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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单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
本报告依照会议题为“审议机制”的第 3/1 号决议编写。报告载有会员国为
审议进程提交的政府专家清单，其中包括这些专家曾任职务和现任职务及相
关履历方面的信息。由于所收到呈件的数量较多，本报告分为若干部分。本
文件载有以下国家提交的专家信息：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
疆、白俄罗斯、比利时、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
斯、丹麦、埃及、芬兰、加纳、希腊和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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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Feroz
Abdullafil
Jan Mohammad
Farid
Shah Wall
Rashid
Zarghoona
Azrat Onul
Said Morad
Mohammad Sharif

Sayed Hamidullah

Ghulam Dastgir

Quasean

姓

Jabarkhil

Alimi

Salehi

Fihmad

Ataye

Tota Khel

Sedigi

He Sami

Sarifi

Rahpo

Tawab

Hedayat

Ludin

国家

阿富汗

行主管

负责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

议院礼宾处处长；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科顾问和方

和信息收集主任

划处副处长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政策和规

议会关系负责人；阿富汗红新月会法律顾问；总检

和审查处处长

察长办公室检察官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区域方案管理员；国民议会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案件追踪

案助理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国家顾问；阿富汗参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投诉管理

况）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省级检查副主任和执

阿富汗最高法院律师

官；喀布尔市第二区和第四区检察官

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员；喀布尔市国家安全检察

高法院一般起诉处任职

曾在总检察长办公室刑事侦查处调查研究部门和最

司法部监督和反腐败战略计划实施委员会主席

监督和反腐败问题高级办公室监督事务

阿富汗最高法院审计长

阿富汗最高法院研究员

总检察长办公室反腐败问题副检察官

总检察长办公室反腐败问题检察官

司法部政策、规划和外交事务司司长

司法部一般立法研究所刑事部专业人员

高级审计员

中央审计办公室审计员

协调员；INTER SOS 组织政府关系干事

禁毒部执法司司长

阿富汗联合银行职员；联阿援助团/JEMA 国家外地

析家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金融交易和分析中心阿富汗中央银行分

现任职务

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审议机制的政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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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国家

名
Del Aga

Candice
Kane

Michael
Helen
Paul

Lisa
Steven

姓

Shakeeb

Silver

Preston-Stanley

Jarratt

Drew

Malone

Wyman

Marshall

责人；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和增加透明度专家特别

问题助理秘书

引渡方面的专门知识

工作组代理主席；拥有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和

国际分支机构政策和项目股股长；国际分支机构负

公司/规章制度律师

就职

主任；曾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和总检察长办公室

主任、高级调查员和防欺诈顾问；Intelsec 调查事务

澳大利亚税务署廉政保障处国家主任、防欺诈小组

负责人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检察官兼公诉官；互助人员兼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国际部署小组执行小组成员

制度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

他缔约国开展了相互评价；对联邦的犯罪资产没收

贿赂公约》开展第 2 阶段相互评价的答复，协助其

协调并起草了澳大利亚关于工作组就经合组织《反

就业和劳资关系部国际关系政策干事

富汗家庭指导协会行政干事

司顾问；阿里亚纳阿富汗航空公司税收办公室；阿

司国际关系和规划问题负责人；阿富汗国际运输公

人；喀布尔国际机场海关副关长；交通部长途客运

行行政干事和首席业务干事；财政部税收研究负责

外交部预算干事；阿富汗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银

业）组织高级财务主管；援外社阿富汗分会会计；

主任；SERVE（服务、紧急情况、救济、职业、 企

救济协调机构行政和财务主管；国际救援社国家副

阿富汗重建和节能机构行政和财务协调员；阿富汗

文化和民间社会基金会业务主任（行政和财务）；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总检察长办公室政策和参与处国际犯罪

总检查长办公室引渡股特等法律干事

澳大利亚税务署廉政保障处助理专员

总检察长办公室特等法律干事（互助）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警长

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法律干事

高级政策干事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国际关系

禁毒部长办公室行政和财务处处长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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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国家

