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 2206 List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206 号决议拟定并维持的名单

文件生成日期: 11 Decemb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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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008 名称: 1: 保罗 2: 马隆 3: 阿万 4: ANEI
职称: 将军 头衔: a) 前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人解)参谋长 b) 前北加扎勒河州州长 出生日期: a) 1962 b) 4 Dec. 1960
c) 12 Apr. 1960 d) 1 Jan. 1962 出生地点: a) Malualkon, 南苏丹 b) Kotido, 乌干达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Paul
Malong Awan Anei b) Paul Malong c) Bol Malong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a) 南苏丹 b) 乌干达 护照编号: a)
南苏丹 号码 S00004370 b) 南苏丹 号码 D00001369 c) 苏丹 号码 003606 d) 苏丹 号码 00606 e) 苏丹 号码 B002606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3 Jul. 2018 (修正日期 25 Jun. 2019) 其他信息: 作为苏人解总参谋长，
马隆违反了《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并违反了 2015 年《关于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的协议》，导致南苏丹境内冲突
扩大或延续。 据报，他指挥杀害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查尔。他命令苏人解部队阻止运输人道 主义物资。在马隆的领
导下，苏人解袭击平民、学校和医院，迫使平民流离失所， 实施强迫失踪，任意拘留平民，实施酷刑和强奸。他调集
了 Mathiang Anyoor 丁 卡人部落民兵，后者使用儿童兵。在他的领导下，苏人解限制南苏丹特派团、联 合监测和评
价委员会以及停火和过渡期安全安排监测机制进入现场调查和记录 暴行。
SSi.003 名称: 1: 詹姆斯 2: 科昂 3: 朱沃尔 4: 无
职称: 少将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1961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James Koang Chol Ranley b) James
Koang Chol c) Koang Chuol Ranley d) James Koang Chual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南苏丹 护照编号:
R00012098，南苏丹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Jul. 2015 其他信息: 2014年12月担任苏丹人民
解放军反对派(苏解放军反对派)特种师师长。他指挥部队参与了针对平民的袭击。2014年2月，他的部队袭击了联合国
营地、医院、教堂、学校，普遍实施强奸和酷刑、破坏财产，企图赶走与政府结盟的平民、士兵和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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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002 名称: 1: 西蒙 2: 加特韦克 3: 迪阿尔 4: 无
职称: 少将 头衔: 苏人解反对派总参谋长 出生日期: 1953 出生地点: a) 阿科博, 苏丹/南苏丹 b) 乌罗县, 琼格莱
州, 苏丹/南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imon Gatwich Dual b) Simon Getwech Dual c) Simon Gatwec Duel d)
Simon Gatweach e) Simon Gatwick f) Simon Gatwech g) Simon Garwich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a) General Gaduel
b) Dhual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琼格莱州, 苏丹/南苏丹 列入名单日期: 1 Jul. 2015 (修正日
期 3 Nov. 2016) 其他信息: 为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总参谋长，曾任琼莱州反对派武装指挥官。2005年2月初在琼莱
州发动攻击，截至2015年3月试图通过针对平民的攻击破坏琼莱州的和平。 照片可列入国际刑警组织-联合国安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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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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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i.006 名称: 1: 彼得 2: 加代 3: 无 4: 无
职称: a) 将军 b) 少将 头衔: 无 出生日期: 介于 1957 与 1959 出生地点: a) 团结州Mayom县 b) Mayan, Unity State,
团结州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Peter Gatdet Yaka b) Peter Gadet Yak c) Peter Gadet Yaak d) Peter Gatdet Yaak
e) Peter Gatdet f) Peter Gatdeet Y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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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 2015 其他信息: 2014年12月21日出任苏人解反对派主管行动的副参谋长。在2014年4月袭击本
提乌时，他指挥的部队针对平民，包括妇女进行杀戮，包括基于族裔的定点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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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001 名称: 1: 加布里埃尔 2: 曼戈克 里亚克 3: 马科尔 4: 无
职称: 中将 头衔: a) 前苏丹人民解放军(苏丹解放军)一区指挥官 b) 国防部长 出生日期: 1 Jan. 1966 出生地点: Bor,
苏丹/南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Gabriel Jok b) Jok Riak c) Jock Riak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南苏丹 护
照编号: 南苏丹 D00008623 国内身份证编号: M6600000258472 地址: a) 团结州, 南苏丹 b) 瓦乌, 西加扎勒河州, 南
苏丹 列入名单日期: 1 Jul. 2015 (修正日期 21 Nov. 2018) 其他信息: 2018年5月2日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2013年1月
起指挥苏丹解放军一区，主要在团结州活动。担任一区指挥官以来，他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致使冲突扩大或
延长。苏丹解放军是南苏丹南苏丹军事实体，通过参与行动延长南苏丹冲突，包括违反2014年1月《停止敌对行动协
定》和2014年5月9日再次承诺《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解决南苏丹危机协定》，并阻碍了伊加特监测和核查机制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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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Notices-Individuals click here
SSi.005 名称: 1: 马里亚尔 2: 查努昂 3: 约尔曼 4: 戈克
职称: 无 头衔: a) 苏丹人民解放军少将总 b) 统卫队指挥官 出生日期: 1 Jan. 1960 出生地点: 伊罗勒, 湖泊州 足够
确认身份的别名: a) Marial Chinuong b) Marial Chan c) Marial Chanoung Yol d) Marial Chinoum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
名: 无 国籍: 南苏丹 护照编号: R00005943, 南苏丹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 Jul. 2015 其他信
息: 他领导的总统卫队屠杀朱巴内外的努埃尔族平民，多人被埋万人坑。据称，其中一个就埋了200至300名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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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i.007 名称: 1: 马利克 2: 鲁本 3: 里亚克 4: 伦古
职称: 中将 头衔: a) 主管后勤的副总参谋长 b) 副国防参谋长兼军队监察主任 出生日期: 1 Jan. 1960 出生地点: 耶
伊, 南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Malek Ruben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南苏丹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3 Jul. 2018 其他信息: 作为苏人解主管后勤的副总参谋长，里亚克曾是南苏丹政府高级
官员 之一，于 2015 年策划和主导了在团结州的一场攻势，导致大范围破坏和大量人 口流离失所。
SSi.004 名称: 1: 桑蒂诺 2: 登格 3: 沃勒 4: 无
职称: 少将 头衔: 苏丹解放军三师师长 出生日期: 9 Nov. 1962 出生地点: 阿韦勒, 苏丹/南苏丹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antino Deng Wuol b) Santino Deng Ku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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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 2015 其他信息: 领导并指挥军事行动打击反叛部队，违反《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调动部
队进行对峙。2015年5月，他指挥的部队在从团结州向Thorjath油田推进途中杀害儿童、妇女和老人，烧毁财产，偷走
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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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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