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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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牙买
加、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拉脱维亚、黎巴嫩、毛里求斯、摩尔多
瓦、黑山、摩洛哥、荷兰、挪威和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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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Miguel

Néstor Fabio

Ammar
Shakib
Mohhammed
Basil Yousuf
Shatha Ali
Mikdam
Issam Younis
Fattah
Mohamed
Husai
Tahseen
Makki Salih
Khalid Jumaa
Hamza
Salih Abdoud
Salih

Ipohorski
Lenkiewicz

Baragli

Neshat

Al-Musawi

Najim

Al-Khiro

Al-Jilawi

Salih

Al-Abeidi

Al-Tamimi

阿根廷

伊拉克

名

姓

国家

廉政委员会法律事务科助理主任

金融管制部技术研究处高级会计师

廉政委员会法律事务科高级法律顾问

金融管制部法律干事

金融管制部机构股主管

廉政委员会法律事务科高级法律顾问

追回被盗资产行动协调员；廉政委员会法律
部法律顾问

廉政委员会法律事务科法律顾问

阿根廷反腐败办公室透明政策司副主任

司法部反腐败办公室调查协调员

现任职务

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审议机制的政府专家

参加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自评工作

曾供职于筹资和配给审计处公共服务审计科

立法提案处法律科科长；立法提案处代理助理主任；立法起草
人

具有资产追回方面的专门知识

曾供职于金融管制部的公共服务审计科和企业审计科，以及总
部的筹资和配给审计科

立法提案处法律事务科科长；廉政管理局刑事调查处主管；参
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自评工作

反腐败项目主管；立法起草人；具有资产追回和包括引渡在内
的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研究处法律科科长；曾供职于国家咨询（舒拉）委员会

律师；阿根廷派驻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
委员会的代表和该委员会前主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
审议方案专家；卡特中心顾问；公民参与和问责中心顾问组
长；非政府组织公民权力基金会防治腐败方案前主管；透明国
际（国家分会）方案干事；演讲人

经合组织禁止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的同行审议机制专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曾供职于刑事申诉
法庭和审判法庭；公共辩护律师助理；助理教授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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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

Aryeh

Asaf
Itai

Liat
Paul
Robert
Shlomit
Yael
Yitzchak

Maurizio

Merari

Peter

Walfisch

Apter

Padan

Landes

Goldstein

Landes

Weiner

Blum

Bortoletti

以色列

意大利

名

姓

国家

总理府公共管理部反腐败和透明度处公共管
理和创新部长顾问

司法部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国际事务处副主任

司法部国际协定和诉讼处国际公法主任

以色列警署情报和调查处法律顾问

以色列警署高级警官；警长；国家欺诈调查
股北方分部主管

以色列禁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管理局代理
主任

以色列警署国家没收股股长

司法部国际协定和诉讼处高级助理；律师顾
问（国际公法）

以色列警署经济犯罪调查处国家欺诈调查精
英股犯罪调查队队长

司法部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刑事事务司副司长

司法部立法（刑法）处处长

现任职务

曾供职于“反黑手党”侦查部；参加过卡拉布利亚特别行动政
府方案；卡拉布利亚和特里威尼托区警官

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第一和第二阶段评价
讨论代表；弗立德、法兰克、哈理斯、西来佛、杰考布森法律
事务所的律师；国际法讲师；具有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在内的
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代表，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
情况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代表

参加过经合组织反行贿公约同行审议监测进程

国家欺诈调查股南方分部主管；国家欺诈调查股调查组组长；
北方分部调查员兼调查组组长

以色列禁止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管理局法律顾问；欧洲委员会
评估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国际评价员

国家欺诈调查股调查干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代表、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
施情况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代表；参加过经合组织反行
贿公约同行审议监测进程；外交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律师助理；
Sheri Mishpat 法学院教学和研究助理

具有经济犯罪、定罪和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最高法院高级刑事检察官；经合组织国际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
组第二阶段评价讨论代表；耶路撒冷国家警察总局警务法律顾
问助理；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警署检察官

