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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理 事 会  

第 一 五 七 届 会 议  

2017 年 7 月 10 日，罗马  

选举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1. 根据本组织总规则第 XXXIV 条规定，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

七名成员组成（下列每个区域各选出一名代表：非洲、亚洲及太平洋、欧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近东、北美、西南太平洋）。寻求当选的每个成员国应将其

获选后将要任命的代表姓名及其资历的详细情况通知大会和理事会秘书长（本组织

总规则第 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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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到参选章法委主席职位的提名如下：  

Mohammed S.L.Sheriff 先生 （利比里亚）  

Godfrey Magwenzi 先生  （津巴布韦） 

5. 已收到参选章法委成员职位的提名如下：  

非洲 莱索托 （Lineo Irene Molise Mabusela 女士） 

亚洲及太平洋 印尼 （Royhan Nevy Wahab 先生） 

欧洲 圣马力诺 （Daniela Rotondaro 女士）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尼加拉瓜 （Monica Robelo Raffone 女士） 

近东 约旦 （Ali Albsoul 先生） 

北美洲 美国 （Emily Katkar 女士） 

西南太平洋 斐济  (Mr Luke Dauniva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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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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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里亚 

姓名： MOHAMMED S. L. SHERIFF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6 年至今 驻圣詹姆士宫廷特命全权大使  

候任驻罗马教廷、北爱尔兰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7 年之前 利比里亚驻罗马意大利大使馆、利比里亚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

（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代表（2011-2017） 

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代表非洲小组主席（2014 年

1 月– 2015 年 4 月） 

粮农组织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2015-2017） 

粮农组织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2013-2017） 

农发基金执行局执董(2015-2016) 

农发基金执行局执董(2016-2017) 

粮食计划署审计委员会成员（2016-2017） 

粮食计划署执行局报告员（2017） 

律师和执业律师  

圣心天主教大学放射学专业研究生、医学博士（MD, MSc & FWACS） 

西非外科医师学院副院长  

利比里亚全国律师协会成员  

利比里亚医学和牙医协会成员  

利比里亚政府巡回大使  

卫生及社会福利部代理部长  

卫生及社会福利部副部长  

交通及保险部代理部长  

交通及保险部副部长  

利比里亚国会代言人  

利比里亚国会议员（利比里亚过渡时期国民立法会）  

利比里亚过渡时期国民立法会（利比里亚国会）多个常务委员会

主席 

西非卫生组织顾问  

利比里亚大学和非洲卫理公会大学副教授  

利比里亚大学（A.M. Dogliotti 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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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迪医疗中心首席医疗官，蒙罗维亚  

利比里亚生物研究所董事会成员  

利比里亚天主教卫生董事会秘书处董事会成员，蒙罗维亚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外籍人士知识转让计划研究员  

放射科会诊医师  

圣新港高级中学教师，蒙罗维亚  

西非人道主义及志愿服务  

蒙罗维亚圣帕特里克高级中学毕业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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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姓名： GODFREY MAGWENZI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津巴布韦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7-2011 外交部多边事务常务副部长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津巴布韦国家联系人，并以此身份参加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多项协议谈判  

多次担任外交部代理常务部长，并以此身份 4 次在国民议会专门

委员会为外交部预算辩护。  

2006 外交部政策事务常务副部长  

2003-2005 外交部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事务副部长  

1997-2000 外交部经济合作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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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斐 济 

姓名： LUKE DAUNIVALU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6 年 4 月起 斐济常驻纽约联合国使团副代表 /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6  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策）  

2010-2013 斐济常驻纽约联合国使团副代表 /参赞 

2005-2010 首席监察官办公室国家法务官 

2001-2004 斐济警察部队首席法律干事  

2000-2001 教育部高级法律干事 

1997-2000 贸易及商业部法律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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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尼 

姓名： ROYHAN NEVY WAHAB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5 年至今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兼管塞浦路斯

共和国、马耳他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事务）负责多边事务

一等秘书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罗马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

副代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代表  

粮农组织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6-2017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渔获登记制度自愿准则》技术磋商会
副主席 

2015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证书委员会成员  

2015 年 1-4 月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兼管塞浦路斯
共和国、马耳他共和国、圣马力诺共和国、驻罗马联合国机构
事务、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负责多边事务二等秘书  

2012-2014 外交部部长办经济、财政、发展事务多边组织组组长，雅加达 

2011-2014 外交部副部长办公室副主任/秘书，雅加达  

2011 外交部东盟合作总司办公室副主任/秘书，雅加达  

2007-2011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兼管卢森堡大公国、
布鲁塞尔欧洲联盟）负责信息、社会、文化、公共外交事务
三等秘书 

2005-2007 外交部人事局人事和法律事务官员（管理部长令），雅加达  

2004-2007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一夫人阿妮•尤多约诺女士阁下翻译  

2005-2006 外交部负责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和副总统出访及外国元首 /

政府首脑来访事宜礼宾官，雅加达  

2004-2005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负责礼宾领事
事务专员 

2000-2004 印度尼西亚 Ihza and Ihza 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资深律师（民事、
刑事、企业、行政案件），雅加达  