名
Shannon

Steve
Tony

Sisilia

Kirsten Olga
Andreas

Evelin

姓

Cuthbertson

Mewburn

Prescott

Eteuati

Bishop

Wieselthaler

Dreier

识；曾在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法律处业务咨询小组

网主席个人助理；布鲁塞尔各工作组（千年发展目

协助专家

伙伴会议；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反欺诈宣传员网成员

代表出席了在斯洛文尼亚举行的第 9 次欧洲反腐败

标、第 36 条委员会）会议的国家专家；作为奥地利

联邦反贪局国际部法律顾问；欧洲反腐败伙伴欧洲

作队队长；维也纳警察局律师；维也纳警察局警官

和环境犯罪股股长；内政部公安总局设立的特别工

行政和内部事务司副司长；内政部刑事调查司财产

内部安全司审计员；联邦行政司审计负责人；司法

曾从事亚太区域司法和安全部门改革方面的工作

察长办公室索摩亚人办公室国家律师

法顾问；澳大利亚联邦公诉官高级法律干事；总检

总检察长办公室反洗钱援助小组高级法律干事和执

联邦内政部联邦反贪局国际合作和司法

联邦内政部联邦反贪局局长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法律与司法顾问

总检察长办公室反洗钱援助小组组长

力方面的工作

议；曾在南威尔士警察廉政委员会从事业务支助能

题小组及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专家特别工作组的会

太平洋反腐败联合举措，以及亚洲和太平洋洗钱问

家；代表澳援署参加了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亚洲

洋岛屿发展合作方案反腐败顾问；澳援署反腐败专

败顾问；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澳援署）整个太平

报机构业务顾问；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特派团反腐

（洗钱）；印度尼西亚金融交易和分析中心金融情

（遵约）、高级分析家（情报），以及国家协调员

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金融情报机构小组长

展第二阶段审查工作代表团的成员

家协调员
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反腐败专家

对其他缔约国实施经合组织《反腐败公约》情况开

警司；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特别行动国

议，以及越境问题会议：促进区域执法合作

回的法律程序、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B 专家组会

任职；曾参加洛桑第四次讨论会——有助于资产追

拥有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方面的专门知

机构专家顾问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总检察长办公室国际合作打击犯罪中央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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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Georg Florian
Gerlinde

Martin

Rene

姓

Grabenweger

Wambacher

V.10-53362

Kreutner

Wenk

查、资产追回和技术援助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

协助部临时负责人

联邦内政部联邦反贪局副局长

席；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欧洲联盟委员会成员；刑警

务部长特别顾问

局副局长；反腐败项目项目管理员

设立并运作独立反腐败机构小组副组长；联邦内务

判小组的成员；联邦反贪局财务和人力资源主管；

席；关于在奥地利设立国际反腐败学院国家部际谈

国际反腐败暑期学校副校长；奥地利反腐败日副主

利武装部队军官

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奥地

主席；联邦上诉法庭成员；奥地利出席联合国反腐

犯罪学法院注册专家；联邦内政部最高纪律委员会

合作的各方案的高级反腐败顾问和评估人员；普通

询委员会成员；与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和世界银行

组织腐败问题国际专家组成员；奥地利透明国际咨

奥地利联邦内务局局长；欧洲反腐败伙伴欧洲网主

联邦内务局局长；联邦内政部反腐败事

负责人；联邦庇护问题办公室法律顾问

调机构成员；联邦庇护问题办公室法律事务部临时

部及其各下属机构预防方面的讲师；国家反腐败协

期学校等各种反腐败项目的项目管理员；联邦内政

问；驻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的代表；国际反腐败暑

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议；联邦内务局法律顾

和第三届会议；作为奥地利代表出席了预防犯罪和

利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二届

败公约》开展第二阶段评估的国家专家；作为奥地

议方案的主要国家专家；奥地利就经合组织《反腐

工作组的国家专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

联邦内政部预防和国际关系股副股长；实施情况审

股长

联邦内政部联邦反贪局国际合作和司法

联邦内政部预防和对外关系第 4 股国际法律专家兼

协助事务第 4 局临时负责人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联邦内政部联邦反贪局国际合作和司法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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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lnur

