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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为实现粮食安全和营养而发挥作用” 

2017 年 10 月 9－13 日，意大利罗马 

选举粮安委主席  

 

I. 粮安委秘书提供的信息 

（在粮农组织成员国门户网站上发布） 

1. 粮安委新任主席的选举将在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

议暂定议程议题 VIII.b 项下进行，该届会议定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至 13 日在罗马

召开。 

2. 按照粮安委《议事规则》第 II 条第 4 款，粮安委秘书谨在此告知成员，已

收到竞选粮安委主席的下述提名： 

•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代表 Mario Arvelo 阁下 

3. 按照粮安委《议事规则》第 II 条第 4 款，凡粮安委秘书在世界粮食安全委

员会进行主席选举的那届会议开幕之前 30 天这一截止日期（2017 年 9 月 9 日）之

后收到的候选人提名均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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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代表 

Mario Arvelo 阁下 

推荐函及履历 

 

尊敬的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秘书 

Deborah Fulton 女士 

 

尊敬的女士： 

我很荣幸地告知阁下，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决定提名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

粮食署代表 Mario Arvelo 大使竞选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7-2019 年主席一职，参加

即将于 2017 年 10 月在粮安委第四十四届会议上进行的选举。 

该决定体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对于实现多米尼加及所有国家人民粮食和营养

安全的重视。我们与联合国粮农三机构和粮安委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认为，在

国际社会、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参与下，通过农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粮食和营养安全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Arvelo 大使于圣多明各修女总管天主教神学大学学习法律，于波士顿东北大

学学习政治学，并从事外交工作二十余年。在罗马常驻期间，Arvelo 大使曾担任

农业委员会和全球土壤伙伴关系主席，计划委员会代理主席和副主席，77 国集团

和拉美加小组主席以及其他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展现出了沟通协调的才干和

实现成果的能力。他目前担任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上诉委员会的第一替补主席，

同时也是农发基金执行局成员。随函附上 Arvelo 大使西班牙和英语履历。 

粮安委是各个国家和政府共同努力保障所有人粮食安全与营养的最具包容性的

平台，多米尼加共和国深信Arvelo大使的知识和经验将有效推动粮安委目标的实现。 

顺致崇高敬意。 

 

外交部长 

MIGUEL VAR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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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Arvelo 

1970 年 1 月 1 日，圣多明各 

外交职务 

2004 年至今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大使 

2002-2004 年 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副代表、大使（多米尼亚驻意大利

大使馆） 

2001-2002 年 多米尼加驻智利使团副团长、公使衔参赞 

1999-2000 年 多米尼加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参赞 

1997-1998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驻美洲国家组织副代表、一秘（华盛顿） 

现任 

2015 年至今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执行局成员 

2014 年至今 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上诉委员会第一替补主席 

2003 年至今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大会执行董事 

2002 年至今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观察员 

2002 年至今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成员（2012-2014 年为委员会主席） 

2002 年至今 粮农组织商品问题委员会成员 

2002 年至今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成员 

2002 年至今 粮农组织林业委员会成员 

2002 年至今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成员 

其他外交经历（除另有标注外均为罗马）  

2016 年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主席 

2014-2015 年 2015 年米兰世博会多米尼加共和国主任专员 

2012-2014 年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成员 

2012-2014 年 粮农组织第三十二届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区域会议副主席（布宜诺斯

艾利斯） 

2013 年 家庭农业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 

2013 年 城市和城郊农业政府间工作组成员 

2013-2014 年 全球农业统计政府间工作组成员 

2014 年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主席 

2013 年 全球土壤伙伴关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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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国际农药管理行为守则》谈判主席 

2011 年 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国家小组主席 

2010 年 粮农组织第三十一届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区域会议代表（巴拿马城） 

2008-2010 年 粮农组织第三十届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区域会议副主席（巴西利亚） 

2009 年 77 国集团主席 

2009 年 粮农组织预算和计划总委员会 132 个发展中国家首席谈判代表 

2009 年 粮农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高级别会议“全球经济中的粮食安

全投资”联合主席（巴黎） 

2009 年 第三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代表 

2009 年 第十五届不结盟运动大会代表（沙姆沙伊赫） 

2008 年 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的挑战”助理副主

席及闭幕式主席 

2008 年 77 国集团副主席 

2007 年 粮农组织预算和计划总委员会主席 

2007 年 电子农业、农业信息和知识管理国际技术磋商会主席 

2006 年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代理主席 

2004-2007 年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2004-2007 年 粮农组织计划和财政联合委员会成员 

2004-2007 年 粮农组织改革进程 77 国集团和拉美加小组协调员 

2006 年 第三十六届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代表（圣多明各） 

2006 年 粮农组织第二十九届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区域会议代表（加拉加斯） 