州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厅律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检察
官办公室白领科法律助理；宾夕法尼亚州检察官办公室东部地
区办事处有组织犯罪科书记官；以色列总检察长办公室个人法
律助理；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国际事务部律师；司法部驻以色列
议会委员会代表；驻经合组织国际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的代
表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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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牙买加

国家
Silvio

Fabrizio

Francis

Bonfigli

Gandini

O'Neil

Dirk
Pamella

Selvin
Abed

Mohammad

Mohyeddin
Ammar

Harrison

Folkes

Hay

Shakhabneh

Adeinat

Touq

Al-Husseini

St. Patrick

名

姓

司法部国际合作局局长

国家人权中心人权主任专员

反腐败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反腐败委员会主席

国家安全部牙买加警察部队反贪处副处长

金融和公共服务部首席技术主管

检察署代理高级副署长

总检察长办公室助理皇家律师

司法部司法事务司法官

总理府公共管理部反腐败和透明度处法律专
家

现任职务

监察部法律研究助理；国际事务局局长；西安曼初审法院检察
官法官；暂时调任到司法部的法官；国际事务部主任；司法部
发言人；良好治理方面司法和判决执行情况区域协调员；欧洲
－地中海伙伴关系司法方案联络人；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
施 情 况 不 限 成 员 名 额 政 府 间 工 作 组 代 表 ； 曾 供 职 于 Reyad
Shakaa 和 Ragheb AL-Qassem 法律事务所

约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兼主任；哈西姆大学经济和行政学院院
长；约旦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制药公司、汽油精炼
公司和磷酸盐矿公司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约旦综合统计部德
国技术合作公司专家；公共部门发展政府委员会、金融委员会
及国立和私立大学董事会成员；所得税部总干事；社保基金管
理处主管；反腐败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司法部雇员和法官；管制和行政调查局秘书长兼局长；审计局
局长；法律事务部部长；司法部长；阿拉伯反腐败和廉政网络
主席；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家小组主席

大案调查工作队指挥官；麻醉品司特别调查股股长；刑事调查
主管

金融犯罪股特等主任；纳税人审计和评估司区域助理专员；纳
税人审计和评估部主任兼审计员；纳税人审计和评估部副金融
和行政专员

反腐败股主管

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和《美洲反腐败公约》会议代表

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意大利代表团团长；
反贪污国家集团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代表；反贪污
国家集团评价员；欧洲联盟结对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意大利副反腐败专员；反恐议会委员会顾问；曾供职于波斯尼
亚和黑塞哥维那高级代表办事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际
高级裁判委员会成员；欧洲联盟委员会打击腐败、欺诈和恐怖
主义领域的法律顾问；经合组织反腐败司行政主管；反贪污国
家集团和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代表；贿赂
问题工作组管理组和经合组织利益冲突问题专家组成员；意大
利轮值主席期内八国集团反腐败专家组主席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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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哈萨克斯坦

国家

名
Qasem

Aigul

Aizhan
Alem

Mary
Muthoni

John Kithome

Joash

Fredrick
Lackton

Emily
Wangari

姓

Alzoubi

Shaimova

Berikbolova

Dzhumabekov

Wairagu

Tuta

Dache

Mwachi

Kamau

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腐败问题高级首席国家
法律顾问

国家法律办公室议会顾问

高级国家法律顾问；司法部国家融合和宪法
事务司肯尼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

司法部国家融合和宪法事务司副首席法律干
事

副首席法律干事；司法部国家融合和宪法事
务司助理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打击经济和腐败相关犯罪
署法律支助和国际合作部法律支助局法律支
助司司长

法律支助和国际合作部国际合作司检查员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打击经济和腐败相关犯罪
署法律支助和国际合作部副部长