Kamran

Emin
Faiq
Inam

Kamran

Sayyad

Vuqar

Vusal
Zaur

姓

Musayev

Balayev

Kuliyev

Najafov

Karimov

Aliyev

Karimov

Askerov

Huseynov

Hajili

国家

阿塞拜疆

6

斯坦布尔行动计划》的国家专家；经合组织东欧和

和反腐败委员会秘书

员；经合组织东欧和中亚反腐败网成员；参加了国

处长

各工作组；负责起草国家反腐败法工作组的组长；
参加了《公务员道德守则》和公职人员活动方面的

（与反腐败委员会合作）完善立法工作
组组长

级专家

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督处高

反腐败委员会高级顾问

公室监察员；人权保护司高级顾问；调查腐败投诉

长

拥有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方面的专门知识

的高级顾问

负责起草国家反腐败法工作组的成员；人权专员办

总统办公室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法律科科

利益冲突法的起草工作

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及其

行政和 军事 司副 司长 ；阿塞 拜疆议会

人

家专家；欧盟资助的阿塞拜疆结对项目的项目负责

家自评报告的核准工作；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的国

检察局局长；《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的国家协调

阿塞拜疆共和国检察官办公室反腐败处

中亚反腐败网成员

阿塞拜疆驻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代表团团长；《伊

财政部法律司副司长

巴库国立大学法学讲师

协助和引渡方面的专门知识

军事法庭首席检查专员；拥有国际合作，包括司法

司法部调查司调查员；国际法律司法律顾问；重罪

组会议；为欧盟资助的结对项目作出了贡献

执法机构协调部首席顾问；总统办公厅

员制度部部长

阿塞拜疆共和国计票委员会法律和公务

法律部高级顾问

阿塞拜疆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处

司法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欧和中亚反腐败网成员；参加了国家自评报告的起
草工作；参加了根据追回被盗资产举措举行的专家

《伊斯坦布尔行动计划》的国家专家；经合组织东

高级检察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阿塞拜疆共和国检察官办公室反腐败处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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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国家

名
Elchin

Mekhti
Nikhad
Tapdyg

Alexandr
Elena
Pavel

Ruslan

Uladzimir

Sergei
Viachaslau

姓

Nasibov

Nadzhafov

Akhundov

Makhmudov

Prakopenko

Ardiako

Sasheko

Kienya

Sakalouski

Podgrusha

Lipski

国家安全和执法立法司首席专家

长

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总局第 5 司副司

罗斯驻波兰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白俄罗斯驻印度大

长

使

白俄罗斯驻联合国（纽约）代表团一等秘书；白俄

外交部双边条约、主要法律和条约局局

情况监督处高级检察官

国检察官办公室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领域立法遵守

公室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处检察官；白俄罗斯共和

明斯克市 Partisansky 区检察官助理；明斯克市检察

员；白俄罗斯共和国检察长办公室国际法处检察官

罪预测处处长

官办公室少年法监督处检察官；明斯克市检察官办

官助理；明斯克卫戍部队军事检察官办公室调查

和腐败活动主要趋势、动态和结构的犯

守反腐败和有组织犯罪立法处副处长

中央区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员；明斯克市中央区检察

和法令问题研究和实践中心有组织犯罪

白俄罗斯共和国检察长办公室监督和遵

明斯克市苏维埃区检察官办公室见习员；明斯克市

公证处公证员

长办公室部门检察官；巴库 Nesimi 区法官

官；检察官下属和高级助理；阿塞拜疆共和国检察

法院和书记官处书记官；澳杜巴特区检察院预审法

财政文件和法规文件编写和出版处高级顾问

安全总局副局长

财政部税务相关犯罪初步调查司高级调查员；内部

白俄罗斯共和国检察长办公室加强法律

心国家安全和执法部副部长

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立法和法律研究中

理相关调查活动处高级检查专员

国家监督委员会金融调查部举办业务管

阿塞拜疆最高法院刑事法庭法官

投诉审查处副处长

国家采购机构培训、国际关系、法律和

财政部内部安全总局副局长

各工作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反贪污问
题国家小组及经合组织的各次会议

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及其

官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行政和军事法司司长；司法部立法总局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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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tal

den

Hébette-Van

比利时

Francis
Nele
Sara
Thierry

Willem

Peter Daan Raoul

Desterbeck

Fraeyman

Van den Borre

Loquet

De Pauw

De Roeck

Broeke

名

姓

国家

由经合组织、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和联合国主办的
者

一些重要预防腐败举措；评估人员；技术援助提供

比利时联邦公共伦理和道德办公室负责人；参加了

和管理审计长

员 ；国家反腐败专家网成员

欧洲联盟委员会经济和财政事务组织国家专家网成

协理；欧洲联盟委员会同行审议专家和专家顾问；

察官；布鲁塞尔执照律师；Meyns&Herregodt 初级

根特上诉法院副检察长；布鲁日区域法院副皇家检

专家；拥有经济犯罪和资产追回方面的专门知识

行动特别工作组评估人员；国家反腐败部结对项目

皇家间检察官办公室副皇家检察官；洗钱问题金融

德勤法医服务部法证调查员

组织工作组

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各次会议及经合

检察官

根特上诉法院检察长和代理检察长；根特初审法庭

审计员

首席行政长官；金融检查专员；比利时审计法院副

股长；设立内部审计处咨询小组的成员；预算总局

道德规范讲师；农业总局顾问；监察局检查专员和

项目管理员和主要专家；管理控制、审计、金融和

公共治理和领土发展局开展共同学习性研究方面的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联邦预算和管理控制公务部门廉政政策

