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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理 事 会  

第 一 六 二 届 会 议  

2019 年 7 月 1 日，罗马  

选举财政委员会主席和成员  

 

 

1. 根据本组织《总规则》第 XXVII条规定，财政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 12名成员

组成（下列每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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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东区域；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各选出一名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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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V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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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收到参选财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提名如下：  

Imelda Smolcic Rahman 女士 （乌拉圭） 

5. 已收到参选财政委员会成员的提名如下：  

 

非洲 埃塞俄比亚 

尼日尔 

（Mitiku Tesso Jebessa 先生） 

（Rahila Rabiou Tahirou 女士） 

亚洲及太平洋 孟加拉国 

日本 

（Manash Mitra 先生） 

（Toru Hisazome先生） 

欧洲 德国 

俄罗斯联邦 

（Heiner Thofern 先生） 

（Vladimir V. Kuznetsov 先生）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巴西 

墨西哥 

（Rodrigo Estrela de Carvalho 先生） 

（Benito Santiago Jiménez Sauma 先生） 

近东 埃及 

苏丹 

（Haitham Abdelhady 先生） 

（Sid Ahmed M. Alamain Hamid Alamain 先生） 

北美洲 美国 （Emily Katkar 女士） 

西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 （Lynda Hayden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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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候选人数不超过待填补席位数，则主席可以向理事会提出该项任命由一致明确同

意予以决定而无需进行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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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乌拉圭 

姓名： IMELDA SMOLCIC 女士 

当前职务/活动： 

2018 年至今 乌拉圭驻意大利罗马使馆：  

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及意大利政府副代表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6-2018 年 乌拉圭外交部欧洲区域司司长  

2011-2016 年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使团代表：  

行政和预算委员会（第五委员会）专家；  

主持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与非洲联盟达尔

富尔混合行动相关预算磋商以及本组织 2014-2015 两年度计

划预算磋商；  

联合国会议委员会主席（2015 年）； 

会议委员会副主席（2013 年）；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副主席（2013 年）；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员（2012 年）； 

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全）专家（2011-2012 年）； 

提名事务官员（2011-2016 年）。 

2009-2011 年 乌拉圭外交部人权事务及人道主义法司长；  

南方共同市场人权高级专员会议常驻代表；  

南方共同市场社会事务部长协调委员会副代表；  

外交部派驻国家性别平等公共政策协调委员会副代表；  

外交部派驻难民委员会副代表。  

2008-2009 年 乌拉圭外交部国际合作总司副司长  

2002-2008 年 乌拉圭驻印度新德里大使馆：  

使馆和领事馆副代表；  

临时代办（2004-2005 年；2007-2008 年）。 

2000-2002 年 乌拉圭外交部政务总局：  

人权司司长（2000-2002 年）； 

多边事务总司特别事务司负责人，负责与裁军相关国际组织

以及与国防部就维和行动进行联络（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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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2000 年 乌拉圭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使团代表：  

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第三委员会）代表；  

负责介绍并协调“儿童权利”决议；  

提名事务官员（1999-2000 年）； 

“儿童权利”总括决议磋商起草小组主席——大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1998 年）；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有关“儿童权利”决议磋商小组

顾问（1998 年，日内瓦）；  

应 Graça Machel Mandela 女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专家）

邀请，担任政府代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有关《武装冲突对  

儿童的影响》报告研讨会主席（1996 年，纽约）； 

“儿童权利”总括决议起草委员会主席  – 联大第五十一届

会议（1996 年）； 

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代表  

（1996 年，伊斯坦布尔）：住房权利工作组谈判代表；  

联合国儿基会与乌拉圭政府间协调员，负责制定战略宣传  

《儿童权利公约》和儿基会五年计划。  

1993-1994 年 乌拉圭外交部政务总司：  

负责就乌拉圭部队参加联合国柬埔寨维和行动与国防部进行  

联络。 

1991-1992 年 乌拉圭外交部礼宾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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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姓名： LYNDA HAYDEN 女士 