反腐败委员会预防和通讯部主任

现任职务

国家法律顾问和总检察长办公室高级首席国家法律顾问；反贪
局高级检察官；具有处理经济犯罪和严重欺诈的专门知识

为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贡献；
《刑事案件司法协助法案》的主要起草人；为起草《犯罪收益
和反洗钱法案》、《司法协助和引渡公约》及预防恐怖主义和
有组织犯罪法做出过贡献；东非共同体东非共同体反假冒产品
法案起草小组成员

肯尼亚法律改革委员会高级法律研究干事；立法起草人；东非
共同体法律协调工作组成员；总检察长国际合作问题委员会成
员；具有资产追回和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在内的国际合作方面
的专门知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会议代表

司法部国家融合和宪法事务司反腐败、道德和廉政科科长；监
督国家反腐败政策的拟订工作；作为监督委员会副主席，推动
开展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研究；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缔约国会议及其工作组各次会议的代表；合格辩护人；宣誓
和公证专员

参与起草《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和实施行动
计划》及反腐败政策；肯尼亚反腐败法律和相关体制框架审查
员；参加过《东非共同体反腐败议定书》的谈判；联合国反腐
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代表

调查员和官员；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打击经济和腐败相关犯罪署
组织和监控活动部高级大案监察员

比照国际义务分析国内法律

检查员；大案高级检查员；部门负责人；司局主管；部门副主
管；欧亚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小组技术支持工作组联合
主席；法律起草人

约旦中央银行国民经济和金融部部长；沙特阿拉伯国民经济部
前部长的经济和金融顾问；中小型企业融资问题指导委员会成
员；约旦合作部门重建问题指导委员会成员；约旦合作部门重
建问题技术委员会成员；投资中东和北非地区指导委员会小组
成员；重建贷款担保方案指导委员会成员；演讲人；经济和社
会研究问题国家委员会成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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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Martin
Opondo

Patrick
Omwenga

Jeannette
Wanjiru

Smokin

Christine
Wanja
Jesse Mwangi

Jairus

Regina

Oloo

Kiage

Mwangi

Wanjala

M'kwenda

Wachanga

Ngaah

Muriuki

E

名

姓

6

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法律事务局刑事阅览部
检察官

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负责民事诉讼和资产追
回的高级律师

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负责法律研究和文件工
作的首席律师

外交部三等秘书

司法部国家融合和宪法事务司顾问

国家法律办公室首席国家法律顾问

总检察长办公室特别检察官

肯尼亚法学院法律讲师（宪法，良好治理和
法治）；顾问

现任职务

Waithaka Mwangi 公司代讼人律师；地方法官；依照高等法院书
记官长的指派，负责一般行政和金融事务管理；为肯尼亚《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贡献；比照肯尼亚国内
法评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章（预防措施）的技术委员
会主席；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国家反腐败计划部门委员会成员

为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贡献；比
照肯尼亚国内法评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章的资产追回
小组组长

大专院校商业教育教师；肯尼亚司法部地方法官；肯尼亚反贪
局检察官；反贪警察部队法律干事；调查上诉法官行为的国家
法庭研究助理；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
及其工作组会议的代表，英联邦律师协会会议代表；作家；为
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贡献

为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贡献；审
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和技术支持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
工作组代表

国家反腐败政策制定工作首席顾问；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前助
理主任；为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研究做出过
贡献；具有预防措施方面的专门知识

议会顾问；国内法起草人和阐释者；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和一家
位于内罗毕的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干事；半国企名誉总检察长候
补干事；肯尼亚向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人权条约机构提交的定期
报告的起草人/提交者；治理、司法、法律和命令部门改革方案
执行情况部门协调人

在提交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和宪法请愿案件中代表共和国；在
提交高等法院和上诉法庭的针对腐败和经济犯罪定罪的上诉中
代表国家；协助编写关于总检察长所执行的起诉的季度和年度
报告；刑事辩护律师；为肯尼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
析研究做出过贡献；肯尼亚国家法律协会理事会成员；编辑

