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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审议

专家名单
秘书处编写的背景文件

本报告根据题为“审议机制”的会议第 3/1 号决议编写。报告载有会员国为了审
议进程提交的政府专家名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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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收到的呈件数量较多，本报告分为若干部分。本文件载有以下各
国提交的专家信息：帕劳、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美利坚合众国、也门和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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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estine
Hila

Isaac
Lucio

Jeffrey
Wilbur
Arvinder

Charles

Frances

Rengiil

Asanuma

Soaladaob

Ngiraiwet

Antol

Williams

Sambei

Monteith

Kennah

帕劳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
国

名

姓

国家

内政部联合王国中央主管当局局长

严重欺诈办公室高级政策顾问

法庭之友法律顾问有限公司董事

帕劳国会第八届国民大会参议院书记员

国务部联合国和美洲局主任

监察员办公室监察员

总统办公厅主任

国务部欧洲联盟、中东和非洲事务局局长

总统办公室总检察长

现任职务

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审议机制的政府专家

专门知识。

特别案件工作律师；在包括司法协助在内的国际合作方面具有

关税和消费税署检察官/特别案件工作律师；皇家检察院检察官/

诉讼小组组长；皇家检察院监察局皇家视察员（法律）；皇家

部门负责人；负责在关税和消费税各主要领域提起刑事诉讼的

皇家税务和关税署高级律师；皇家关税和消费税署公诉办公室

好治理、恪尽职责以及欺诈和腐败等问题的政策和培训

《贿赂法案》中的企业责任和适当程序提出建议；提供关于良

重和复杂案件的案件管理以及受害者和证人支持股的方案；就

检察官；制定侧重于综合调查员（警察）与检察官的工作、严

面具有专门知识

经合组织刑事司法评价；在资产追回、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方

书处刑法科科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完成

联合王国高级检察官；联合王国军事行动法律顾问；英联邦秘

委员会工作人员；状况表书记员；参议院书记员

好治理和信息自由有关的讲习班和会议的与会者

负责联合国事务以及国际条约和组织；与反腐败、透明度、良

七届帕劳国民大会代表

和上诉书记员；第三届国民大会众议院议员；第五、第六和第

曾就职于司法改善委员会；最高法院助理书记员、主任书记员

外事局局长；反腐败讲习班和会议代表

草人

腐败、信息自由、透明度和问责制有关的来信和请求；立法起

外事局高级外事官员；良好治理相关事项主管官员；处理与反

表；反腐败讲习班和会议代表

帕劳各部委、行政部门下属各机构和各局法律事务顾问和代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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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George Alan

Jeremy

Joseph

Balch

Bacarese

Rawlins

Refalo

贿赂问题改革政策牵头人；司法部《贿赂法
案》主管

Paul

Roderick
Hugh Russel

Stephenson

Macauley

司法部退休专家

Nimesh
皇家检察署高级政策顾问

严重欺诈办公室调查律师

皇家检察署犯罪收益交付股股长

门从事人权和跨国腐败问题研究；经合组织贿赂问题工作小组

案例咨询处主任

工作；联合王国外国贿赂问题战略董事会成员

段评价员；参与联合王国编写经合组织第一和第二阶段报告的

商业交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首轮评价阶

国代表团团长；编写联合王国第三轮评价报告；经合组织国际

期间担任实质性刑法问题工作组组长；反腐败国家集团联合王

出庭律师；司法部内政司高级政策顾问；在联合王国轮值主席

Concern at Work 工作；法尔方案驻地结对顾问

牵头联合王国国内重要的刑法改革；曾为举报慈善组织 Public

工作；经合组织审查员；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谈判；

成员；反腐败国家集团评价员；曾在经合组织贿赂问题工作组

家集团联合王国代表团团长；曾当选为反腐败国家集团主席团

曾致力于内政部刑法政策、反腐败和国际问题研究；反腐败国

总检察长高级政策顾问；皇家检察署检察官兼政策顾问

公约审议机制的谈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王国牵头人；曾参加联合国反腐败

济犯罪、贿赂、洗钱和国际合作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员、财务调查员和调查律师；在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在内的经

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律师；严重欺诈办公室案例支助官

人

和高等法院辩护律师；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出庭律师和诉讼代理

部开展能力建设工作；皇家检察署政策顾问；皇家高级检察官

洗钱措施特设专家委员会评估；协助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

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法律评价员；参加欧洲委员会评估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经合组织评价专家；反

合著者

阶段评估首席检查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技术指南》专家和

联合王国代表团技术顾问；经合组织技术专家；经合组织第二

皇家检察署高级检察官；曾就职于伦敦皇家检察署政策司，专

动特别工作组互评实地考察

宜，如参加八国集团资产追回研讨会和联合王国反洗钱金融行

高级检察官兼中央没收处处长；代表联合王国处理追回资产事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巴塞尔治理研究所资产追回国际中心法律和

皇家监察署犯罪收益股股长

现任职务

Jani

Edward

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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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国