当前职务/活动： 

专业概况 2001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获得理学

学士学位（生物保护专业，植物学方向），之后在

日本教授英语。2004年 1月，进入澳大利亚农业与

水资源部，从事政策、治理、贸易和市场准入以及

监管运营环境等多个领域工作。  

2017年 10月-2019 年 4月 农业政策司动物产品与粮食市场处处长  

职责：领导团队负责提供高质量政策建议，以提

高澳大利亚动物和动物产品行业的生产力、盈利

能力和竞争力，并提供与食物链恢复力、粮食损失

和浪费、粮食安全和消费趋势相关的高质量政策

建议。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7年 1 月-2017 年 10月 农业政策司竞争与投资处处长  

职责：领导团队负责提供有关农业竞争、投资、

粮食损失和浪费、粮食安全和能源问题的高质量

政策建议。 

2011 年 11 月-2017 年 1月 出口司粮食与动物副产品处处长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0 月产假） 

职责：领导高效团队负责制定、改进和维护乳制品、

蛋类、海产品、家禽、野味、有机产品、蜂蜜、  

出口法规未规定的其他食品和宠物食品、产品  

提取物、生皮、毛皮和羊毛、以及制药和技术  

产品等动物副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  

2011 年 9-11 月 国家粮食计划工作组高级政策官员  

职责：为《国家粮食计划绿皮书》制定政府在

全球粮食贸易方面的战略方向。  

2008-2011 年 出口司粮食处高级政策官员  

职责：制定、改进和维护乳制品、蛋类、海产

品、有机产品、蜂蜜和出口法规未规定的其他食品

的国际市场准入，主要从事海产品出口市场准入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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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8 年 贸易与市场准入司东亚处高级政策官员  

职责：就与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香港特区的

贸易问题（包括澳大利亚-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提

供合理政策建议；为澳大利亚-中国农业合作计划

开展项目管理工作；组织和陪同国际代表团访问；

协调整个部门对农业、渔业和林业贸易事务做出

回应。  

2004-2006 年 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生物进口项目评估官员  

职责：评估并将进口条件应用于一系列生物商品，

包括食品、实验室材料和兽药；接听客户电话，

提供澳大利亚进口要求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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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姓名： MANASH MITRA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8年 1 月至今 经济参赞；常驻粮农组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  

副代表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8年 1 月-2019 年 5月 参加财政委员会第一七〇至一七五届会议  

参加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五九至一六一届会议  

参加农发基金理事会第四十一、四十二届会议  

参加执行局第一届、年度和第二届惠益  

2018 年粮食署会议和 2019 年第一届例会 

参加粮安委第四十五届会议  

“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 

2015年 5 月-2017 年 12月 孟加拉国计划部计划司 

高级助理司长 

2012年 8 月-2015 年 4月 亚洲基金会/纽约州立大学孟加拉国办事处  

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发展部供资项目“推动

民主机构和实践”议会计划主任  

2009年 7 月-2012 年 7月 发展选择公司（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Inc.） 

孟加拉国办事处  

美国国际开发署供资项目“推动治理、问责、 

透明和公正”议会部分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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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西 

姓名： RODRIGO ESTRELA DE CARVALHO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8 年至今 巴西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副代表、参赞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1996-2004 年 获得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经济学文学学士学位（1998 年）。

1996-1998 年，为 Maria da Conceição Tavares 国会议员担任

顾问。2000 年开始外交生涯。2003-2004 年，任巴西联邦  

参议院政府领导层顾问。  

2005-2010 年 任外交部国际事务秘书长顾问（2005年）。在巴西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任职（2005-2008 年），

曾参与卫生与劳工问题谈判；并曾在巴西利马大使馆任职，

担任经济和能源部门负责人（2009-2010 年）。 

2011-2018 年 2011-2013年，在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国际事务特别顾问办

公室任职。曾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经济事务特别顾问

（2014年）、财政部经济和金融机构副秘书（2015年）和规

划部国际事务秘书（2016 年）。任外交部农业和商品司司长

（2016-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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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姓名： MITIKU TESSO JEBESSA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埃塞俄比亚驻罗马机构副代表、公使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埃塞俄比亚安波大学校长  

埃塞俄比亚安波农学院副院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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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姓名： HAITHAM ABDELHADY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7年 8 月至今 埃及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一秘、副代表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7 年 埃及开罗外交部国际安全司  

