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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  

第 一 六 七 届 会 议  

2021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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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代表）。每一个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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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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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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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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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ba Urgessa Dinssa 先生） 

尼日尔 （Rahila Rabiou Tahirou 女士） 

亚洲及太平洋 日本 （KURAYA Yoshihiro 先生） 

泰国 （Thanawat Tiensin 先生） 

欧洲 俄罗斯联邦 （Vladimir V. Kuznetsov 先生） 

瑞典 （Pernilla Ivarsson 女士）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 

墨西哥 （Miguel Jorge García Winder 先生） 

巴拿马 （Tomás Duncan Jurado 先生） 

近东 埃及 （Mr Haitham Abdelhady 先生） 

沙特阿拉伯 （Mohammed M. Alghamdi 先生） 

北美 美国 （Jennifer Har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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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拉圭 

 
  

姓名： IMELDA SMOLCIC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8 年－至今 

2019－2021 年 

乌拉圭驻联合国驻罗马机构副代表 

财政委员会主席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IMELDA SMOLCIC 女士作为外交官的广泛职业生涯中，

曾两次担任乌拉圭驻印度大使馆副馆长兼领事 
（2002-2008 年）和乌拉圭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在第一个任期（1994-2000 年），她担任乌拉圭出席 
第三委员会（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事务及人权）的 
代表并完成了关于儿童权利总括决议谈判的相关工作。 

在第二个任期（2011-2016 年），她担任第五委员会 
专家（行政和预算委员会）她担任选举干事、大会 
委员会主席、计划和协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报告员和

第五十三届会议副主席。 

在第五委员会，她牵头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 
（马里稳定团）、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预算和组织 2014-2015 两年度 
计划预算的谈判。 

Smolčić女士担任欧洲司司长（2016-2018 年）、人权和 
人道主义权利司司长（2009-2011 年）和乌拉圭共和国 
外交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作为实地工作，她作为自愿国际投票站干事参加 1993 年

柬埔寨选举。  

Smolčić女士毕业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西班牙语和文学 
专业以及乌拉圭外交部外交学院。她于 1990 年加入 
外交部；此后，她接受了谈判、外交政策、地区发展和 
人权方面的广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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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澳大利亚 

姓名： LYNDA HAYDEN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职业概况 自 2019 年 7 月以来，Lynda 一直担任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副代表。 

2001 年，毕业于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保护生物学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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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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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食物链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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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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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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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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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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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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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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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L 167/LIM/2 

 

 

埃 及 

姓名： HAITHAM ABDELHADY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7 年 8 月－ 

至今 

- 参赞/一等秘书，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

副代表 

 -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财政委员会成员。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4 年－2017 年 一等秘书，埃及外交部多边事务与国际安全司联合国 

事务处（开罗） 

2010 年－2014 年 二等秘书，埃及驻中国大使馆政治经济事务处（北京） 

2008 年－2010 年 三等秘书，埃及外交部移民与难民司领事处（开罗） 

2006 年－2008 年 外交随员，埃及驻利比里亚大使馆（蒙罗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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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 

姓名： KABA URGESSA DINSSA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21 年以来 埃塞俄比亚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21 年之前 农业部等各部位国务部长，也曾任吉玛大学教授与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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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姓名： KURAYA YOSHIHIRO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21 年 6 月－至今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9 年－2021 年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司国际战略办公室主任 

- 负责该部总体政策协调 

- 参与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第七次东京会议） 

2018 年－2019 年 农林水产省国际农业组织事务主任 

- 负责粮农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 

- 参加二十国集团新泻农业部长会议 

2017 年－2018 年 农林水产省农业生产局国际事务办公室主任 

- 参与贸易谈判，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综合进步 

协议》和日本—欧盟环境保护协定 

2015 年－2016 年 农林水产省农业生产局粮食贸易与经营司副司长 

- 共同主持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3 紧急大米储备 

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3 年－2014 年 农林水产省农业生产局区域农业生产司副司长 

- 负责甘蔗和甜菜生产促进 

2011 年－2012 年 内阁秘书处国家政策组副主任 

2009 年－2010 年 内阁秘书处助理内阁官房长官办公室副主任 

2007 年－2008 年 农林水产省国际事务司国际经济事务处副处长 

2004 年－2007 年 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一等秘书/二等秘书兼常驻粮农组织和

粮食署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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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姓名： MIGUEL JORGE GARCÍA WINDER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21 年－至今 墨西哥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代表 

主要负责在上述机构中代表墨西哥并帮助各机构以高效、

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实现目标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8 年－2020 年 墨西哥农业部副部长  