司法部根特上诉法院检察长

皇家检察官办公室财务处皇家检察官

司法部刑事政策专员

司法部专员

扣押和没收中央办公室主任

比利时透明国际主席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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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Teck

Wee

文莱达鲁萨兰

Nabil Daraina

Florian
Davor

Badaruddin

Florov

Dubravica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国

名

姓

国家

罗地亚驻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代表团成员

员；克罗地亚共和国在区域反腐败倡议的代表；克

工作组各次会议；克罗地亚反欺诈协调服务网成

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

措施实施情况政府委员会秘书；出席了审议《联合

监督《克罗地亚反腐败战略和行动计划》等反腐败

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各次会议

司法部反腐败科科长

出席了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不限成

专家

讼法讲师；非全时讲师

门会议；曾在亚欧会议检察官大会上发言；刑事诉

副检察官；出席了起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专

员会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和前主席

萨兰国建立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家指导委

的双边谅解备忘录秘书处的成员；关于在文莱达鲁

任；与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和东南亚反腐败议员

会等组织的各次会议；东南亚反腐败小组秘书处主

洋洗钱问题小组及亚洲开发银行/经合组织指导委员

反腐败和增加透明度专家特别工作组、亚洲和太平

间工作组的会议；代表反贪局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

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限成员名额政府

败公约》的负责人；代表文莱达鲁萨兰国出席了在

员；文莱达鲁萨兰国关于编写和批准《联合国反腐

兼股长；负责审查预防腐败法案的审查委员会成

别调查员；主任代理助理；国际股内部审计负责人

特别事务科科长；善政和廉政中心副主任；首席特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司法部国际法律合作和欧洲事务局初级

总理办公室反贪局副高级顾问

总理办公室反贪局首席特别调查员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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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丹麦

塞浦路斯

国家

Christophoros

Flemming
Hans Jakob

Jens
Jesper Knud

Abdallah
Ahmed
Amr

Mavrommatis

Denker

Folker

Madsen

Friedrichsen

Al-Watidy

El-Ibiari

Khalafallah

El Gammel

Philippos

Komodromos

Ayman

Abdelr

Tomislav

Matoc

Abelmouti

名

姓

外交部信息股股长

作科成员

司法部技术办公室法官；司法部国际合

内政部国际合作委员会秘书长

内政部公共资金调查总管理局局长

重大经济罪国家检察官办公室督察长

主任；司法部重大经济罪国家检察官

重大经济罪副国家检察官

重大经济罪副国家检察官

察分局刑事侦查处处长；利马索尔警察分局刑事侦

的会议

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及其各工作组和相关专家组

埃及驻维也纳大使馆参赞；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

员；埃及法律学校和警察学院法学讲师

法部国际合作科技术人员；司法部技术办公室成

检察官；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员和首席检察官；司

丹麦人事司国家专家；国际科科长

特遣队指挥官；萨拉热窝方案发展和协调部部长；

欧洲联盟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丹麦

根警察局首席检察官；金融情报机构负责人

金融监督机构金融检查专员；重大经济罪和哥本哈

丹麦警察学院讲师；欧洲反欺诈办公室联系人

题的起诉股股长；处理经济罪的国家秘书处主任；

处理反托拉斯、欧盟—欺诈、增值税欺诈和腐败问

《反贿赂公约》专家；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成员

欧洲委员会贪污问题多学科小组成员；经合组织

查处处长助理；塞浦路斯反腐败协调机构成员

尼科西亚警察总局经济犯罪股调查员；利马索尔警

长

塞浦路斯驻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代表团团长

败倡议成员

言；区域合作理事会区域战略指导小组和区域反腐

约》自评报告的起草工作；在多次反腐败会议发

次会议；参加了克罗地亚有关《联合国反腐败公

公约》实施情况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各

府委员会提供了帮助；出席了审议《联合国反腐败

反腐败战略和行动计划》等反腐败措施实施情况政

司法部参赞；劳动法司见习员；对监督《克罗地亚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首席检查专员；警察总局经济犯罪股股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诉讼代理人

司法部战略和反腐败措与分析股股长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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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国家
Osama