多边事务处负责联合国事务一秘  

2010-2014 年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  

政治经济事务处二秘  

2008-2010 年 埃及开罗外交部移民和难民司领事事务三秘  

2006-2008 年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大使馆  

外交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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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 

姓名： HEINER THOFERN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5 年至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罗马国际机构副代表、公使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成员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5 年 联邦食品及农业部“世界食品事务、国际食品及农业

机构”司司长，柏林 

2009-2014 年 粮农组织生物能源及粮食安全项目高级协调员，罗马 

2003-2008 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罗马粮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

副代表 

200-2007 年 粮农组织商品问题委员会主席 

1999-2003 年 联邦消费者保护、食品及农业部国际贸易政策司司长，

柏林 

1992-1999 年 联邦食品、农业及林业部联邦部长私人助理帮办、 

办事员，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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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姓名： TORU HISAZOME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7年 6 月至今 日本常驻罗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机构公使衔参赞 /副代表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5-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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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副大臣特别助理  

2013-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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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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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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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姓名： BENITO SANTIAGO JIMÉNEZ SAUMA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3 年起 墨西哥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处副代表  

2016 年起 农发基金墨西哥副理事  

2017 年起 农发基金 C3 组成员国协调员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7年 7 月-2019 年 6月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墨西哥代表  

2010-2013 年 墨西哥外交部全球问题总司气候变化事务司长  

活动：绿色气候基金、长期筹资、《京都议定书》、 

公约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04-2010 年 墨西哥常驻纽约联合国使团联合国大会第二委员会

代表 

活动：可持续发展，艾滋病毒/艾滋病，经社理事会 

2000-2004 年 墨西哥外交部全球事务总指挥司环境事务主管副司长 

活动：可持续发展，环境公约，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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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 

姓名： RAHILA RABIOU TAHIROU 女士  

当前职务/活动： 

2019/2021 年 尼日尔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粮食署）副代表和尼日尔驻意大利大使馆二等参赞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尼日尔驻意大利大使馆二等参赞  

尼亚美外交事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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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姓名： VLADIMIR V. KUZNETSOV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7年 9 月至今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际组织司（行政预算事务）副司长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7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行政管理及综合服务司司长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成员 

2012-2014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使节团主要行政服务副总干事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成员 

2009-2012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使节团主要行政服务首席顾问 

1996-2009 年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处长（国际组织的财务、预算、管理和 

人事问题） 

2004-2005 年 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1999-2003 年 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1998-2000 年 欧洲理事会预算委员会候补成员  

1995-2000 年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成员 

1996-1998 年 作为俄罗斯代表团成员参加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筹备委员会

会议、工发组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委员会筹委会会议、

和平执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会议 

1986-1997 年 作为苏联、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大第五委员会

（行政和预算问题）第 42-53 届会议、计划和协调委员会

第 31-38届会议、联合国大会委员会各届会议 

1992-1996 年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使团一秘、参赞、高级参赞 

1994 年 联大第 48/218号决议所设特设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成员 

1990-1991 年 苏联常驻联合国使团二秘（派驻第五委员会代表） 

1984-1989 年 外交部行政和预算事项及联合国秘书处事务司随员、 

三秘、二秘 

1980-1984 年 纽约联合国秘书处  

 

  



16 CL 162/LIM/2 

 

 

苏  丹 

姓名： SID AHMED M. ALAMAIN HAMID ALAMAIN 先生 

当前职务/活动： 

2016年 7月至今 苏丹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副代表、一秘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4年 6月-2016年 7月 苏丹共和国外交部一秘 

各司局联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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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姓名： EMILY KATKAR 女士 

当前职务/活动： 

2017-2019 年 美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副代表、政治经济处长  

成员：章法委和粮安委主席团  

此前主要职务/活动： 

2014-2016 年 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局人权处处长，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 

2012-2014 年 美国大使馆副政治参赞，科威特  

2009-2012 年 美国驻欧洲联盟使团政治官员，比利时布鲁塞尔  

2008-2009 年 美国大使馆文化事务助理官员，阿富汗喀布尔 

2006-2007 年 美国国务院行动中心观察官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04-2006 年 美国大使馆经济和领事官员，阿联酋阿布扎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