2005 年 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代表（纽约） 

2005 年 粮农组织预算和计划总委员会 132 个发展中国家首席谈判代表 

2003-2004 年 《食物权自愿准则》拉美加小组首席谈判代表 

2003 年 拉丁美洲和加比勒国家小组主席 

2003 年 粮农组织预算和计划总委员会 132 个发展中国家首席谈判代表 

2002 年 第二届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代表 

1997-1998 年 美洲国家组织司法和政治事务委员会副主席 

1997 年 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副主席 

其他工作经历 

1996 年至今 Phi Beta Delta/Alpha Nu（美国优秀国际学者荣誉学会）成员 

1996 年至今 公证人（多米尼加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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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至今 司法口译员和官方笔译员（多米尼加共和国） 

1989-2008 年 Hoy 报专栏作家（圣多明各） 

1996-1997 年 “NGO Fundación Institucionalidad y Justicia”公共辩护项目协调员

（圣多明各） 

1996-1997 年 圣多明各修女总管天主教神学大学（PUCMM，圣多明各）法律系

国际关系与劳动法教授 

1994-1996 年 东北大学政治系助教（波士顿） 

1993-1994 年 多米尼加电话公司律师（圣多明各） 

1991-1992 年 多米尼加人民银行律师（圣多明各） 

1988-1991 年 PUCMM 大学法学期刊联合主编 

1987-1991 年 PUCMM 大学国际象棋队队长 

1989-1990 年 Pellerano & Herrera 法律办公室助理律师（圣多明各） 

1987-1988 年 PUCMM 大学助教 

1985-1986 年 Loyola 中学 Max Henríquez Ureña 文学与辩论社主席（圣多明各） 

1984-1986 年 Loyola 中学电影社主席 

教育 

1996 年 文学硕士（政治学，主修国际关系和比较政府与政治，辅修政治学

理论） 

波士顿东北大学 

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 

1991 年 法学士 

  圣多明各修女总管天主教神学大学 

  1986-1991 届成绩第一 

1986 年 理学与文学文凭 

圣多明各 Loyola 中学 

其他学习经历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学习全球经济趋势 

东京上智大学，学习国际关系 

圣多明各 APEC 大学，学习国际贸易 

圣多明各理工学院，学习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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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和会议 

《粮食与饥饿的编年史（A Chronicle of Food and Hunger）》 

文化人类学 

《失踪的海鸥（A Lost Seagull）》 

诗歌和照片 

《巴西利亚（Brasilia）》 

关于建筑与历史的照片和思考 

《智利南北（ChileNorthSouth）》 

关于地理与历史的照片和思考 

《梅迪纳总统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模式（El modelo de desarrollo agroalimentario 

del Presidente Danilo Medina）》 

担任该书主编并撰写前言 

《国家宫：五十年历史与建筑（El Palacio Nacional: cincuenta años de historia y 

arquitectura）》 

调查员/编辑助理，José Chez Checo 著 

《第二挑战（El segundo desafío）》 

讨论诗歌的文章，收录于《诗人剖析：马莫尔批评（ in Anatomía de un poeta: 

aproximaciones críticas a José Mármol）》，Carlos Ardavín 主编 

《圣经中的粮食与饥饿（Food and Hunger in the Bible）》 

犹太-基督教神学与文化人类学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Hay un país en el mundo）》 

Pedro Mir 诗歌英文译本（双语版） 

《犹大的救赎（Judas redeemed）》 

对于被认为是加略人犹大所为行动的分析 

《藜麦（Kínwa）》 

与藜麦有关的历史和文化人类学 

《第一块土地（La primera tierra）》 

讨论现当代史的文章合集 

入围多米尼加共和国文化部 2000 年“年度图书”奖 

《饥饿神学（Las teologías del ha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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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学和神学的文章，收录于《2011 年学术演讲（Conferencias Magistrales 

2011）》，León Félix Batista 和 Eulogio Javier 主编 

《粮食价格波动问题部长级磋商会议记录》 

对此书有贡献，David Hallam 和 Boubaker Ben-Belhassen 主编 

《论自由（Sobre la libertad ）》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论自由（On Liberty）》西班牙语翻

译与析释 

《生命的土壤（Soils of Life》） 

讨论土壤作为粮食安全关键要素的可持续利用 

《来自奥萨马的证词（Testimonios del Ozama）》 

讨论诗歌的文章，灵感来自圣多明各的奥萨马河，配有作者拍摄的照片 

《所有的灯光（Todas las luces）》 

讨论地缘政治和旅行的文章，配有作者拍摄的照片 

入围多米尼加共和国文化部 2003 年“年度图书”奖 

《一个随意的故事（Un relato casual）》 

短篇小说集 

《投机在粮食价格波动中的作用（Volatilidad en los precios de los alimentos y el 

papel de la especulación）》 

该书主编以及《饥饿时期的波动与投机（Volatility and Speculation in Times of 

Hunger）》一文作者 

《你不应浪费粮食（You Shall Not Waste Food）》 

对可持续粮食生产以及粮食浪费的分析 

《年轻的日本？！（Young Japan?!）》 

照片，Pierre Gramegna 和 Ryutaro Hashimoto 主编 

语言 

西班牙语（母语） 

英语（第二语言） 

意大利语（熟练掌握） 

法语（基础） 

联系方式 

Mario@MarioArvelo.com 

+39 380 250 4006（手机，WhatsApp 和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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