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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231 (2015) 号决议拟定并维持的名单

文件生成日期: 25 Dec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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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uborg/zh/ombudsperson (第1267号决议)
https://www.un.org/sc/suborg/zh/sanctions/delisting (其他委员会)
https://www.un.org/zh/sc/2231/list.shtml (第2231号决议)

A. 个人

IRi.001 名称:  1: 费雷敦 2: 阿巴西-达瓦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高级科学家，与应用物理研究所有联系，与Mohsen Fakhrizadeh-Mahabadi(列
名号IRi.016)关系密切。   出生日期:  a) 1958 b) 1959 出生地点: Abad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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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
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C.1]

IRi.003 名称:  1: 阿齐姆  2: 阿迦贾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指挥Qasem Soleimani少将领导下开展行动-他已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47(2007)号决议列名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zim Adhajani; Azim Agha-Jani 不足确认身
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护照编号:  a) 6620505,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9003213, 发放在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Apr. 2012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协助
违反第1747(2007)号决议第5段禁止从伊朗出口军火和有关物资的规定。[参照号：I.AC.50.18.04.12.(1)]

IRi.004 名称:  1: 阿里 阿克巴尔 2: 艾哈迈迪恩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联合参谋处主任 b) 海军中将   出生日期: 1961 出生地点: Kerman,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li Akbar Ahme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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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职务变动。[参照号：I.47.D.2]

IRi.009 名称:  1: 巴赫曼尼亚尔 莫尔塔扎 2: 巴赫曼尼亚尔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航空工业组织财务预算部主任。   出生日期: 31 Dec. 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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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ran 护照编号:  a) I0005159,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10005159, 发放在 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
I.37.D.4]

IRi.012 名称:  1: 艾哈迈德 瓦希德  2: 达斯杰尔迪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航空工业组织负责人。   出生日期: 15 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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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护照编号: 号码 A0002987,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
期: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2009年至2010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参照号：I.37.D.2]

http://www.un.org/sc/committees
https://www.un.org/sc/suborg/zh/ombudsperson
https://www.un.org/sc/suborg/zh/sanctions/delisting
https://www.un.org/zh/sc/2231/li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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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013 名称:  1: 艾哈迈德 2: 德拉赫尚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赛帕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该银行为航空工业组织及其下属机构提供支持，包括沙希德·哈马特工业
集团和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两个工业集团均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   出生日期: 11 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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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护照编号: 无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33 Hormozan
Building, Pirozan St., Sharak Ghods,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C.8]

IRi.014 名称:  1: 穆罕默德  2: 伊斯拉米 3: 无 4: 无
职称: 博士   头衔: 伊朗国防工业训练研究所所长。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Mohammad
Islami; Mohamed Islami; Mohammed Isl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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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2012至2013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参照号：
I.03.I.6]

IRi.015 名称:  1: 礼萨-戈利  2: 埃斯迈利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航空工业组织贸易和国际部主任。   出生日期: 3 Apr. 1961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Reza-
Gholi Ismail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号码 A0002302,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
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37.D.3]

IRi.016 名称:  1: 穆赫辛 2: 法赫里扎德-马哈巴迪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物理研究中心前主任。 b) 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高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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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0009228 (未确定（可能是伊朗）)  b) 4229533 (未确
定（可能是伊朗）)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就其担任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对其进行约谈，但被伊朗拒绝。[参照号：I.47.C.2]

IRi.017 名称:  1: 穆罕默德 2: 赫加齐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巴西杰抵抗力量指挥。 b) 准将   出生日期: 1959 出生地点: Isfah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足够确认
身份的别名: Mohammed Hij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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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D.5]

IRi.018 名称:  1: 穆赫辛 2: 霍贾蒂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法杰尔工业集团负责人，因其在弹道导弹计划中的作用被第1737 (2006)号决议列名。   出生日期: 28
Sep.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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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G4506013,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C.5]

IRi.020 名称:  1: 迈赫尔达达 阿克拉吉 2: 克塔巴奇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负责人，因其在弹道导弹计划中的作用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列名号
IRe.066)。   出生日期: 10 Sep.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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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A0030940,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C.6]

IRi.022 名称:  1: 纳赛尔 2: 马利基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官员，负责监督伊朗目前服役的远程弹道导弹“流星-3”型导弹计划。 b) 沙希
德·哈马特工业集团负责人，因其在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中的作用被第1737 (2006)号决议列名(列名号IRe.067)   出生日
期: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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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码 A0003039,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035011785,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地址:  无 列入名
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C.7]