司法和宪法事务部顾问、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肯尼亚〈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差距分析和实施行动计划》问题顾问；通过司
法、国家融合和宪法事务部为肯尼亚反腐败政策的制定提供咨
询；肯尼亚高等法院辩护律师；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治理问题
顾问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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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Odhiambo
Pius Nyange

Dace

Rahif
Charbel

Anil Kumar
Rashida
Kaushik
Sarfaraz Ali
Jaynaidoo
Yajkaran
Carolina

Diana

Okello

Maithya

Dobova

Hajj Ali

Sarkis

Ujoodha

Domah

Goburdhun

Jaumdally

Soobrayen

Seewooruttun

Vicol

Rotundu

拉脱维亚

黎巴嫩

摩尔多瓦

毛里求斯

名

姓

国家

检察长办公室国际合作和欧洲一体化部检察
官兼副主管

检察长办公室司法部检察官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系统提升司代理助理主任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调查司助理主任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贪污调查司助理主任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代理首席法律顾问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防止贪污和教育司主任

反贪污独立委员会总干事

国家行政改革部长高级法律顾问；开发计划
署

开发计划署高级政策分析员

预防和打击腐败局高级国际关系干事

法医调查员；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评估员

肯尼亚反腐败委员会法律干事

现任职务

具有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在内的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东
南欧检察官咨询小组成员

波塔尼卡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曾供职于检察长办公室国
际合作和欧洲一体化部，具有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在内的国际
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特许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文书；高级账目审查员；审计员

警察署督察；地方法院和中级法院的警署检察员

毕马威公司（毛里求斯）咨询服务和信息技术主管

代表检察署署长的检察官；国家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委
员会中的反贪污独立委员会代表

曾供职于国家审计办公室

律师；高级地方法官；国际刑法改革学会成员；南部非洲反腐
败论坛主席

全球创新者网络、美国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研究所成员；经合
组织中东和北非集团廉政委员会成员；负责起草腐败案件目击
证人保护和信息获取相关法律的特设议会委员会成员；负责起
草非法致富相关新法律的委员会成员；信息和通信技术法特设
信息和通信技术议会委员会成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特别
委员会成员；几个负责法律和法令草案的委员会的成员；律师
协会信息技术委员会成员；国际商会反腐败委员会成员；黎巴
嫩透明国际成员

国家行政和发展研究院讲师；国家廉政指导委员会成员

反贪污国家集团代表；编制并协调了预防和执行方面的技术援
助方案及与世界银行和法尔一同开展的国际援助项目；在蒙得
维的亚举办的关于为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供技术援助
的国际合作讲习班上的政府专家；防止和打击腐败局专家；国
际合作司代理司长；公共关系和国际合作司代理司长；具有采
购方面的专门知识

注册评估师、肯尼亚测量师学会成员；泰森有限公司高级评估
员兼协理主管；测量师学会检查员；具有资产追回、经济犯
罪、定罪和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Okoth 和 Kiplagat 代讼人律师；肯尼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方案助理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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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黑山

国家

名
Ghenadie
Oxana

Radu
Grozdana

Marija

Vesna

Sonja
Durdina Nina

Badr
Abdelhafid

姓

Dalta

Gisca

Cotici

Laković

Novkovic

Ratkovic

Boskovic

Ivanovic

Afif

内政部司法专家（国土管理总监察）

特别检察官；黑山最高国家检察官办公室打
击有组织犯罪、腐败、恐怖主义和战争罪行
部主管

黑山最高国家检察官办公室国际合作部副最
高国家检察官

反腐败举措局主任

反腐败举措局副主任

反腐败举措局高级顾问

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中心立法和反腐败举证
局局长

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中心预防和打击洗钱办
公室首席检查员

打击经济犯罪和腐败中心特等检察员

现任职务

内政部高级干事；部长委员会成员

波德戈里察初级国家检察官；高级国家检察官；具有处理经济
犯罪和腐败问题的专门知识

东南欧检察官咨询小组和 PROSECO 项目的联络人；波德戈里
察副初级检察官

负责起草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实施行动方案的机构间工作组
成员；反贪污国家集团代表团团长；东南欧区域反腐败举措主
席；由 Checchi 和公司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题为“黑山司法
改革”的项目的法治事项协调员；负责司法部司法和刑事制裁
事宜的司法部长代表；司法部高级顾问；司法监督人员；司法
部门顾问；顾问；专家协理