负责规划、审查和执行联邦预算。执行国家项目和计划。

部长不在时担任常务副部长并代表墨西哥出席各类国家和

国际论坛 

2014 年－2018 年 担任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驻美国代表 

负责预算编制、评价、项目开发和谈判以及战略伙伴 

关系。牵头农业战略分析中心 

2002 年－2014 年 2002 年至 2006 年，担任美洲农业合作研究所农业企业总监

以及贸易团队农业企业团队负责人 

负责实施技术合作，帮助各国发展包容性、可持续和 

有竞争力的农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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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 

姓名： RAHILA RABIOU TAHIROU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9/2021 年 尼日尔驻意大利大使馆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

农发基金、粮食署）副代表及第二参赞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尼日尔驻意大利大使馆第二参赞 

外交部顾问（尼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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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 

姓名： TOMÁS DUNCAN JURADO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20 年－至今 巴拿马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1 年－2013 年 巴拿马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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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 

姓名： VLADIMIR V. KUZNETSOV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2017 年－至今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 

2017 年－至今 欧洲理事会预算委员会成员 

2011 年－至今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成员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8 年－2020 年 出席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和预算委员会、万国邮联行政 

理事会、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会议俄罗斯代表团成员 

2017 年－2020 年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行政和预算事项

咨询小组成员 

2014 年－2017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管理司司长 

20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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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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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009 年 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处长（处理国际组织的财务、预算、 

管理和人事问题）  

2004 年－2005 年 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 

1999 年－2003 年 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1998 年－2000 年 欧洲理事会预算委员会候补成员，参加薪酬协调委员会 

会议 

1996 年－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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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会议的俄罗斯代表团成员  

1995 年－2000 年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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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1997 年 俄罗斯联邦参加联大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 

第 42－53 届会议代表团成员参加计划和协调委员会 

第 31－38 届会议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大会委员会各届

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199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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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991 年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使团二秘（派驻第五委员会代表） 

198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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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984 年 纽约联合国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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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姓名： MOHAMMED M. ALGHAMDI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沙特阿拉伯常驻粮农组织、粮食署、农发基金代表兼 

沙特阿拉伯驻农发基金执行董事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生物学教授，沙特阿拉伯阿尔巴哈（ALBaha）大学科学系 

 科学学院副院长，阿尔巴哈大学 

 发表文章 

《发展太阳能电池，实现阿尔巴哈地区太阳能利用最大化》 

 《世界科学工程与技术》，第 86 卷 

《阿尔巴哈省农民面临的挑战》。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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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典 

姓名： PERNILLA IVARSSON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20 年 2 月至今 公使衔参赞，瑞典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意大利罗马）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0-2020 年  瑞典企业和创新部副司长及食品链、动物卫生和福利司 

负责人（斯德哥尔摩） 

2004-2010 年  瑞典常驻欧盟代表，公使衔参赞（比利时布鲁塞尔） 

代表瑞典参与欧盟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福利工作 

2000-2004 年 瑞典驻意大利大使馆农业参赞、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罗马） 

1995-2000 年 瑞典农业部环境和农村发展司处长（斯德哥尔摩） 

1993-1995 年 项目官员，欧洲自贸联盟机构（比利时布鲁塞尔） 

欧洲自贸协议在五个欧洲自贸联盟国家的应用控制与合规

评估 

1991-1993 年 粮食政策公共委员会秘书  

委员会旨在分析和提出瑞典粮食政策调整方案，推动瑞典

日后加入欧盟 

1988-1991 年 农业部科长（斯德哥尔摩） 

负责食品政策领域文件，主要涉及食品控制和质量问题，

包括负责瑞典食品局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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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国 

姓名： THANAWAT TIENSIN 先生 

现任职务/活动： 

 泰国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粮食署、农发基金）

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Thanawat 曾任职于多家泰国政府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他曾任泰国农业和合作社部牲畜发展司助理司长，泰国奶牛

养殖促进组织委员会成员。他还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泰国 

驻欧盟使团工作。 

 Thanawat 一直积极支持粮农组织、亚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朝鲜、印度

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泰国的农业、畜牧业和能力

建设方面的国际发展计划。 

 Thanawat 毕业于泰国卡塞特萨特大学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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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姓名： JENNIFER HARHIGH 女士 

现任职务/活动： 

2019 年－至今 美国驻罗马联合国机构代表团副常驻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活动： 

2016 年－2019 年 美国驻泰国清迈总领事馆总领事 

2013 年－2016 年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副政治参赞 

2008 年－2011 年 美国驻仰光大使馆政治/经济主任 

2005 年－2007 年 美国国务院人力资源局职业发展干事 

2003 年－2005 年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政治官员 

2001 年－2002 年 美国国务院执行秘书处 

1999 年－2001 年 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副常驻代表、亚太经社会顾问兼 

经济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