IRi.026 名称:  1: 穆罕默德 礼萨  2: 纳克迪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国家缉私总部负责人 b) 武装部队前副总参谋长，主管后勤和工业研究 c) 准将   出生日期:  a) 11
Feb. 1949 b) 11 Feb. 1952 c) 11 Feb. 1953 d) 11 Feb. 1961 出生地点:  a) Najaf, 伊拉克  b)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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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r. 2008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规避第1737(2006)和1747(2007)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
[参照号：I.03.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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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027 名称:  1: 穆罕默德 迈赫迪 2: 内贾德 努里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Malek Ashtar国防技术大学院长(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所属化学系，从事过铍实验)  b) 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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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副部长[参照号：
I.37.C.7]

IRi.033 名称:  1: 莫尔塔扎 2: 礼萨伊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副指挥 b) 准将   出生日期: 1956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Mortaza Rezaie;
Mortaza Rezai; Morteza Rez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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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D.1]

IRi.035 名称:  1: 莫尔塔扎  2: 萨法里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指挥 b) 海军少将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Mortaza
Safari; Morteza Saferi; Murtaza Saferi; Murtaza Saf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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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D.4]

IRi.036 名称:  1: 叶海亚 拉希姆 2: 萨法维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指挥 b) 少将   出生日期: 1952 出生地点: Isfah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
的别名: Yahya Raheem Safa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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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旧参照号: I.37.E.1]

IRi.038 名称:  1: 侯赛因 2: 萨利米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空军指挥  b) 将军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Husain Salimi;
Hosain Salimi; Hussain Salimi; Hosein Saleemi; Husain Saleemi; Hosain Saleemi; Hussain Saleemi; Hossein Salimi;
Hossein Saleem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号码 D08531177,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
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37.D.1]

IRi.039 名称:  1: 卡西姆  2: 苏莱马尼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准将 b)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   出生日期: 11 Mar. 1957 出生地点: Qom,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Qasim Soleimani; Qasem Sulaimani; Qasim Sulaimani; Qasim Sulaymani; Qasem Sulaymani;
Kasim Soleimani; Kasim Sulaimani; Kasim Sulaymani 不足确认身份的别名: Haj Qasem; Haji Qassem; Sardar
Soleimani 国籍: 无 护照编号: 号码 008827, 发放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内身份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晋升少将并保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职务[参照号：I.47.D.6]

IRi.041 名称:  1: 阿里 阿克巴尔  2: 塔巴塔巴伊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伊朗革命卫队成员，接受革命卫队指挥Qasem Soleimani少将领导，后者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第1747(2007)号决议列名(列名号IRi.039)   出生日期: 1967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身份的别名:  a) Sayed Akbar
Tahmaesebi; Syed Akber Tahmaesebi b) Ali Akber Tabatabaei; Ali Akber Tahmaesebi; Ali Akbar Tahmaesebi 不足
确认身份的别名: 无 国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护照编号:  a) 9003213 (伊朗/不详)  b) 6620505 (伊朗/不详)  国内身份
证编号: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18 Apr. 2012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协助违反第1747 (2007)号决议
第5段禁止从伊朗出口军火和有关物资的规定[参照号：I.AC.50.18.04.12.(2)]

IRi.042 名称:  1: 穆罕默德 礼萨 2: 扎赫迪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伊朗革命卫队陆军指挥 b) 准将   出生日期: 1944 出生地点: Isfah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足够确认
身份的别名: Mohammad Reza Zahidi; Mohammad Raza Zah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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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D.3]

IRi.043 名称:  1: 穆罕默德  2: 佐尔卡德 3: 无 4: 无
职称: 无  头衔:  a) 将军  b) 伊朗革命卫队军官 c) 内务部主管安全事务副部长   出生日期: 无 出生地点: 无 足够确认
身份的别名: Mohammad Bakr Zolqadr; Mohammad Bakr Zolkadr; Mohammad Baqer Zolqadir; Mohammad Baqer
Zolq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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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ar. 2007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其他信息: [参照号：I.47.D.7]

B. 实体和其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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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001 名称: 4·7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隶属国防工业组织，被
公认直接参与核计划[参照号：E.37.A.7]

