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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五 七 届 会 议  

2017 年 7 月 10 日，罗马  

选举计划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1. 根据本组织总规则第 XXVI条规定，计划委员会由一位主席和 12 位成员组成

（下列区域各选出两名代表：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近东；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各选出 1 名代表）。每一个寻求当选委员会成员的

成员国需向大会和理事会秘书长提供如果当选将予以任命的代表姓名及其资历的

详细情况（总规则第 XXVI 条第 2 款）。 

2. 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程序规定，本组织成员国作为大会为进行理事会成员选举

而确定的某一具体区域的候选者，理事会首先从提名成员国代表中选出一名主席。

主席应以个人资格当选，不代表某个区域或国家。  

3. 已收到的提名列后，竞选主席职位的候选人资历列于附录 A，竞选委员会

成员的候选人资历列于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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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收到参选计划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提名如下：  

Hans Hoogeveen 先生（荷兰） 

5. 已收到参选计划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如下：  

非洲 刚果 

科特迪瓦 

（Marc Mankoussou 先生） 

（Kanga Kouamé先生）  

亚洲及太平洋 孟加拉国 

日本 

马来西亚 

（Mafizur Rahman 先生） 

（Toru Hisazome 先生） 

（Muhammad Rudy Khairudin Mohd Nor 先生） 

欧洲 瑞士 

英国 

（François Pythoud 先生） 

（Terri Sarch 女士）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阿根廷 

秘鲁 

（Maria Cristina Boldorini 女士） 

（Claudia Elizabeth Guevara de la Jara 女士） 

近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约旦 

（Shahin Ghorashizadeh 先生） 

（Fiesal Rasheed Salamh Al Argan 先生） 

北美洲 加拿大 （Jennifer Fellows 女士） 

西南太平洋 新西兰 （Matthew Hooper 先生） 

 

6. 选举应遵循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的规定。根据该条第 10 款规定，

若候选人数不超过空缺职位数，则主席可以向理事会提出该项任命由明显的普遍

同意予以决定而无需进行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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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荷 兰 

姓名： HANS HOOGEVEEN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6年 9月 1日 荷兰王国常驻罗马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 /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Hoogeveen 博士在担任荷兰王国常驻罗马联合国粮农机构

代表/大使之前，曾担任荷兰经济事务部农业及自然资源管理

事务主管。因此，Hoogeveen 博士是主管以下领域的最高级别

公务员：农业，涉农产业，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兽医和植

物健康，国际事务，包括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和共同渔业政

策、国际粮食安全、粮农组织和其他联合国事务、贸易自由

化（世贸组织）、市场准入和自然/生物多样性管理议程。  

在过去 20 年，Hoogeveen 博士担任了多项国际职务，包括

联合国森林论坛第七届会议主席团主席。在他的领导下，

该届会议于 2007 年通过了森林国际文书。联合国秘书长称该

文书是经 15 年漫长国际谈判后取得的重大成就。Hoogeveen

博士由于在该论坛取得成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森林文书

的高级别特别活动中获得联合国奖项。他是气候智能型农业

全球联盟及蓝色增长与粮食安全全球行动网络的创始人之一。

他还曾担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主席和联

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协调员等职务。他曾

代表欧盟和荷兰政府在许多国际进程中担任首席谈判员。  

Hoogeveen 博士还担任其他许多职务。他在多个董事会担

任职务，包括耶鲁大学治理、环境及市场举措以及“森林

趋势”这一创新自然资源政策主要国际非政府组织（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等机构。  

Hoogeveen 博士是波士顿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自然资源

政策学科实践教授。他还是荷兰公共行政学院欧洲政策学科

首席讲师。他与弗莱彻学院密切合作，在瓦赫宁根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Hoogeveen 博士还在荷兰获得法律学位，并拥有公

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完成

了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计划。  

Hoogeveen 博士写作了有关可持续发展和自然资源的许多

科学论文，包括关于全球森林治理经验教训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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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阿根廷 

姓名： MARIA CRISTINA BOLDORINI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7 年 6 月 阿根廷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6 年 4 月-12 月  国际经济关系秘书长  

2014-2016 双边经济谈判国家主任  

2012-2013 与亚洲及大洋洲双边经济谈判主任  

2012 作为阿根廷临时总统秘书出席南锥体共同市场峰会  

2009-2011 常驻南锥体共同市场、拉丁美洲一体化协会代表，乌拉圭

蒙得维的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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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姓名： MAFIZUR RAHMAN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2 年 8 月至今 Rahman 博士担任孟加拉国大使馆经济参赞，负责驻罗马

