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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  
 

第 一第 一第 一第 一 四四四四 二二二二 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届 会 议  

2011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4－－－－ 5 日日日日，，，，罗马罗马罗马罗马  

选举计划委员会主席及成员选举计划委员会主席及成员选举计划委员会主席及成员选举计划委员会主席及成员  

 

1. 根据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XVI 条规定，计划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十二

名成员组成（下列每个区域各两名成员：非洲、亚洲和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以及近东；北美洲和西南太平洋区域各一名）。谋求当选本委员会成员

的成员国需向大会及理事会秘书长送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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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VI条第 2 款）。 

2. 依照本委员会成员选举程序的规定，各成员国按大会为理事会选举目的而

确定的某个特定区域出面竞选，理事会首先从本组织成员国提名代表中选出一名

主席。主席将依据个人资格选出，不应代表某一区域或国家。 

3. 已收到的提名列后，可能成为委员会成员的指定代表资历情况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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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已收到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提名如下： 

 

Cecilia Nordin Van Gansberghe女士（瑞典） 

 

5. 已收到竞选计划委员会成员的如下提名： 

 

阿尔及利亚（Azeddine Riache 先生） 

埃塞俄比亚（Abreha G. Aseffa 先生） 

非洲 

孟加拉国（Sultana Afroz 女士） 

中国（李正东先生） 

亚洲及太平洋 

比利时（Martine Van Dooren 女士） 

德国（Swantje Nilsson 女士） 

欧洲 

阿根廷（Gustavo Oscar Infante 先生） 

巴拿马（Gerardo E. Vega Berrio 先生）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阿富汗（Abdul Razak Ayazi 先生） 

埃及（Essam Osman Fayed 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Javad Shakhs Tavakolian 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Ammar Awad 先生） 

近东 

加拿大（Marco Valicenti 先生） 北美 

新西兰（Neil Fraser 先生） 西南太平洋 

 

6. 选举须遵循粮农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的规定进行。按照该条第 10 款，

主席可向理事会提出，当候选人数不超过空缺席位数目时，可经明确的普遍同意

决定做出任命，无需进行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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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 

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阿富汗 

姓名： ABDUL RAZAK AYAZI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阿富汗常驻粮农组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自 2004 年起一直担任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 

粮农组织评价处处长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出席粮农组织领导机构、粮食署执行局和农发基金执行局

的多届会议 

对联合国罗马各机构有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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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 

姓名： AZEDDINE RIACHE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阿尔及利亚首任驻联合国罗马各机构常驻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央督察 

对外事务部与欧盟伙伴关系办公室主任 

阿尔及利亚驻西班牙大使馆经济参赞（马德里） 

对外事务部国际经济关系总局，负责国际金融机构和经济

跨区域组织的副局长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10 年 10 月 关于区域间知识产权和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筹备和出席不结盟运动的会议 

2009 年 5 月 创新筹资试点小组第六届会议（巴黎） 

2009 年 6 月 世界经济危机国际会议 

2009 年 6 月 筹备 2010 年的千年发展目标首脑会议；世界经济危机国

际会议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意大利拉奎

拉、英国伦敦、美国华盛顿、韩国首尔） 

2009 年 12 月 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 

 

 



CL 142/LIM/1  

 

 

5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姓名： GUSTAVO OSCAR INFANTE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临时代办、阿根廷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2006－2010 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务部  

1998－2006 阿根廷共和国驻加拿大使馆，经济和贸易办公室主任 

1995－1998 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务部，南美洲局（巴西处） 

1989－1995 阿根廷共和国驻智利大使馆，政治事务办公室和经济一体

化办公室 

1986－1989 外交、国际贸易及宗教事务部，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局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06－2010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1998－2006 食品标签法典委员会会议（加拿大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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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孟加拉国孟加拉国 

姓名： SULTANA AFROZ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现任职务： 孟加拉国常驻联合国罗马各机构经济参赞、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就职于不同部委，担任助理部长和副部长。负责具体计

划，并实施管理计划。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政治

计划管理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会议 

粮农组织职工养恤金委员会会议 

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 

理事会、大会和改革委员会会议第三工作组（成员） 

粮食署执行局会议 

农发基金理事会会议 

农发基金薪酬委员会会议 

农发基金充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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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比利时比利时比利时 

姓名： MARTINE VAN DOOREN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现任职务： 比利时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常驻联合国罗马各机构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外交部发展合作司司长、多边合作总参赞，布鲁塞尔

（2004－2007） 

欧盟发展总司发展政策总参赞 

国际合作国务秘书办公室副主任 

双边和多边合作总参赞 

发展合作部办公室副主任 

发展合作总局参赞，负责与西非和拉美国家的合作计划 

2007 年至今 农发基金执行局比利时董事 

至 2009 年 4 月 农发基金评价委员会成员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国际生物物质（总部设在布鲁塞尔、面向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机构）行政理事会成员 

