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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名单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

本报告是依照缔约国会议题为“审议机制”的第 3/1 号决议编写的。报告载有会
员国为审议进程提交的政府专家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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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收到的呈件的数量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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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
巴拿马和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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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Álvaro Alfredo

Marcos

Vilma Aurora

Manuel de Jésus

María del Pilar

Carmen Elena

Adda Mercedes

Luis Arturo

姓

Magaña

Rodríguez

Cubías Alemán

Cruz López

Escobar

Pineda Colorado

Scarola Diaz

Fernández Peña

国家

萨尔瓦多

副总统办公室共和国副
总统顾问

政府道德操守法庭书记
官长

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立法
及法律事务司法律顾问

对外关系部法律事务司
国际法律研究主任

透明度与反腐败副秘书
处加强内部控制与审计
主任

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战略
事务司透明度与反腐败
副秘书处透明度专员

共和国总统办公室战略
事务司透明度及反腐败
事务副秘书

共和国副总统办公室国
家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执
行秘书

现任职务

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政府专家

就法律事务特别是透明度和反腐败领域的事务向副总统提出意见
建议。以往履历：立法诉讼（信息获取法案、诚信法案、政府道
德操守法案）。

作为政府道德操守法庭书记官长：编写议程，为提交的案件提供
文件，出席听证会，起草记录和对全体法官庭审所作裁决进行核
证；协助进行《政府道德操守法》和相关规章制度修订的起草工
作；保持和定期更新政府道德操守委员会的会员登记簿。拥有在
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不同岗位任职的广泛经验。

分析、编写法律报告，对行政管理和宪法法律、公共道德操守以
及税法的战略进行协调。以往履历：在政府道德操守法庭和国内
税务总局任职。

负责国际文书执行的后续工作。负责与反腐败有关的法律事务。
作为对外关系部在全国机构间反腐败委员会和美洲反腐败公约实
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的代表，并代表该部进行有关建立联合国反
腐败公约执行情况监测机制的职权范围的谈判。

现任职务：处理公民提交的提供腐败证据的报告；根据收到的信
息规划和布置审计措施；向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事务处提供支持和
指导意见；为执行事务处规划有关内部审计制度的培训方案。以
往履历：外部和内部审计、控制、投标和国家公务员。

编写文件、协助制定政策和参与副秘书处的技术讨论、以及对透
明度事项实施不间断的监测。编写评估报告以及拟订透明度与反
腐败培训方案，拥有获取信息、问责制、参与型预算和制定有关
透明度和市一级公民参与的命令等领域的经验。

协助战略事务司促进在获取新闻、公民审计、履行公共职能和法
律责任时保持透明度的原则基础上建成一个有效的公务员诚信保
障系统。以往履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会中的透明国际代
表；主页 http://www.funde.org。拥有在透明度问题及打击腐败领域
担任调查员、咨询顾问和教师的经验。

《美洲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续行动协调员；执
行事务处透明度问题报告员；《无腐败区域危地马拉宣言》的萨尔
瓦多代表，开发计划署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世界理事会（联合国）的
技术对应方。拥有在不同岗位担任公务员的广泛经验；大学教师。

其他相关岗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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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Ana Lucrecia

Ana Marisol Beatriz

Carlos Augusto

Casta Luz

Alejandro

Edgar Alberto

Gloria Patricia

姓

Lima Mejia

Garrido de León

Melgar Peña

Meza Corado

De León Girón

Samayoa Lara

Porras Escobar

国家

危地马拉

V.10-53679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秘书长

审计长办公室新闻股股
长

副总统办公室电子政务
技术专员

公共财政部财务透明度
主任

公共财政部信息获取助
理主任

对外关系部国际条约主
任

审计长办公室机构支助
主任

现任职务

协助机构政策以及总检察长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理事会各项活动的
协调、执行、监测和评价工作。曾经作为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总督
导和检察官。

负责新闻需求领域文件处理的可行性分析工作。负责与透明度和
公共信息具体领域的其他机构建立关系和开展协调工作。推动培
训和提高认识进程。曾任国会的法律顾问，并对透明度和反腐机
制进行过分析。

负责电子政务总战略的概念规划和实施工作；利用通信和信息技
术开展方案协调工作以实现公民参与、强化机构、提高透明度、
增效、提高公共服务效力和信息的机密性。拥有开发和管理公共
服务行为系统的广泛经验。