三机构多边事务。他目前担任粮安委主席团成员，主持

粮安委《多年工作计划》方面工作。  

2013 年，他担任计划委员会成员及农发基金副执董。他现在

还是粮农组织/粮食署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成员和粮食署

执行局成员。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1988 年 2 月-2012 年 7 月 Rahman博士在孟加拉国政府部门担任了 28年公务员。

他是国家一个大行政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他担任

孟加拉国驻沙特阿拉伯吉达总领馆主管朝圣事务参赞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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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姓名： JENNIFER FELLOWS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4 年至今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司副司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1-2014 加拿大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参赞（农业）  

2009-2011 加拿大农业及农产食品部贸易协定和谈判司副司长，渥太华  

2008-2009 加拿大农业及农产食品部贸易协定和谈判司高级贸易政策官员，

渥太华 

2007-2008 加拿大工业部汽车及交通运输业处高级政策官员，渥太华  

2005-2007 加拿大外交及国际贸易部市场准入司高级政策官员，渥太华  

2004-2005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国际能源司政策分析师，渥太华  

2001-2004 加拿大农业联盟政策分析师，渥太华  

2000-2001 加拿大奶农协会经济师，密西沙加  

1999-200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顾问，法国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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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果 

姓名： MARC MANKOUSSOU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刚果共和国常驻罗马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副代表 /参赞 

农业生态专家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农业生态专家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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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 

姓名： KANGA KOUAMÉ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2 年至今 科特迪瓦常驻罗马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1984 至 2012 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公务员，兽医  

- 畜牧司司长（2010-2011） 

- 兽医处处长（2000-2010） 

- Marahoue 牧场场长（1990-1999） 

- 布亚克市动物健康实验室主任（1984-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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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姓名： SHAHIN GHORASHIZADEH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6-2017 常驻粮农组织代表临时代办（2017 年 2 月起） 

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2016 年 3 月– 2017 年 2 月）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6-2016 农业部国际关系司国际组织处处长  

2001-2006 农业部国际及特定组织局粮农组织项目处处长  

1996-2001 农业部国际及特定组织局国际专家  

1993-1996 伊朗渔业组织进口处处长  

1988-1993 伊朗渔业组织贸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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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姓名： TORU HISAZOME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7 年起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5-2017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厅国际政策处国际战略办公室主任  

2014-2015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副大臣特别助理  

2013-2014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厅国际经济事务处副处长  

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  

2012-2013 农林水产省农业生产厅作物生产局谷物贸易及业务处副处长  

担任东盟 10+3 大米紧急储备基金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泰国  

曼谷）共同主席  

2011-2012 农林水产省大臣秘书处政策规划处信息分析办公室副主任  

2008-2011 日本国际农业科学研究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主任，高级研究员  

2007-2008 农林水产省综合粮食政策厅主粮局国际事务办公室副主任  

2004-2007 日本对外贸易组织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2002-2004 外务省经济合作厅贷款援助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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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旦 

姓名： FIESAL RASHEED SALAMH AL ARGAN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3 年至今 约旦哈希姆王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

农发基金）副代表  

-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农发基金管理大会、粮农组织理事会和大会。  

- 参加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  

- 2013 年 12 月之前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粮安委会议，此后作为

候补成员 

- 参加关于粮农组织各个重要文件的政府间谈判  

- 代表近东区域小组担任商品委主席团成员  

- 担任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2015-2017）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3-2013 约旦农业部：  

- 动物福利秘书长助理  

- 检疫性疫病高级委员会成员  

- 各省事务秘书长助理  

- 马夫拉克、扎尔卡、安曼农业厅厅长  

- 推广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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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姓名： MUHAMMAD RUDY KHAIRUDIN MOHD NOR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7 年 8 月起 马来西亚驻罗马大使馆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农业专员 

2016 年至今 农业及涉农产业部国际司副司长  

东盟 -澳大利亚 -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卫生和植物检疫事务 

分委会共同主席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6 农业及涉农产业部国际司首席高级助理秘书（贸易）  

参加自由贸易协定农业及卫生和植物检疫章节谈判的马来西亚

首席谈判员 

参加粮农组织理事会会议代表团团长（2016年 12月和 2017年

4 月） 

第三十三届粮农组织亚太区域会议（2016 年 4 月）东道国  

2011-2013 马来西亚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农业处农业专员  

2009-2010 旅游部首席助理秘书（持证）  

2006-2007 旅游部高级助理秘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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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姓名： MATTHEW HOOPER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4 年 5 月至今 Matt Hooper 先生担任新西兰常驻罗马粮农组织副代表，在有