自 2003 年起 博杜安国王基金会，“博杜安国王国际发展奖”评审团

成员，布鲁塞尔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在任职合作司长和多边合作总参赞期间，多次参加有关发展问题的联合国会

议及其他国际会议。与联合国驻纽约机构（开发署、儿基会和妇发基金）、

驻日内瓦机构（难民署、劳工组织、艾滋病署、世卫组织）、驻罗马机构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粮食署、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和驻巴黎机构（经

合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多家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农业开发银行、国际

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西非开发银行）建立了广泛联系。 

出访任务：曾到访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五十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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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姓名： MARCO VALICENTI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常驻罗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副代表、农业参赞（自

2008 年 9 月起） 

曾任主要职务：  

2008 年 9 月至今 常驻罗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副代表、农业参赞 

 建立并支持加拿大政府与联合国各罗马机构在农业政策和

计划活动、确定工作重点及协调方面的联系。建立并有效

管理增加与粮农组织联系的战略方案。 

2007－2008 
战略管理司司长（EX02） 

 
指导制定、实施和协调该部门的战略和业务规划框架，为

部长、高级管理导和中央机构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就部门

资源的投资和管理做出决策。 

2005－2007 副部长行政助理（EX01） 

 针对众多敏感和不断发展变化的政策、计划和业务问题，

向副部长提供建议。传达具体问题的背景情况和联系，以

便有效管理部门事务。在针对政策和计划问题制定连贯的

综合对策过程中，评估、质疑并协助高级管理人员。 

2003－2005 市场与贸易小组，负责欧洲、非洲、中东和俄罗斯，副处

长（CO03） 

 指导、牵头和协调制定并实施针对欧洲、非洲、中东和俄

罗斯的政府战略、行动计划和举措，涉及增长、贸易发展

以及对加拿大农业食品领域的投资。 

2002－2003 农场财政计划科，助理副部长高级计划顾问（AS07） 

 向助理副部长和高级管理层提供有关部门战略计划和政策

的战略建议，同时管理涉及农场财政计划的复杂且有争议

的问题和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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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2 审计和评价科，评价处代理处长（ES06） 

 制定并实施基于风险的内部评价战略和多年计划，开展多

样且并行的成效评价和政策与计划影响评价。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08－2011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2009－2011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主席团成员 

自 2008 年 9 月起－参加商品问题委员会、农委、渔委、林委、植物遗传资源委员

会、《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会议的加拿大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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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姓名： 李正东先生李正东先生李正东先生李正东先生 

现任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罗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2004－2009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 

1998－2004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2002－2003 农业部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1994－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粮农组织常驻代表团参赞 

1992－1994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国际组织二处处长 

1988－1992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国际组织一处副处长 

1982－1988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项目官员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10－2011 财政委员会成员 

2007－2009 财政委员会成员 

2002－2004 计划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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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埃及埃及埃及 

姓名： ESSAM OSMAN FAYED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埃及常驻罗马联合国粮食和农业机构全权公使、副代表 

农发基金执行局埃及董事 

曾任主要职务：  

 农发基金评价委员会主席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出席与设在罗马的三大联合国机构有关的所有会议和活动 

出席食典委在欧洲举行的所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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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 

姓名： ABREHA G. ASEFFA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埃塞俄比亚常驻粮农组织、粮食署和农发基金全权公使、

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1995－2005 总理办公室大臣，负责名为“埃塞俄比亚社会复兴和发展

基金”的全国性需求驱动、社区拥有的重建和发展基金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07－2010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代表团团长 

农业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代表团成员 

粮农组织理事会成员 

粮食署执行局成员 

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方面的挑

战（2008 年 6 月 3 日－5 日，罗马）代表团团长 

2009 年 12 月 拉奎拉粮食安全倡议（2009 年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罗马）

代表团团长 

2009 年 11 月 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代表团团长（罗马） 

2009 年 2 月 农发基金理事会代表团团长 

粮农组织大会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成员，代表非洲区域小组 

筹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开放性工作组（2009年，罗马） 

国际生态系统保护和发展专门委员会，缔约方大会第十五

次会议（2009 年，哥本哈根）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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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姓名： SWANTJE NILSSON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现任职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副

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2005－2008 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国际粮食与农业组

织、世界粮食安全及可持续发展司司长 

2002－2005 德国联邦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战略交流司司长 

2001－2002 食品、农业和消费者保护部部长秘书 

1998－2001 德国联邦议会下设的“青年、就业和教育”组织以及“民

间社团经营议会委员会”助理研究员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10 粮农组织欧洲区域会议（亚美尼亚埃里温） 