负责协调提高和保障透明度的各项措施；提出旨在保证在打击腐
败行动中遵守国内国际义务的政策措施；起草透明度现状定期报
告；开发和跟踪信息获取指标。

负责部内单一信息获取窗口的协调工作；制订公共信息战略；监
督《信息获取自由法案》规定的信息的更新和发布工作；制定有
助于提高透明度和改善信息获取的方案。拥有作为透明度问题领
域的咨询顾问和教师、打击腐败、问责制和公民参与方面的经
验。担任 Acción Ciudadana 小组（透明国际危地马拉分部）的项目
协调员。

提出建议，发表观点，与所有与公约有关的部门和机构进行谈判
和联络，编写意见文件、原因说明、批准文书，交存和发布公
约。开展有关各种议题的区域和双边协定谈判。

协调全国合作单位的工作、国家项目、规划、培训和国际合作。
拥有作为财务管理、控制、规划和国际合作咨询顾问的经验。参
与了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的工作。

其他相关岗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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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Juan Luis

Juan Pablo

Leila Carolina

Lilian Rozana

Omar Augusto

Reagan

姓

Velásquez Carrera

4

Castañeda Solares

Villatoro Rodríguez

Sierra Velez de
Barrientos

Contreras Ramírez

Vega Santizo

对外关系部人力资源助
理主任

总检察长办公室反腐败
起诉科科长

公共财政部分析与促进
财务透明度助理主任

对外关系部联合国多边
政策助理主任

副总统办公室透明度及
反腐败委员会技术/法律
顾问

副总统私人秘书办公室
透明度及反腐败委员会
顾问

现任职务

与主任共同负责监督职位和薪酬的管理工作、招聘、遴选、任命
和启用人力资源、确保现行员工管理方面的纪律标准及法律条文
得以遵守。拥有制订行政管理与员工管理方面的规章和标准的经
验。

负责腐败案件检察官的遴选、指导和协调工作；负责反腐败起诉
科工作人员的组织和监督工作。编写美洲国家组织和各项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的执行情况报告；参与与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
续行动机制有关的视频会议。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危地马拉市区
检察院辅助检察官，打击有组织犯罪检察院银行业、保险业和财
政部门犯罪股检察官；检察院扣押与勒索股股长。

与公共财政部的高层当局就与透明度，建立与民间社会组织、工
商业和学术圈开展交流的机制有关的事务开展协调工作；对财政
和预算透明度领域的国际标准遵约情况进行评价。以往履历：任
副总统办公室国际反腐败公约咨询顾问；透明度和反腐败斗争总
统委员会顾问 ；在促进提高透明度和社会审计讨论委员会中的总
统办公室顾问；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首席专
家；Acción Ciudadana（透明国际国家分部）在透明度各方面事务
的咨询顾问等

负责联合国透明度和腐败领域各机构活动的协调和后续行动工
作；协调建立国家职位、代表对外关系部、促进国际社会与负责
腐败领域后续行动的国家机构建立联络。促进有关《无腐败区域
危地马拉宣言》的谈判，该区域各位总统已经通过该宣言。代表
危地马拉出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会议和其他会议。

向透明度及反腐败委员会提供法律意见，审查和编写美洲反腐败
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报告。以往履历：供职于对外关系
部。

协助透明度及反腐败委员会执行秘书的工作；编写和实施委员会
战略计划的各个部分（机构、标准制定、培训、技能发展与调
查、协调与技术支持、社会交流、透明度与电子政务）。以往履
历：透明度及反腐败委员会执行秘书（2003-2004 年）、透明国际
中美洲区域协调员（2004-2007 年）、透明度案例调查工作（20072008 年）、公共财政部政府采购与购买标准局助理主任（20082009 年）、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危地马拉候补
专家。

其他相关岗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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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国家
Romeo Augusto

Sandra Elizabeth

Alfredo

Alicia Margarita

Erasmo Alonso

Montoya García

Vargas

Esparza Jaime

Verduzco Becerra

Lara Cabrera

Hernández Salmerón Guillermo Alejandro

名

姓

对外关系部全球事务副
司长

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候
补代表；对外关系部墨
西哥常驻联合国维也纳
办事处代表团

公共事务部反腐败公约
主任

公共事务部透明度及问
责制研究与政策副司长

审计长办公室三级法律
顾问

负责检察署反腐败起诉
科经济犯罪股的事务

现任职务

负责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领域的四个局级单位的协调工作。负责墨
西哥政府与各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关系的后续行动，如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参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谈判工作，促进《公约》的签署和批
准，参加缔约国会议和政府间工作组的三次会议，协调墨西哥在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执行情况审议机制上的立场；协调墨

