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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4 4 7 /Ch .1  

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理 事 会  

第一四第一四第一四第一四二二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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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选举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选举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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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区域各由一名成员代表：非洲、亚洲与太平洋、欧洲、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近东、北美、西南太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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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将予以任命的代表姓名及其资历的详细情况（《总规则》第

XXXIV 条第 2 款）。 

2. 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程序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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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选，理事会应首先从本组织成员国提名的代表中选出一名主席。

主席应以个人资格当选，不作为某个区域或国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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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列于附录 A。 

4. 已收到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一职的提名如下： 

Hassan Janabi（伊拉克） 

5. 已收到参选章法委成员成员成员成员的提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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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赞比亚（Kampamba Pam Mwananshiku 先生） 

亚洲 巴基斯坦（Khalid Mehboob 先生） 

欧洲 爱尔兰（Jarlath O'Connor 先生）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厄瓜多尔（Mónica Martínez Menduiño 女士） 

近东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Ammar Awad 先生） 

北美 美国（Gregory Groth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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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项选举按照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的规定进行。按照该条第 10 款（a）项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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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作出任命，无需进行无记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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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A 

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厄瓜多尔 

 

姓名： MÓNICA MARTÍNEZ MENDUIÑO 女士女士女士女士 

 

现任职务： 外交、贸易与一体化部处长，负责联合国系统事务 

章法委成员 

历任主要职务： 

 

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 

厄瓜多尔驻意大利大使馆一秘 

厄瓜多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一秘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三秘，后升至二秘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2011-2013 年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主席团副主席 

 章法委会议 

粮农组织大会第 36 届会议厄瓜多尔代表团成员 

2009-2011 年 粮农组织章法委成员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遵守委员会成员 

2009 年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管理机构第 3 届会议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协调员、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言人，突

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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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2007-2009 年 出席粮农组织所有主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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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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委第 18 届会议；商品问题委员会

第 66、67 届会议；农委第 20 届会议；世界粮安委第 34 届会议 

2005 年 关于妇女发展的不结盟运动部长第一次会议报告员，马来西亚 

2001 年 第 10 届美洲国家第一夫人大会，会议通过官方文件的技术和谈

判协调员，基多 

2000 年 第 24 届联大社会发展特别会议总务委员会副主席，日内瓦 

第 4 届世界妇女大会后联大第 23 届特别会议副主席和报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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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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伊伊伊 拉拉拉拉 克克克克 

 

姓名： HASSAN JANABI 

 

现任职务：  

常驻罗马联合国机构大使级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1990-2003 年 

2003-2008 年 

2008 年 

 

高级水文学家 

伊拉克水资源部高级顾问 

伊拉克农业部高级专家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近东小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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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爱爱 尔尔尔尔 兰兰兰兰 

 

姓名： JARLATH O'CONNOR 

 

现任职务： 爱尔兰常驻联合国机构（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

署）农业事务专员及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农业部（爱尔兰都柏林）监察员，职责包括实施立法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2011-2013 年 爱尔兰驻粮农组织代表 

2009-2011 年 爱尔兰驻农发基金执行局代表 

2009-2011 年 爱尔兰驻农发基金评价委员会代表 

2011 年 爱尔兰驻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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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 

 

姓名： KHALID MEHBOOB 

 

现任主要职务：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常驻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

顾问及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2008-2009 年 

1991-2007 年 

1978-1991 年 

 

粮农组织高级顾问 

粮农组织行政与财务部助理总干事 

负责粮农组织内部审计、检查和管理控制办公室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三九、一四〇、一四一届会议巴基斯坦代

表团成员 

 粮农组织章法委成员 

 农发基金管理委员会第 33、34 届会议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 

 农发基金执行局第 99、100、101 届会议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 

 农发基金第 9 届增资会议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 

 农发基金 C-2分表成员国主席 

 作为巴基斯坦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粮农组织改革（大会委员

会、OWEG）会议 

 多次出席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研讨会与会议 

2000-2007 年 多次出席联合国全系统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如，管理问题高

级别委员会；任联合国职员学院董事会成员；任联合国系统内

职员流动工作组成员） 

1992-2007 年 在粮农财政委员会中代表组织 



 CL 142/LIM/3 

 

 

8

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 

 

姓名： LAWRENCE KUNA KALINOE 

 

现任职务： 巴布亚新几内亚司法部长及首席检察官 

 

历任主要职务： 

 

负责司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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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察官提供

建议 

落实并监督国际法下规定的国家义务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作为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成员当选上一届章法委成员，代

表西南太平洋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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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阿拉阿拉阿拉伯伯伯伯叙利亚共和国叙利亚共和国叙利亚共和国叙利亚共和国 

 

姓名： AMMAR AWAD 

 

现任职务： 叙利亚大使馆参赞及常驻粮农组织、粮食计划署和农发基金

副代表 

 

历任主要职务： 

 

任职于叙利亚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和堪培拉（澳大

利亚）大使馆 

任职于叙利亚外交部国际组织司，负责伊斯兰会议组织和联

合国事务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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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 

 

姓名： GREGORY GROTH 

 

现任职务： 美国常驻粮农组织副代表（2011 年 8月起） 

 

历任主要职务： 

 

 

美国驻海地大使馆领事处经济和商务参赞，领导三名经济官

员负责宏观经济、金融、能源、农业、电信和矿业事务 

驻匈牙利布达佩斯官员，负责经济领域，包括航空和制药行

业事务 

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经济参赞（负责宏观经济领域，包

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债务免除及矿业和农业领

域经济发展事务）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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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赞赞赞 比比比比 亚亚亚亚 

 

姓名： KAMPAMBA PAM MWANANSHIKU 

 

现任职务： 赞比亚大使馆参赞、代表团副团长 

 

历任主要职务： 

2000-2008 年 

 

赞比亚司法部国际协议和条约司法律顾问/专家 

 

参加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的会议和活动情况: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