Attawia

Ahmed

Juha

Kaarle Juhani

Matti

El Demery

Keränen

Lehmus

Joutsen

Mohammad

名

姓
Ahmad

司法部国际事务主任

内政部国家警察局监察长

司法部公使衔参赞

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议，以及审议实施情况不限成员

法，以及比较刑事司法和国际合作讲师

约缔约国会议及其各工作组；比较刑法和国际刑

约》的起草工作；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

会和欧洲联盟的专家；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

和刑事司法方案区域间顾问；驻联合国、欧洲委员

制犯罪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主任；联合国预防犯罪

司法部国家法律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欧洲预防和控

败公约》谈判工作的警察代表

团长；法尔结对项目专家；芬兰参加《联合国反腐

长；芬兰驻欧洲反腐败网和欧洲反腐败伙伴代表团

工作组专家；芬兰驻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代表团团

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警察代表；欧洲警察局欧盟

欧洲警察局管理委员会成员；芬兰在联合国预防犯

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

团团长；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各次会议和《联

法院法警；经合组织反贿赂工作组国家代表和代表

利阿省警察局长、代理检察官和法警；赫尔辛基区

调查局首席侦查官；内政部警察司监察长；北卡累

芬兰驻爱沙尼亚大使馆驻地结对顾问和专员；国家

知识

犯罪及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方面的专门

名额政府间工作组各次会议；拥有资产追回、经济

作为埃及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级检察官

法研究中心讲师

书长和官方发言人；司法部委员会报告员；国家司

司第一司法检查专员；总统选举监督高级委员会秘

和上诉法院法官；上诉法院院长；司法部司法检查

总检察长办公室金融事务和商务检察官；初审法院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埃及检察长办公室国际合作和人权处高

司法部长助理；司法部司法信息中心

技术事务、后续行动和业绩情况办公室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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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Achmad

Mochammad Jasin
Muhammad

Santosa

Mashuri

Yusuf

心法律和法规事务主任

印度尼西亚金融交易（报告和分析）中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委员

印度尼西亚人权方案、法律改革和诉诸司法高级工

刑事检察官；讲师

审查国家官员财产报告的主任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研发主任；负责记录和

澳大利亚法律发展机制咨询委员会成员，

作人员；印度尼西亚政府和 AWAID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代理副主席；开发署驻

黑手党工作队成员

面的专门知识

拥有资产追回及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方

独立政府机构（对总统负责）司法打击

总检察长办公室国际法律合作负责人

Jan Samuel

Maringka

门知识

师；拥有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方面的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国际刑法讲

心负责人；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和

面的专门知识

法律和人权部国家法律发展机构国家发展规划法中

股长

印度尼西共和国副监察员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副专员

拥有预防措施、执法和国际合作，包括司法协助方

C. F. G. Sunaryati

Hartono-Sunario

印度尼西亚劳动银行反腐败处处长

家银行行长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副主席；印度尼西亚国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国际合作股

Amru

Sunaryadi

HERO 超市审计委员会主席；专员

学法律系刑法和刑事诉讼讲师

Giri

Erry Riyana

Hardjapamekas

印度尼西亚

助恐怖主义立法的成员；代表希腊司法部出席了洗

问

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机构的会议；雅典大

法律顾问；立法委员会负责修订现行反洗钱/打击资

希腊公正、透明和人权部秘书长特别顾

参加了一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律小组组长；加纳打击洗钱国家行动计划的成员；

怖主义共同体间反洗钱特别工作组相互评价答复法

问题立法技术小组的主席；加纳反洗钱/打击资助恐

负责编写处理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和犯罪所得

Suprapdiono

Ioannis

Androulakis

希腊

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立法起草主任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国际法主任

Estelle

Appiah

加纳

现任职务

Chairijah

名

姓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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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Rachmat

Rezki Sri

M Rofiq Arrosyid
Sari Wardhani
Yoviannes

姓

Budiman

Wibowo

V.10-53362

Sumarli

Ismakoen

Mahar

警察部队指挥官

______________

日惹地区警察局刑事侦查处处长；登帕萨（巴厘）

腐败问题主任

廉正中心创办人

席；印度尼西亚《热带森林养护法》亚太森林治理

责人；付款公布战略咨询小组成员和监督委员会主

PT. Bahana Artha Ventura 投资和筹资处投资小组负

治事务和协调公使衔参赞

联合国（纽约）代表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工作队政

治事务参赞兼公使衔参赞；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政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印度尼西亚国家警察局刑事侦查处消除

家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国家合作专

家

印度尼西亚消除腐败委员会国家合作专

印度尼西亚透明国际副秘书长

外交部政治安全和领土事务条约主任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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