2001 PT.PLN Persero（印尼国营电力公司）内部律师（民事及商业
争端），雅加达  

2000-2002 PT. Hanil Bakrie 金融公司内部律师（民事、商业、人力资源
相关问题），雅加达  

 



8 CL 157/LIM/3 Rev.1 

 

 

 

约 旦 

姓名： ALI ALBSOUL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4 年 11 月至今 约旦哈希姆王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副代表、使团

副团长/全权公使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1年 7月-2014年 10月 约旦外交部国际关系及组织司人道主义事务处一等

秘书/处长，安曼  

- 在政治层面与联合国和所有其他国际人道主义

组织及其执行伙伴协调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救济工作。 

- 与约旦常驻联合国使团协调安理会对叙利亚危机

人道主义困境的回应，包括起草和审议安理会相关

决议。 

- 与约旦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进行

政治协调。  

 约旦哈希姆王国驻西班牙马德里大使馆经济合作处

一等秘书/处长 

 约旦外交部长特别班子，法律事务司，安曼  

 约旦哈希姆王国驻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使团，约旦-

欧盟协会理事会共同秘书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联络员，负责约旦与

北约就地中海对话及与北约个别伙伴合作计划进行

对话。 

 约旦外交部长特别班子，外交随员，安曼  

与法律司协调负责处理与外交部长工作相关的法律

问题 

 法律咨询基金会律师/律师及法律顾问，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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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 

姓名： LINEO IRENE MOLISE MABUSELA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6 年 2 月 莱索托王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大使 

参加意大利和其他兼管国家的外交活动  

出席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各类会议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2-2016 莱索托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辩护律师  

2016 年 1 月：内阁首相专门委员会成员  

2015 年 2 月：法律和公共安全专门委员会主席，道德、  

特权、行为守则委员会副主席  

2012 年 6 月-2014 年 12 月：莱索托议会议员，在各个专门  

委员会工作 

2007 年 3 月：莱索托家庭事务及公共安全部副部长  

2007 年 2 月：莱索托议会议员  

2007 年 1 月：转型资源中心（一个非政府组织）议会人员

（民主和人权）  

2004-2005：联合国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法律研究员，坦桑尼亚

阿鲁沙 

2002：莱索托外交与国际关系部法律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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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姓名： MONICA ROBELO RAFFONE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07 年至今 尼加拉瓜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使团代表 /大使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农发基金）管理大会尼加拉瓜共和国

理事 

尼加拉瓜共和国驻意大利大使（2015 年起） 

尼加拉瓜共和国驻意大利-拉丁美洲研究所代表（2015 年起）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5 年 6-12 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集团临时主席  

2015 年 6 月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二届会议副主席  

2003-2007 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编目和文献中央研究所）  

欧洲援助合作处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Euromed Heritage II”

地区支持组顾问  

2002-2005 欧洲农业咨询公司、Gruppo Soges 公司、A.R.S Progetti 咨询 

公司，布鲁塞尔 

欧洲援助合作处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框架协定发展项目（Alat）l

首席技术顾问 

2001-2002 意大利南北合作非政府组织，罗马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项目进行评价和监测  

1999-2001 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  

负责人力资源处和非政府组织 – 进行项目培训、实施、  

监测，就拉丁美洲人权和民主化为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  

1998-1999 Hunton & Williams 律师事务所企业法律顾问，布鲁塞尔  

1994-1997 中美洲欧洲投资银行法律部律师，尼加拉瓜马那瓜  

1990-1992 尼加拉瓜共和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尼加拉瓜共和国常驻

罗马联合国机构使团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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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马力诺 

姓名： DANIELA ROTONDARO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0 年至今 圣马力诺共和国驻意大利特命全权大使  

2001 年至今 圣马力诺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粮食计划署两机构

代表/大使 

粮农组织选举：  

欧洲农业委员会执行局副主席（2008-2012） 

粮农组织大会证书委员会主席（2009-2015） 

粮农组织上诉委员会主席（2011 年起）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2015-2017） 

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2015-2017）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00-2010 圣马力诺共和国驻意大利参赞  

1996-1999 圣马力诺共和国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部国际事务司司长  

1995-1996 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罗马  

1993-1995 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维也纳  

1987-1993 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部长办公室主任、“圣马力诺会议”执行

董事 

欧洲灾害紧急应对中心行政秘书  

圣马力诺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自然和技术灾害开放部分协定》

框架内），圣马力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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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姓名： EMILY KATKAR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7-2020 美国使团常驻副代表、政治/经济处处长  

机构和政策协调，重点关注粮农组织（粮安委、理事会、

章法委、大会）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6 国际组织局人权处处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支持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代表团在整个联合国系统进行

多边人权谈判 

2012-2014 副政治参赞，科威特  

2009-2012 美国驻欧洲联盟使团政治官员  

2008-2009 文化事务助理官员，喀布尔  

2006-2007 美国国务院行动中心观察官员  

2004-2006 经济和文化官员，阿布扎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