宣传和预防活动部部长、国际合作部顾问、反腐败举措局协理
法律事务干事；负责起草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实施行动计划
的机构间工作组成员兼秘书；负责为国家委员会提供支助以监
测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专家组成员兼秘书；参加过反贪污国家
集团的互评进程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工作

社会工作中心监管事务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和律师；曾供职于蒂
瓦自治区供水公司；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实施行动计划起草
小组成员；负责起草公共部门和游说工作中廉政规定的工作组
成员

地区反腐败举措代表；摩尔多瓦国立大学法学院一般理论讲
师；具有侦查和调查腐败和腐败相关罪行方面的专门知识

评估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执法专家；洗钱问题金融行动
特别工作组/评估反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联合机构外部审查
小组的一部分；埃格蒙特小组运作工作组成员；具有资产追回
方面的专门知识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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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

国家
Khadija

Rachid
Rachid

Jan Hendrik
John Peter

Justine
Petrus
Johannes

Chaker

Afroukhi

Filali Meknassi

Groeneveld

Heck

Kluijskens

Van
Coevering

Ruud Rudolf
E. H.
Sebastian A.

Hilgers

Van de Vliet

de

名

姓

司法部阿姆斯特丹检察署检察官

司法部鹿特丹检察署高级刑事政策干事

独立的培训和通信顾问

治理和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独立顾问

司法和内政事务部顾问

内政部警察顾问

拉巴特阿格达勒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高等教育
教授

内政部国土管理总监察院监察员

国民教育、高等教育、执行培训和科研部教
育和培训总监察员

现任职务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协理法律干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人权干事；高级代表办公室反欺诈部法律干事；联合国国际独
立调查委员会驻黎巴嫩法律干事；曾在荷兰警署从事过与移民
和军事法律相关的工作；讲师

高级法律政策干事；高级刑事政策干事；“共同打击犯罪”项
目的专家和主管；讲师

开发计划署欧洲和独联体区域中心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干事；
一个由欧盟资助的项目的高级培训和通信专家；联合国―非政
府组织―国际难民电子网东欧和独联体区域办公室主任；独立
国家联合体驻联合国代表；现代人文大学国际部主管；欧盟评
价员

具有公共部门和民事服务改革、权力下放、反腐败和亚非援助
构架方面的专门知识

欧盟委员会欧洲反欺诈办公室大力神二期方案及“合作和核查
机制：反腐败和良好治理的基准”欧盟委员会特派团专家；题
为“加强反腐败委员会打击公共行政和司法中腐败现象的能
力”的欧盟/法尔项目小组组长；分析过欧盟反腐败措施方面的
最佳做法

欧洲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警察特派团副团长；地区专员官
员

教授；研究员；国际劳工局公约和建议执行问题专家委员会成
员；摩洛哥打击行贿协会和摩洛哥透明协会等若干人权协会的
创始人；摩洛哥透明协会秘书长；世界银行、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局和开发计划署等国家和国际
组织法律顾问；透明国际和摩洛哥打击行贿协会发行的各类书
籍的作者；讲师

具有经济犯罪和预防措施方面的专门知识

人权教育联合政府委员会主席、国民教育部长办公室人权和公
民身份中央委员会主席；教育管理科科长；教育监察员培训中
心主任；教育和培训总监察员；高级教育委员会成员；预防贿
赂行为中央当局成员；编辑；国际人权会议代表；摩洛哥防止
贿赂行为委员会成员；参加过透明国际摩洛哥和其他国家代表
团的协调工作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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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gve

