认人员上帝军领导人约瑟夫·科尼(CFi.009)的儿子。阿里
2010年进入上帝军的领导层。他是与约瑟夫·科尼在一起的一名上帝军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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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9 名称: 1: 约瑟夫 2: 科尼 3: 无 4: 无
职称: 将军 头衔: 上帝抵抗军指挥官 出生日期: a) 1959 b) 1960 c) 1961 d) 1963 e) 18 Sep. 1964 f) 1965 g)
(August 1961 ) h) (July 1961 ) i) 1 Jan. 1961 j) (April 1963 ) 出生地点: a) Palaro Village, Palaro Parish, Omoro
County,古卢区, 乌干达 b) Odek, Omoro, 古卢区, 乌干达 c) 阿蒂亚克, 乌干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Kony b)
Joseph Rao Kony c) Josef Kony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Le Messie sanglant 国籍: 乌干达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
编号: 无 地址: a) 瓦卡加省, 中非共和国 b) 上科托省, 中非共和国 c) 下科托省, 中非共和国 d) 上姆博穆省, 中非共和
国 e) 姆博穆省, 中非共和国 f) Haut-Uolo, 刚果民主共和国 g) Bas-Uolo, 刚果民主共和国 h) 据报地址：凯菲亚金吉,
((苏丹和南苏丹边界上最后地位有待确定的地区)。截至2015年1月，据报500名上帝抵抗军已被驱逐出苏丹。) 列入名
单日期: 7 Mar. 2016 其他信息: 科尼是上帝抵抗军(上帝军)(CFe.002)创始人和首领。在其领导下，上帝军在中部非洲
绑架、杀害和残害了成千上万平民。上帝军对中非共和国境内数百人被绑架、流离失所、遭受性暴力和被杀害负责，
它还抢掠和破坏平民财产。父亲姓名为Luizi Obol。母亲姓名为Nora O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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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11 名称: 1: 萨利姆 2: 科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上帝抵抗军副总指挥Army 出生日期: a) 1992 b) 1991 c) 1993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alim Saleh Kony b) Salim Saleh c) Salim Ogaro d) Okolu Salim e) Salim Saleh Obol Ogaro f) Simon Salim O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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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凯菲亚金吉, (苏丹和南苏丹边界的一个领
地，最终状态还有待确定) b) 中非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23 Aug. 2016 其他信息: 萨利姆·科尼是被指认实体上帝抵
抗军(上帝军)(CFe.002)的副总指挥，是被指认人员上帝军领导人约瑟夫·科尼(CFi.009)的儿子。萨利姆2010年进入上
帝军的领导层。他是与约瑟夫·科尼在一起的一名上帝军高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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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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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013 名称: 1: 马丁 2: 库姆塔马吉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中非人民民主阵线主席兼总司令 出生日期: a) 5 Oct. 1965 b) 3 Mar. 1965 出生地点: a) Ndïnaba, 乍
得 b) Kobo, 中非共和国 c) Kabo, 中非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bdoulaye Miskine b) Abdoullaye Miskine c)
Martin Nadingar Koumtamadji d) Martin Nkoumtamadji e) Martin Koumta Madji f) Omar Mahamat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
名: 无 国籍: a) 乍得 b) 中非共和国 c) 刚果 护照编号: a) 中非共和国外交护照号 : 06FBO2262, 发放于 22 Feb. 2007
(2012年2月21日失效) b) 刚果公务护照号 SA0020249 , 发放于 22 Jan. 2019 (2022年1月21日失效)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a) 安达福克, 瓦卡加省 , 中非共和国 b) 恩贾梅纳, 乍得 (他2019年11月被捕以来的居住地) 列入名单日期: 20
Apr. 2020 (修正日期 5 May 2020,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马丁·库姆塔马吉于2005年创建了中非人民民主阵线。他
于2012年12月加入塞雷卡联盟，后来在反叛分子掌控班吉后，于2013年4月离开塞雷卡联盟。他在喀麦隆被捕后，被
转移到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在返回中非共和国之前(2014年11月至2019年期间)，即使在布拉柴维尔，他也一直
指挥着他在中非共和国的部队。中非人民民主阵线于2019年2月6日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但
马丁·库姆塔马吉仍然对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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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CFi.008 名称: 1: EUGÈNE 2: BARRET 3: NGAÏKOSSET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中非共和国总统卫队前指挥官 b) 中非共和国前海军上尉 出生日期: 8 Oct. 1967 出生地点: 无 足够
确认身份的别名: a) Eugene Ngaikosset b) Eugene Ngaikoisset c) Eugene Ngakosset d) Eugene Barret Ngaikosse
e) Eugene Ngaikouesset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保瓦的屠夫” b) Ngakosset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
号: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军事身份号码：911-10-77 地址: Bangui, 中非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17 Dec. 2015 (修正
日期 26 Apr. 2018) 其他信息: Eugène Barret Ngaïkosset上尉前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CFi. 001)总统卫队的前成员，
并与“反砍刀”组织有关联。从布拉柴维尔被引渡之后，他于2015年5月17日越狱，并建立了“反砍刀”组织自己的派系，
其中包括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前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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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14 名称: 1: 比·西迪 2: 苏勒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3R组织)主席，自封的“将军” 出生日期: 20 Jul. 1962 出生地点: Bocaranga,
中非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idiki b) “General” Sidiki c) Sidiki Abbas d) Souleymane Bi Sidi e) Bi Sidi