墨西哥代表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特别是关于执行事项
的）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关事务专家。麻醉
药品委员会以及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墨西哥代表。法律
和政治文本（决议草案、声明等）的商定

作为反腐败公约主任：负责墨西哥加入的以及正式批准国际反腐
败公约后所应承担的各项承诺的分析和后续行动工作；制订政策
使在对反腐败公约的各轮审议上提出的各项建议产生效力；对审
议阶段产生的调查问卷、观点和报告进行统一协调。作为美洲反
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的首席专家，参与制订关于审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执行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的墨西哥提案。以
往履历：在市、州和联邦各级负责透明度和反腐败领域事务的不
同岗位任职。

作为副总干事：负责 2008-2012 年全国问责制、透明度和反腐败方
案的执行工作；制订旨在促进履行反腐败公约承诺的战略和工作
方案，对衡量透明度、善治和反腐败状况的国内与国际指标进行
分析，以及提出改进这些指标的建议以更好地对墨西哥的情况进
行评价。作为墨西哥在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问题工作
组的首席专家。参与制订关于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执行情况审
议机制职权范围的墨西哥提案；拥有在联邦和州行政机关不同岗
位任职的广泛的经验。教学经验；出版物。

发布对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或财政事项的法律意见或观点。负责
机构在法庭上提出的法律诉讼的管理、发起和后续工作。向审计
长提出对于法律事项的建议。拥有 32 年的公共行政经验，25 年的
专业经验；向公共行政各事务处提供意见。

对腐败罪行涉案的公务官员和个人进行调查和提起刑事起诉。编
写有关美洲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报告。参加与美洲反腐败公约
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有关的视频会议。曾经担任过的职位：危
地马拉市区检察院辅助检察官，打击有组织犯罪检察院银行业、
保险业和财政部门犯罪股检察官；伤害记者和工会会员犯罪股检
察官（总检察长办公室）。

其他相关岗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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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

巴拿马

Boris Alexis

Fernando

Jorge Domingo

Carlos José

Diego Antonio

Corcho Díaz

Nuñez Fábrega

Rolón Luna

Fleitas

Marcel Oviedo

共和国审计长办公室反
腐败协调股总协调员

对外关系部法律事务主
任

内政部国内安全副部顾
问，

总统府国家透明度与反
腐败理事会执行秘书

国家透明度与反腐败理
事会法律顾问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辅助刑事检察官，协调
员（国际犯罪、人权和
人道主义事务股）

María Elsa

辅助刑事检察官；共和
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全国
刑事起诉司反腐败股协
调员

Frixione Ocón

Hernaldo José

Chamorro Díaz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国家刑事检察官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公共道德操守办公室执
行主任

César Augusto

Guevara Rodríguez

尼加拉瓜

现任职务

Blandón Montenegro María Antonieta

名

姓

国家

发展机构内部机制以优化控制工作，这是审计长办公室在可能发
生腐败行为的领域的职责。扩大覆盖公共财产和国家资产的监督
和控制活动。执行反腐败方案以及预防和纠正措施；通过成立特
别工作组加强联合行动。与公共机构中的反腐败专门股建立联

起草对国内法和国际公法的意见。在与国内和国际法有关的事项
上代表巴拉圭。以往履历：法律事务主任、公证主任、审计主
任、领事政策主任。

就与公民安全有关的法律事项向内政部副部长提出建议。拥有作
为公务员、教师和咨询顾问的广泛经验。

作为透明度秘书：制订反腐败政策、开展研究、提出议案和措
施；开展教育运动。

对公共事务管理进行调查以查明是否存在腐败行为；编写报告，
提出防止腐败的建议。

负责国际承诺执行情况的后续行动（包括《联合国反腐败公
约》），处理刑事案件中的法律援助请求（中央机关）；作为美
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及其他国际机制的尼加拉瓜
代表；参与国家反腐败政策的制订工作。

管理方案以提高执行事务处资源管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起草、
制订和执行战略及项目预防腐败；加强关于道德价值观的培训；
宣传道德行为守则；监测和履行国际承诺（包括《联合国反腐败
公约》）；作为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的尼加拉
瓜代表。

对腐败行为的刑事调查进行协调；作为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
后续行动机制的尼加拉瓜代表；与捐助界合作参与政府反腐败和
治理方案的评价和后续行动工作；参加了一个在国内举办腐败问
题研讨会和讲习班的教师小组。