关粮农组织和欧洲其他国际组织初级工业事务代表新西兰利

益。他还支持新西兰发挥全球农业温室气体研究联盟秘书处

作用。他参加了 2014 年 10 月以来计划委员会会议，目前为世

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西南太平洋区域小组共同

主席。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3-2014 Matt Hooper 在新西兰政府部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工作，政策

经验丰富。2005至 2013 年，他负责新西兰参与太平洋地区国际

渔业问题和谈判事务。此前，他从事广泛政策问题研究，包括

农业发展和土著捕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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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鲁 

姓名： CLAUDIA ELIZABETH GUEVARA DE LA JARA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6-2017 de la Jara 女士担任秘鲁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

署副代表，负责处理与驻罗马三机构相关的所有问题。与这些

机构开展工作的主要领域包括渔业、家庭农业、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林业、粮食安全和营养。她作为拉美加集团在渔委

主席团的代表，亲自参加了渔委第一三三届会议所有筹备会议

和领导机构其他许多会议。最后，由于对计划委员会的职务感

兴趣，秘鲁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计委先前各届会议。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3-2017 作为一名多边事务职业外交官，她在过去 14 年专门研究处理与

国际组织的各种问题。在其中 6 年，de la Jara 女士担任秘鲁常驻

瑞士日内瓦国际机构副代表，主要工作是处理世贸组织各种贸

易问题和贸发会议各种发展问题。 

de la Jara 女士回到秘鲁外交部（利马）工作 3 年，负责处理上述

相同问题及知识产权。  

另外 3 年她担任秘鲁常驻阿布扎比国际再生能源机构副代表，

专门从事再生能源工作。  

2016 年以来，她专门研究处理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

署与农业、粮食安全、营养、渔业、林业、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问题，参加了这些组织领导机构的许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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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士 

姓名： FRANÇOIS PYTHOUD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5 年起 瑞士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代表 /大使 

2016 年起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主席  

2015 年起 欧洲区域小组在粮农组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主席团的

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7-2015 瑞士联邦农业局国际可持续农业处处长  

瑞士粮农组织事务联系人 

瑞士出席粮农组织大会、理事会会议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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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姓名： TERRI SARCH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6 年 6 月至今 英国常驻罗马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6 国际发展部全球基金司副司长/代理司长 

领导该司开展工作，负责国际发展部的政策、财政管理、与全球

健康和教育基金及世卫组织的股东关系；在世卫组织执行局计划

预算和咨询委员会代表英国；在全球教育董事会伙伴关系及治理、

道德、风险和财务委员会代表英国。  

2013 国际发展部非洲局副局长 /联合局长 

共同领导国际发展部非洲计划协调局开展工作。  

2010-2014 国际发展部非洲区域局财富创造小组组长  

主管英国非洲自由贸易倡议，以促进贸易、收入、经济发展。 

2008-2010 国际发展部非洲区域局农业和粮食安全顾问  

主管国际发展部与其它双边和多边发展伙伴的工作，以支持非洲

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及改善粮食安全。担任非洲综合农业发展计

划发展伙伴工作组组长，领导该工作组应对 2008 年粮价危机。  

2005-2008 国际发展部政策及研究局再生自然资源和农业小组生计顾问。  

在英国政府各部门工作，制定政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的

业务环境。  

2003–2005 对国际发展部的咨询支持服务计划计划协调员  

对咨询工作进行监督，在农村贫困、生计和贸易领域为国际发展

部顾问提供政策指导。  

2000-2003 国际发展部资助尼日利亚州政府、地方政府计划小组组长，尼日

利亚吉加瓦州  

与吉加瓦州政府密切合作，制定州政府、地方政府计划并对该

计划的启动和实施进行管理。  

1999-2000 密德萨斯大学水灾危害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决定自然资源获取、靠自然资源为生、应对自然资源波动的体

制进行研究。  

1996-1999 获得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所提供的研究生奖学金，在东英吉利

大学 Frank Ellis 教授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业。其博士论文分析了在

乍得湖沿岸地区生活的家庭为何采用不同生计战略。  

1993-1996 朴茨茅斯大学水生资源经济学及管理中心项目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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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对北尼日利亚个体渔业传统管理项目（官方发展援助自然

资源政策研究计划 R-5471）3 项（共 5 项）主要研究活动进行

规划、协调、指导。 

1992-1993 “非洲玉米研究影响计划”研究顾问  

美国国际开发署委托执行该项计划，旨在评估改良玉米品种对非

洲农业体系内粮食安全、环境和资源分配的影响。TERRI SARCH

女士负责执行该计划的肯尼亚部分。  

1991-1992 海外发展研究所研究顾问  

其任务涉及从村庄至国家层面对冈比亚农民创新和技术测试项目

进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