Soulemane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中非共和国 护照编号: 通行证号 N°235/MISPAT/DIRCAB/DGPC/DGAEI/
SI/SP , 发放于 15 Mar. 2019 (中非共和国内政部签发)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库伊 , 瓦姆-彭代省 , 中非共和国 列
入名单日期: 5 Aug. 2020 其他信息: 比·西迪·苏勒曼领导中非共和国民兵团体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3R组织)，该组
织自2015年成立以来，对平民进行杀戮、酷刑、强奸，造成平民流离失所，还从事军火贩运和非法征税活动，并与
其他民兵交战。比·西迪·苏勒曼本人也参与了酷刑。3R组织于2019年2月6日签署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
议》，却又从事违反《协议》的行为，仍然对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例如，2019年5月21日，3R组
织在三个村庄杀害34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对成年男子进行即决处决。比·西迪·苏勒曼公开向一个联合国实体确认，他
在袭击之日命令3R人员进入村庄，但不承认是他命令3R组织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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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5 名称: 1: 哈比卜 2: 苏苏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洛巴伊省“反砍刀”组织协调员 b) 中非武装部队下上士 出生日期: 13 Mar. 1980 出生地点: 中非共
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Soussou Abib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中非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博达(电话+236 721 98628) ) 列入名单日期: 20 Aug. 2015 (修正日期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2014年4月11日被任命为“反砍刀”组织博达地区指挥官，2014年6月28日升管整个洛巴伊省。在他的指挥
下，继续发生针对人道主义组织和援助人员的定点清除、冲突和袭击事件。身体特征：眼睛的颜色：黑色；头发颜
色：黑色；身高：160厘米；体重：60公斤。具有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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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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004 名称: 1: 阿尔弗雷德 2: 耶卡托姆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中非武装部队上士 出生日期: 23 Jun. 1976 出生地点: 中非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Alfred
Yekatom Saragba b) Alfred Ekatom c) Alfred Saragba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Colonel Rombhot b) Colonel Rambo
c) Colonel Rambot d) Colonel Rombot e) Colonel Romboh 国籍: 中非共和国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
址: a) Mbaiki, Lobaye Province, 中非共和国 (电话+236 72 15 47 07/ +236 75 09 43 41 ) b) 翁贝拉-姆波科省宾博
(先前地址),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洛巴耶省姆拜基) c) 海牙, (自他2018年11月17日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起) 列入
名单日期: 20 Aug. 2015 (修正日期 28 Jul. 2020) 其他信息: 指挥和控制过一大群武装民兵。父亲姓名(养父)Ekatom
Saragba(亦作Yekatom Saragba)。Yves Saragba的兄弟，Yves Saragba为洛巴耶省Batalimo一名“反砍刀”组织的指挥
官，前中非武装部队士兵。身体特征：眼睛的颜色：黑色；头发颜色：黑色；面色：黑色；身高：170厘米；体重：
100公斤。具有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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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i.006 名称: 1: 奥马尔 2: 尤努斯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前“塞雷卡”将军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Oumar Younous b) Omar
Younous c) Oumar Sodiam d) Oumar Younous M’Betibangu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苏丹 护照编号: 无 国内
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a) Tullus, southern Darfur,, 苏丹 (苏丹南达尔富尔Tullus(先前地址)) b) 比劳, 中非共和国 c)
Bria,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布里亚(电话+236 755 07560)) 列入名单日期: 20 Aug. 2015 (修正日期 20 Oct. 2015, 23
Aug. 2016) 其他信息: 从事钻石走私，“塞雷卡”的三星将军，中非共和国前临时总统米歇尔·乔托迪亚的密友。身体特
征：眼睛的颜色：黑色；身高：180厘米；属于富拉尼族群。具有照片供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
告。 据报在2015年10月11日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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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CFe.001 名称: 中非共和国钻石采购局
别名: a) BADICA/KARDIAM b) KARDIAM 又称: 无 地址: a) 安特卫普 , 比利时 b) 中非共和国 (中非共和国
班吉BP 333(电话+32 3 231 0521，传真：+32 3 233 1839，电子邮件：kardiam.bvba@skynet.be，网站：
www.groupeabdoulkarim.com) ) 列入名单日期: 20 Aug. 2015 其他信息: 1986年12月12日起由Abdoul-Karim DanAzoumi为首，2005年1月1日起由Aboubakar Mahamat为首。分部包括 MINAIR和 SOFIA TP(喀麦隆杜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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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e.002 名称: 上帝抵抗军
别名: a) 上帝军 b) 上帝抵抗运动 c) 上帝抵抗运动/军 又称: 无 地址: a) 瓦卡加省, 中非共和国 b) 上科托省, 中非共
和国 c) 下科托省, 中非共和国 d) 上姆博穆省, 中非共和国 e) 姆博穆省, 中非共和国 f) Haut-Uolo, 刚果民主共和国
g) Bas-Uolo, 刚果民主共和国 h) 据报地址：凯菲亚金吉(苏丹和南苏丹边界上最后地位有待确定的地区)。(截至2015
年1月，据报500名上帝抵抗军已被驱逐出苏丹。) 列入名单日期: 7 Mar. 2016 其他信息: 1980年代出现在乌干达北
部。参与绑架、杀害和残害中部非洲成千上万平民，包括中非共和国境内数百名平民。首领是约瑟夫·科尼(CFi.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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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sEntities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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