IRe.002 名称: 阿卜扎尔·博雷什·卡韦赫公司(BK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从事生产离心机部件[参
照号：E.03.III.1]

IRe.003 名称: 阿明工业中心
别名:  a) Amin Industrial Compound b) Amin Industrial Company 又称: 无 地址:  a) P.O. Box 91735-549,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Amin Industrial Estate, Khalage Rd., Seyedi District,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c) Kaveh
Complex, Khalaj Rd., Seyedi St.,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试图采购可用于核研究和运营/生产设施的温度控制器。Amin 工业园为国防工业组织拥有或控制，
或代表其行事，后者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参照号：E.29.I.1]

IRe.004 名称: 弹药和冶金工业集团 （弹药工业集团）
别名: Ammunition Industries Group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
息: 该公司控制4·7公司，后者因在伊朗离心机计划中的作用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该公司又为国防工业组织拥
有和控制，后者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参照号：E.47.A.1]

IRe.005 名称: 军备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a) Sepah Islam Road, Karaj Special Road Km 1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Pasdaran Ave.,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c) P.O. Box 19585/777,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 修正
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2010年6月9日 其他信息：制造维修各种小型轻型武器，包括大中口径枪支及相关技
术。该公司主要通过Hadid工业园进行采购。[参照号：E.29.I.2]

IRe.008 名称: 巴赫扎加尼·特贾拉特·塔万马德·萨卡勒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Saccal System 公司下属机构(该公司试图为第
1737(2006)号决议)号决议列名的一个实体采购敏感物资 [参照号：E.03.III.2]

IRe.009 名称: 贝希内赫贸易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Tavakoli Building, Opposite of 15th Alley, Emam-Jomeh Street,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Tavakoli Building, Opposite of 15th Alley, Emam- Jomeh Street, Teheran, Iran; 电话：98 919 538 2305; 网站：
http://www.behinehco.ir )  列入名单日期: 18 Apr. 2012  其他信息: 在伊朗向西部非洲非法转运武器中扮演关键角色，
代表Qasem Soleimani少将指挥的伊朗革命卫队行事，作为武器承运人被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1747(2007)号决议列名
[参照号：E.AC.50.18.04.12]

IRe.010 名称: 巡航导弹工业公司
别名: Naval Defence Missile Industry Group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生产和研发巡
航导弹。负责海军导弹，包括巡航导弹。[参照号：E.47.A.7]

IRe.011 名称: 国防工业组织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控制的总实体，部分下属机
构参与离心机部件计划和导弹计划[参照号：E.37.A.6]

IRe.012 名称: DEFENSE TECHNOLOGY AND SCIENCE RESEARCH CENTER (DTSRC)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asdaran Av., PO Box 19585/777,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为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后者负责监督伊朗的国防
研发、生产、维护、出口和采购 [参照号：E.29.I.3] 为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后者负责监
督伊朗的国防研发、生产、维护、出口和采购 [参照号：E.29.I.3]

IRe.013 名称: 杜斯坦国际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为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提
供零部件[参照号：E.29.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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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014 名称: 萨纳姆电力公司(E.S.公司/E.X.公司)
别名:  a) E. S. Co. b) E. X. Co.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的幌子公司，
参与弹道导弹计划[参照号：E.03.III.3]

IRe.016 名称: 埃特哈德技术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幌子公司，参与弹道导弹计划[参照
号：E.03.III.4]

IRe.017 名称: 法杰尔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Instrumentation Factory Plant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隶属航空工业组织[参
照号：E.37.B.3]

IRe.018 名称: 法拉萨赫特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O. Box 83145-311, Kilometer 28, Esfahan-Tehran Freeway, Shahin Shahr, Esfahan,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伊朗飞机制造公司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并为国防和
武装部队后勤部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5]

IRe.019 名称: Farayand技术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提及的离心机计划[参照
号：E.37.A.5]

IRe.020 名称: 法特尔研究所
别名: Faater Institute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Khatam al-Anbiya(KAA)下属机
构。Fate可能代表KAA的其他公司在伊朗境内就伊朗革命卫队项目与外国供应商合作。[参照号：E.29.II.1]

IRe.022 名称: 加拉贾·赫萨赞德·吉加埃姆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I.2]

IRe.023 名称: 古尔卜·卡尔巴拉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I.3]

IRe.024 名称: 古尔卜·努赫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I.4]

