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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四 七 届 会 议  

2013 年 6 月 24 日，罗马  

选举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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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和西南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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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委员会成员指定代表的资历列于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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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收到参选章法委主席职位的提名如下：  

Mónica Martínez 女士（厄瓜多尔）  

Gregory Groth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5. 已收到参选章法委成员职位的提名如下：  

利比里亚（Mohammed S. Sheriff 先生） 非洲 

孟加拉国（Mafizur Rahman 先生） 亚洲及太平洋  

保加利亚（Lubomir Ivanov 先生） 欧洲 

乌拉圭（Oscar Gabriel Piñeyro Bentos 先生）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伊拉克（Abdulsatar Chiyad Al-Sudani 先生） 近东 

加拿大（Debra Price 女士） 

美国（Gregory Groth 先生） 

北美洲 

巴布亚新几内亚（Lawrence Kuna Kalinoe 先生） 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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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候选人数不超过待填补席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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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  

 

姓名： MAFIZUR RAHMAN 先生 

 

现任职务： 孟加拉国驻罗马大使馆经济参赞，孟加拉国常驻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2009 年 2 月-2012 年 7 月 渔业及畜牧部副部长  

2007 年 9 月-2009 年 1 月 驻沙特阿拉伯吉达，主管朝圣事务参赞  

2006 年 1 月-2007 年 8 月 孟加拉国公共行政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在孟加拉国政府共有 24 年工作经历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农发基金执行局和管理大会成员  

 林委、粮安委、粮农组织理事会各届会议  

 林委起草委员会成员，理事会第一四五届和第一四六届会议起草

委员会成员  

 “2014 国际家庭农业年”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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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  

 

姓名： LUBOMIR IVANOV 先生 

 

现任职务： 保加利亚共和国常驻罗马各联合国机构代表、大使  

 

历任主要职务：  

2009-2012 年  外交部全球事务总干事  

2004-2009 年  保加利亚常驻布鲁塞尔北约代表、大使  

2002-2004 年  外交部副部长  

2000-2002 年  外交部国际安全局局长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2011 年 教科文组织大会  

2009-2011 年 文明联盟会议  

 环境署年会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峰会  – 哥本哈根（2009 年）；

天津（2010 年）；德班（2011 年） 

2003 年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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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姓名： DEBRA PRICE 女士  

 

现任职务： 加拿大常驻罗马联合国粮农机构副代表、参赞  

（自 2012 年起） 

 

历任主要职务：  

2008-2011 年 加拿大驻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大使馆  

参赞，负责政治、经济、公共事务  

2006-2008 年 渥太华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联合国及联邦事务司副司长  

2004-2006 年 加拿大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参赞，负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扩散计划全球伙伴关系  

2000-2004 年 加拿大常驻纽约联合国使团一秘/参赞，政治处主任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2011-2013 年 参加粮安委主席团会议和咨询小组会议的加拿大代表  

2011-2012 年 粮农组织理事会会议  

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  

北美非正式区域会议（2012 年 4 月） 

林业委员会 

计划委员会（第一一二届会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会议  

农发基金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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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  

 

姓名： MÓNICA MARTÍNEZ 女士  

 

现任职务： 厄瓜多尔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使团公使  

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2011-2013 年） 

 

历任主要职务： 

 

法学博士 

基多外交部联合国系统主管  

厄瓜多尔常驻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农发基金副代表  

厄瓜多尔驻意大利大使馆参赞  

厄瓜多尔常驻纽约联合国使团二秘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2011 年-至今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主席团副主席  

2012 年 利马安第斯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四届会议主席  

2009-2011 年 粮农组织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履约委员会成员  

2008-2011 年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第三方受益人特设委员会成员

（代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  

2007-2009 年 参加粮农组织所有主要会议  

2007 年 粮农组织拉美加小组章程主席  

 担任以下会议起草委成员：林业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商品问题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和第六十七届会议；农业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2005 年 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妇女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报告员，马来西亚  

太子城 

2000 年 联合国大会关于社会发展的第 24 届特别会议总务委员会副主席，

日内瓦 

继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 23 届特别会议

副主席兼报告员，纽约  

1999 年 联大第三委员会副主席（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个人任职）  

1997 年 联大第三委员会报告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个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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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姓名： Abdulsatar Chiyad Al-Sudani 先生  

 

现任职务： 农业部法务局局长  

 

历任主要职务：  

 农业部法律顾问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通过粮农组织在伊拉克执行的项目，具有参加粮农组织活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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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里亚  

 

姓名： MOHAMMED S. SHERIFF 先生  

 

现任职务： 利比里亚常驻粮农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公使  

 

历任主要职务：  

 律师 

 利比里亚全国律师协会成员  

 巡回大使 

 卫生及社会福利部代理部长  

 交通部副部长 

 卫生及社会福利部副部长  

 利比里亚国会代言人  

 利比里亚国会议员（立法会）  

 国会多个常设委员会主席  

 利比里亚大学和非洲卫理公会大学副教授  

 利比里亚大学副院长（A.M.D.学院） 

 约翰·肯尼迪医疗中心首席医疗官，利比里亚蒙罗维亚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2011 年以来参加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计划署多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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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  

 

姓名： LAWRENCE KUNA KALINOE 先生  

 

现任职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司法部部长、首席检察官  

 

历任主要职务：  

 负责司法部总体管理并监督法律部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就涉及国家及其机构的所有法律事务向部长和首席检察官

提出建议 

 落实并监督国际法所规定的国家义务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当选上一届章法委成员，代表

西南太平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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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姓名： GREGORY GROTH 先生 

 

现任职务： 美国常驻罗马各联合国机构副代表  

章法委成员（2011-2013 年） 

粮安委主席团中北美洲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美国驻海地太子港大使馆经济及商务处一秘、主管  

 美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大使馆经济及商务处二秘、主管  

 美国农业部派驻设在驻阿比让大使馆内的西非区域难民协调员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2011-2013 年 粮农组织理事会会议  

2011-2012 年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会议  

2012 年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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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姓名： OSCAR GABRIEL PIÑEYRO BENTOS 先生 

 

现任职务： 乌拉圭常驻罗马各联合国机构代表处参赞  

 

历任主要职务：  

 乌拉圭外交部南方共同市场副主任  

 乌拉圭驻马德里领事  

  

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会议或活动： 

 

 驻世界粮食计划署副代表  

 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副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