Sultan
Zafar

Mohammad
Irfan Baig
Abid Raza

Nauman
Umer

Umar Zafar

Heyerdahl

Mansoor

Khan

Mirza

Malik

Aslam

Zaman

Sheikh

Bakhtiar

Elisabeth

Frankrig

Muhammad

Atle

Roaldsøy

挪威

巴基斯坦

名

姓

国家

负责行政/协调/国际税收业务的秘书；联邦税
务总局委员会秘书

巴基斯坦审计长办公室行政主任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海外部国际合作办公室助
理主任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提高认识和预防司副主任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金融犯罪调查部成员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监控部增补主任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海外部增补主任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一般责任部副检察官

司法和警察部高级法律顾问

财政部税法司法律顾问

司法部高级顾问

现任职务

总理采购支助处参谋；联邦税务总局发展项目和人力资源管理
部秘书；巴基斯坦空军航空工程师

致力于国家责任制监督局管理下的巴基斯坦国家反贪战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续行动国际会议会议协调员；致力于
提高反贪认识行动；发言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反腐败公约缔约国
会议第三届会议代表；曾供职于亚行/经合组织亚洲太平洋反腐
败举措

（白领犯罪）审讯和调查部副主任；曾供职于水电开发局

银行职员；见习干事；MCB 银行有限公司分行经理；审计员；
调查员；拉瓦尔品第国家责任制监督局金融犯罪调查部成员、
代理主管和增补主任

联邦统计局统计干事；首席统计干事；调查干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代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
方案专家；参加过亚行/经合组织举措、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和亚
太反洗钱工作组就洗钱问题召开的会议；（主管提高认识和预
防工作的）副主任；经济事务、税收和统计部统计干事

国家责任制监督局副首席法律干事；副检察长

挪威金融监督署高级法律顾问；曾供职于资本市场司证券机构
科、会计和审计司财务报告科；海于格松和卡姆桑德地区法院
法官；罗弗敦和威斯特劳伦警署的警务检察官；移民总局和海
事总局的高级行政干事

具有经济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和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的代表；
《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
作组挪威代表团团长；反贪污国家集团和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
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的挪威代表团团长；负责挪威的反贪污国
家集团和经合组织评价和后续报告；经合组织第二阶段及反贪
污国家集团第 1、第 2 和第 3 轮中的评价员；根据洗钱问题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 40+9 项建议及其方法论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评价员；国家经济和环境犯罪调查和起诉管理局高级检察
官；挪威金融情报股股长；奥斯陆警区经济犯罪起诉部检察官
兼部长；泰勒马克地区法院法官；泰勒马克警区检察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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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Khalid
Khalida
Syed
Mansoor

Syed Irfan

Ahmed

姓

Lodhi

Habib

V.10-53660

Ali

Ali

Humayun
法律部负责司法和议会事务的副起草人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银行业政策和法规部主任

金融监督股高级联合主管

证券交易委员会国际事务、沟通和协调部联
合主任

政府采购监管局内阁司主任

现任职务

移民和海外就业局助理主任；法律和司法部助理起草人；伊斯
兰思想理事会起草人；巴基斯坦法律和司法委员会联合秘书；
法律和司法部副起草人

负责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巴基斯坦的银行部门发展及反洗钱和打
击资助恐怖主义制度能力建设项目；巴基斯坦工业信用与投资
公司商业银行负责信贷和市场营销的副总裁；曾供职于 MCB 银
行；银行视察部联合主任；曾供职于巴基斯坦银行银行业政策
和法规部；国家责任制监督局金融犯罪调查部成员；巴基斯坦
国家银行业和金融学会及银行家学会培训师

亚洲和太平洋洗钱和金融行动工作队参与者；曾供职于银行视
察部、外汇政策部及银行业政策与法规部；国家责任制监督局
金融犯罪调查部成员；曾供职于亚太反洗钱工作组和洗钱问题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制度评价员

曾供职于 SoBec 咨询公司和区域发展金融公司；具有资产追
回、定罪和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公共部门能力项目协调员；税务改革秘书；副专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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