IRe.025 名称: 哈拉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Ghorb Nooh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I.5]

IRe.026 名称: 伊门萨赞工程咨询研究所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
E.29.II.6]

IRe.027 名称: 工业精密机械厂
别名: Instrumentation Factories Plant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曾数次利
用这个公司进行收购活动.[参照号：E.03.III.5]

IRe.031 名称: 约扎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幌子公司，参与弹道导弹计划[参照
号：E.03.III.7]

IRe.032 名称: Kala电子公司
别名: Kalaye Electric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为纳坦兹燃油浓缩实验厂供应货物[参
照号：E.37.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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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034 名称: 卡韦赫切割工具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a) 3rd Km of Khalaj Road, Seyyedi Street, Mashad, 9163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Km 4 of
Khalaj Road, End of Seyedi Street,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c) P.O. Box 91735-549,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  d) Khalaj Rd., End of Seyyedi Alley, Mashad,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e) Moqan St., Pasdaran St., Pasdaran Cross
Rd.,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国防工业组织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
事。[参照号：E.29.I.7]

IRe.036 名称: 哈塔姆·安比亚建筑总部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信息: KAA 为伊朗革命卫队拥
有的公司，参与大规模民用和军用建筑项目和其他工程活动。在被动防御组织的项目中从事大量工作。特别是，其下
属机构深度参与库姆/福尔道铀浓缩场地的建筑工作。[参照号：E.29.II.7]

IRe.037 名称: Khorasan冶金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弹药和冶金工业集团下属公司，集团隶属国防工业
组织。从事生产离心机部件。 [参照号：E.03.III.8]

IRe.038 名称: 巴拜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O. Box 16535-76, Tehran, 16548,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
息: 隶属Shahid Ahmad Kazemi工业集团(前为航空工业组空中防御导弹工业集团。航空工业组织控制两个导弹组织，
即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和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两个集团均被第1737(2006)号决议列名。[参照号：E.29.I.8]

IRe.039 名称: 马金研究所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隶属KAA[参照
号：E.29.II.8]

IRe.040 名称: 马利克·阿什塔尔大学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Corner of Imam Ali Highway and Babaei Highway,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
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隶属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的DTRSC，包括以前隶属物理研究中心的各研究团体。国际
原子能机构视察人员希望约谈该组织控制的工作人员或调阅文件，解决伊朗核计划可能的军事用途方面悬而未决的问
题，但被拒绝。[参照号：E.29.I.9]

IRe.042 名称: 国防后勤出口部
别名: MODLEX 又称: 无 地址:  a) P.O. Box 16315-189,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Dabestan Street, Abbas Abad District,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后勤出口
部违反第1747 (2007)号决议禁止伊朗出售军火和有关物资的规定，在世界各地出售伊朗军火。[参照号：E.29.I.10]

IRe.043 名称: 米赞机器制造公司
别名: 3MG 又称: 无 地址: P.O. Box 16595-365,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E.29.I.11]

IRe.045 名称: 尼鲁电池制造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隶属国防工业组织，负责为伊朗军事系统，包括导
弹系统制造动力装置。[参照号：E.03.III.9]

IRe.048 名称: 奥姆兰·萨赫勒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Ghorb Nooh公司拥有或控制[参照号：E.29.II.9]

IRe.049 名称: 基什东方石油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
E.29.II.10]

IRe.050 名称: 帕尔钦化学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国防工业组织分支机构，生产子弹、炸药以及火箭
和导弹的固体推进剂[参照号：E.47.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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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051 名称: 帕尔斯航空维修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拥有伊朗革命卫队空军使用的各种飞机，包括米
格-171直升机[参照号：E.47.B.2]

IRe.053 名称: 帕日曼工业服务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O. Box 16785-195,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
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E.29.I.14]

IRe.055 名称: 圣城航空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制造无人机、降落伞、滑翔伞、滑翔电动机等。伊
朗革命卫队称，这些产品是不对称战争理论的一部分。[参照号：E.47.B.1]

IRe.056 名称: 拉赫·萨赫勒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
E.29.II.11]

IRe.057 名称: 拉哈卜工程研究所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隶属KAA[参照
号：E.29.II.12]

IRe.058 名称: 萨巴兰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Damavand Tehran Highway,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
信息: Sabalan 是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使用的假名。[参照号：E.29.I.15]