作为国家刑事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代表国家（包括行政和
司法两方面）；管理刑事诉讼政策；发布命令对侵害国家的罪行
进行调查或处罚。拥有在总检察长办公室不同科室任职的经验，
特别是作为反腐败股的主管。

西哥在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上的立场；出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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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tor

Victorina

Victor Hugo

Duarte Vera

Estigarribia de
Escobar

Dejesús

公共行政现代化技术股
法律顾问

巴拉圭中央银行法律股
法律意见处主管

执行事务处审计长办公
室机构内部审计协调及
后续行动总监

预防洗钱和清洗财产秘
书处标准和监督部代表

Ángela Elizabeth

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
副检察官

Torres Maldonado

Lozena

Cristaldo Lang

财政部财政事务律师

国家海关总局内务股股
长

Raúl Fernando

Sapena G.

现任职务

Quíñónez Valenzuela Roberto Antonio

名

姓

向公共行政现代化技术股协调员提出建议。作为该股在全国竞争
力机构巴拉圭 2030 年中的代表。在提交其他国家机构的文件之前
编写法律意见，并对在公共行政现代化项目框架内提交的投标给
出法律意见。参与制订行政程序和道德守则法案的初稿。以往履
历：证券市场法草案编写顾问；国家证券委员会法律顾问；全国
证券委员会局成员。

对于机构不同部门提交法律股审议的所有与法律事项有关的文件
给出意见。在各种行政诉讼中担任调查法官。以往履历：项目与
决议处主管。

作为审计长办公室机构内部审计协调及后续行动总监：协调和监
测机构内部审计控制机构报告的后续行动。作为执行事务处审计
长办公室内部控制委员会、招标过程评价委员会和审计长办公室
质量控制系统委员会的成员。以往履历：教育和文化部审计员，
执行事务处审计长办公室审计员。拥有教学经验。

作为标准和监督部代表：制订其职权范围内各机构的管理规章，
审查和修订预防洗钱和清洗财产秘书处作为一个预防性质的机构
发布的规章并为此编写程序手册。以往履历：金融分析员，高级
分析员，金融分析部主管和协调员。

对证明可能存在错误的证据或需要予以纪律制裁的应受处罚行为
进行调查，起草和分析必要信息，要求获得报告以获取信息和通
知。拥有调查和分析信息的经验。通过处理一系列涉及应受惩处
的非法聚敛钱财、受贿和背信行为的案件掌握了刑事诉讼方面的
技术和实际知识。

资产追回专门股协调员。加强对腐败的调查与处罚小组协调员。
总检察长办公室人权专门股协调员。拥有在机构间国际刑罚执行
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任职的经验。

就所有与该部职能有关的法律事项向财政部提出建议。以往履
历：合同章程、国际贸易谈判和公共财政法律方面的咨询顾问。

系，在资产追回专门股中代表该机构。还作为法律意见和程序局
的法律顾问，该机构是审计长办公室法律事务总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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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María Soledad

Juan Emilio

姓

Machucha Vidal

8

Oviedo Cabanas
总检察长办公室国家检
察官部国际事务检察官

总检察长办公室国家检
察官部副检察官

现任职务

介入所有被动引渡案件和刑事事项法律合作；在有关特别被动引
渡案件的庭审以及刑事事项司法协助中代表国家检察长。作为处
理国际和双边条约及协定的中央权威。参加了伊比利亚-美洲法律
援助网、伊比利亚-美洲检察官协会、南方共同市场司法部长会
议、南方共同市场-美洲司法部长会议-美洲国家组织（刑事事项司
法协助）、3 + 1 组织（反恐怖主义）和 CITAIC（反腐败）以及各
种混合委员会等。拥有教学经验。曾在总检察长办公室任职：国
际事务与对外法律援助主任、起诉事务报告员、起诉事务助理、
起诉事务书记官长、记录委员会主管、法律技术员、打字员等，
曾在民事、商业以及刑事部门任职 。

总检察长办公室透明股协调员。总检察长办公室美洲反腐败公约
执行事务协调员。负责办公室培训中心和刑罚撤销办公室。作为
检察官：制订国家检察官部和机构其他部门的规则、手册、协
定、决议及类似项目，以确保检察当局和行政单位的有效运行。
作为与美洲国家组织有关的法律事项的中央权威。美洲反腐败公
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首席专家。

其他相关岗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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