2009－2011 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成员 

2008－2011 粮农组织大会委员会主席之友会议/情况交流会/研讨会 

2008－2009 大会委员会（第一工作组欧洲区域小组发言人） 

2006－2008 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会议（日内瓦、罗马、河内） 

2006 粮农组织欧洲区域会议（拉脱维亚里加） 

2005－2011 粮农组织大会、理事会、农委及粮安委各届会议 

2001 粮农组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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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姓名： JAVAD SHAKHS TAVAKOLIAN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大使、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两个国家项目的项目经理，涉及伊朗单峰骆驼繁殖改良和

针对两种重要的伊朗本地牛的 PIT-1 基因分子研究 

圣战建设部骑术管理局局长 

圣战农业部环境和可持续农业发展司动物研究特别小组组长 

一个大型国有农场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圣战建设部代表、伊朗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份国家报告指

导委员会成员 

圣战农业部部长顾问 

伊朗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委员会最高理事会秘书（圣战部） 

圣战建设部规划和研究司司长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副主席 

近东小组副主席 

粮食署主席团成员 

粮食署执行局成员 

大会委员会近东小组发言人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四一届会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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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新西兰新西兰新西兰 

姓名： NEIL FRASER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农业和林业部国际支持、政策、科学和经济科科长 

曾任主要职务：  

1989－1993 新西兰驻法国大使馆、常驻经合组织代表团一等秘书（农

业），巴黎 

1981－1989 新西兰农业和渔业部，农业经济学家 

1975－1978 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大学，畜牧生产讲师，斯威

士兰 

1967－1975 新西兰农业和渔业部农场顾问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09－2010 商品问题委员会主席 

1989－2009 作为代表多次出席粮农组织会议，包括大会（总务委员

会、第一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理事会、区域会议、分

区域部长会议、技术委员会（农委、商品问题委员会、粮

安委）会议。就职于多个委员会和工作组。 

2009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代表团，罗马 

高级别专家论坛“2050 年如何养活世界”，罗马 

2008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

方面的挑战，罗马 

2002 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约翰内斯堡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五年之后，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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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巴拿马巴拿马巴拿马 

姓名： GERARDO E. VEGA BERRIO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公使衔参赞、临时代

办、副代表 

粮农组织财政委员会替补成员 

曾任主要职务：  

2004－2008 驻哥伦比亚公使衔参赞，波哥大 

1999－2004 对外事务部欧洲司司长 

负责外交学院的司长 

1997－1999 驻巴拉圭全权代表和特命大使，亚松森 

1995－1997 驻玻利维亚全权代表和特命大使，拉巴斯 

1983－1990 巴拿马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基多 

巴拿马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基多 

巴拿马驻厄瓜多尔大使馆，负责领事事务，基多 

1983－1984 巴拿马驻海地大使馆三等秘书，太子港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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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姓名： CECILIA NORDIN VAN GANSBERGHE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现任职务： 瑞典常驻粮农组织大使、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2006－2009 瑞典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公使，负责欧盟事务，卢布尔雅那 

2003－2005 世界银行学院高级专家，负责“非洲公共支出和财政问责

计划”，美国华盛顿 

1998－2003 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所有粮农组织事务的共同协调

（包括在瑞典首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时），瑞典斯德哥

尔摩 

1991－199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老挝万象的计划官员；常驻利比里亚

弗里顿助理代表；驻老挝万象顾问 

1985－1991 在瑞典银行业担任多种职务：对外担保经理（哥达银

行）；瑞典银行驻纽约助理代表（美国）；驻卢森堡企业

信贷分区经理（Banque Nordeurope/瑞典银行）；驻智利

圣地亚哥的风险投资官员（Banchile Asesoría Financiera）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2009 至今 出席粮农组织的所有重大会议，包括： 

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罗马） 

第二十七届粮农组织欧洲区域会议，亚美尼亚埃里温（与

爱沙尼亚共同担任报告员） 

1998－2002 出席粮农组织的所有重大会议： 

第二十一届粮农组织欧洲区域会议（爱沙尼亚塔林） 

第二十二届粮农组织欧洲区域会议（葡萄牙波尔图） 

非粮农组织的重大会议，包括：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四届常会（斯洛伐克，布拉

迪斯拉发） 

第四届政府间森林论坛，纽约（与爱沙尼亚共同担任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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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姓名： AMMAR AWAD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现任职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参赞、副代表 

曾任主要职务：  

 就职于叙利亚驻阿根廷大使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驻澳

大利亚大使馆（堪培拉） 

叙利亚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律师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会议或活动情况： 

 出席粮农组织、粮食署、农发基金、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

组织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