IRe.059 名称: 萨德进出口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a) Haftom Tir Square, South Mofte Avenue, Tour Line No 3/1,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b) P.O. Box 1584864813,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20 Dec. 2012 ( 修正日期 17 Dec. 2014 )  其他
信息: 协助Parchin化工公司和被第1747(2007)号决议列名的7·4公司违反第1747(2007)号决议第5段禁止从伊朗出口军
火和有关物资的规定[参照号：I.AC.50.20.12.12.(2)]

IRe.060 名称: 安全设备采购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3 Mar. 2008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幌子公司，参与弹道导弹计划[参照
号：E.03.III.11]

IRe.061 名称: 萨罕德铝部件工业公司 (SAPICO)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Damavand Tehran Highway,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
信息: 该公司是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使用的假名。[参照号：E.29.I.16]

IRe.062 名称: 萨赫勒咨询工程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Ghorb Nooh公司拥有或控制。[参照号：
E.29.II.13]

IRe.063 名称: 萨纳姆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隶属航空工业组织，以航空工业组织的名义为导弹
计划采购设备[参照号：E.47.A.9]

IRe.064 名称: 塞帕尼尔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
E.29.II.14]

IRe.065 名称: 塞帕萨德工程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KAA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
E.29.II.15]

IRe.066 名称: 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航空工业组织下属实体[参照号：E.37.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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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067 名称: 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3 Dec. 2006  其他信息: 隶属航空工业组织[参照号：E.37.B.1]

IRe.068 名称: 沙希德·卡拉齐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沙希德· 巴盖里工业集
团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E.29.I.17]

IRe.069 名称: 沙希德萨塔里工业公司
别名: Shahid Sattari Group Equipment Industries 又称: 无 地址: 东南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沙希德·巴盖里工业集团拥有或控制，或代表其行事[参照号：E.29.I.18]

IRe.070 名称: 沙希德·赛义德·设拉子工业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a) Next To Nirou Battery Mfg. Co, Shahid Babaii Expressway, Nobonyad Square, 德黑兰, 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  b) Pasdaran St., P.O. Box 16765, 德黑兰，183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c) Babaei Highway - Next
to Niru M.F.G, 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为国防工业组织拥有或控制，或代
表其行事[参照号：E.29.I.19]

IRe.071 名称: 舒阿飞机制造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制造 微型飞机，伊朗革命卫队称这类飞机是不对
称战争理论的一部分[参照号：E.47.B.3]

IRe.073 名称: 特种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Pasdaran Avenue, PO Box 19585/777, 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隶属国防工业组织[参照号：E.29.I.20]

IRe.075 名称: 蒂兹·帕尔斯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Damavand Tehran Highway, 德黑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单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
息: Tiz Pars 是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使用的假名。2007年4月至7月，Tiz Pars试图以沙希德·哈马特工业集团的名义
采购5个轴激光焊接切割机，对伊朗导弹计划具有重大意义。[参照号：E.29.I.21]

IRe.076 名称: 亚迈赫迪工业集团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无 列入名单日期: 24 Mar. 2007  其他信息: 隶属航空工业组织，该组织从事导弹设备的国际采
购活动[参照号：E.47.A.10]

IRe.077 名称: Yas 航空服务公司
别名: 无 又称: 无 地址: Mehrabad International Airport, Next to Terminal No. 6, Tehran,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列入名
单日期: 20 Dec. 2012  其他信息: Yas航空为Pars航空的新名称，后者为Pars航空服务公司拥有，该公司被联合国安全
理事会第1747(2007)号决议列名。Yas航空协助联合国指认实体Pars航空服务公司违反第1747(2007)号决议第5段禁止
从伊朗出口军火和有关物资的规定。[参照号：I.AC.50.20.12.12.(1)]

IRe.078 名称: 亚兹德冶金工业公司
别名:  a) Yazd Ammunition Manufacturing and Metallurgy Industries b) Directorate of Yazd Ammunition and
Metallurgy Industries 又称: 无 地址:  a) Pasdaran Avenue, next to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德黑兰，16588, Iran 
b) Postal Box 89195/878, Yazd, Iran  c) P.O. Box 89195-678, Yazd, Iran  d) Km 5 of Taft Road, Yazd, Iran  列入名单
日期: 9 Jun. 2010  其他信息: 该公司隶属国防工业组织[参照号：E.29.I.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