美利坚

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

国家

Edward

Hoseah

Diane

Gary
Jane

John

Joseph

Kathleen

Kohn

Sampliner

Ley

Brandolino

Gangloff

Hamann

Christine

Tanvir

Tehal

Cline

名

姓

顾问；美国透明国际方案主任；代表美国参加美洲反腐败公约

顾问

府提供《反腐败条约》遵守情况的咨询意见；美国国务院反腐

律师

国际法执法合作政策顾问；TRACE 研究所理事会成员

败问题政策顾问，腐败相关条款的编辑和合著者；美国国务院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反腐败委员会联席主席兼副主席；为外国政

规划师和参与者

非和中东区域良好治理举措设计者；五个反腐败全球论坛首席

《东南欧稳定公约》反腐败评估机制代表；亚洲、东南欧、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员；欧洲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和

长；美国司法部利益冲突犯罪处处长；美国司法部审判律师；

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美国司法部廉政科副科

创始人兼主任

美国司法部刑事司诈骗科（国际腐败）审判

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副主任

执法事务局反腐败和治理举措处处长；编制联合国反腐败培训

问

方案；美国参议院腐败问题调查顾问；刑法改革对外援助方案

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打击犯罪方案处处长；国际麻醉品和

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高级顾

局美国专家；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和透明问题工作队会议代表

所有评价；反腐败国家集团专家评价员；经合组织公共治理总

师；政府道德办公室副总顾问；代表美国参加反腐败国家集团

夏威夷州道德委员会协理主任；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专职律

易中贿赂问题工作组财务处联络员

办公室高级顾问
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副主任

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工作；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总法律顾问

外国政府提供反腐败条约遵守方面的咨询

后续机制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通过双边途径和同行审议机制向

美国律师协会国际反腐败委员会成员；国务院反腐败问题政策

公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届会代表

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反腐败

曾就职于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反腐败小组打击犯罪方案办

员

成员；联合国腐败问题专家组成员

长；预防和打击腐败局调查主任；国际反腐败机构执行委员会

司法机构常驻高级行政官；培训主管；高等法院地区书记官

回方面的专业知识

参与严重欺诈和腐败案件调查和起诉的调查律师；具有资产追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外事官

预防和打击腐败局总干事

严重欺诈办公室律师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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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国家

Robert

Thomas

Virginia
Patton

Leventhal

Burrows

Prugh

Ya’ish

Atya

Mohammad

Amad

Rahman

Ahmed Abdul

Abdul

Muhammad

Ahmad

级法律顾问

Peter J.

Ainsworth

Dameem

美国国务院执法和情报处法律顾问办公室高

Linda

Samuel

管制、视察和调查处总干事

总检察长办公室公诉处（涉及公共资产）处长

也门中央银行会计和计算机部副督察

美国司法部国际事务处副处长

东欧和欧亚大陆处）处长兼反腐败专题协调员；美国透明国际

任；萨阿达和埃伯省安全处总干事；萨那护照部总干事；作家

地方刑事调查部主任；共和国刑事调查部副主任；禁毒部主

指导委员会成员

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公共资产申诉检察办公室成员；总检察长

成员；总部东南检察办公室检察官；总部中央监狱和北部上诉

事检察办公室成员；总检察长办公室公诉处（涉及公共资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部分）实施情况自评委员会成员；刑

行管制处助理副督察；会计和计算机部副督察

教授；银行业务部主任；签发、保险和贷款部助理副督察；银

在内的国际合作方面具有专门知识

腐败公约》和联合国犯罪委员会代表；在包括司法协助和引渡

审判和军法官律师；曾就职于美国司法部诈骗科；《联合国反

美国引渡股督导员；美国军队审判和判决辩护律师；美国陆军

长

害堕胎提供者工作队首席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剥削儿童科副科

助理地方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廉政科高级审判检察官；暴力侵

助协会公设辩护人

查员；联合国危地马拉人权核查团体制建设官员；纽约法律援

方案主任；全球廉政和自由之家转型期国家反腐败评估同行审

美国律师协会中欧和欧亚法律举措处（美国律师协会法治举措

和治理举措处处长

会理事会

约》代表团反腐败问题法律专家；曾就职于反腐败机关国际协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国家反腐败公

回方面具有专门知识

美国司法部商业诉讼处审判律师；技术援助提供者；在资产追

题工作组成员；经合组织第二阶段评价主审官；作家

美国国务院国际麻醉品和执法事务局反腐败

美国司法部刑事司廉政科高级副科长

美国司法部资产没收和洗钱科副科长

领头美国代表团参加新的《进一步打击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
外国公职人员的建议》谈判；经合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问

协助经合组织《反行贿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

问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和腐败问题）高级顾

Kathryn

Nickerson

现任职务

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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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kis Ahmed

Abu Osba

Al-Fasil

Almithali

Jarada

Husein Sheikh

Barajaa

Ali Abullah

Muhammad

Abdullah
法律事务部顾问

财政部管制和金融监察总干事

和经济股股长

Ahmed
Muhammad

反腐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员；财政部财政

反腐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副主席

中央管制和会计主管当局法律事务部总干事

公务员制度和保险部控制和考绩处副秘书

国家安全局经济安全和反腐败处官员

Abdurabbu

Mansour

Saeed Nashir

Saeed

Ahmad

Khalid

干事

Algaidani

总统办公厅行政机关部门财政和行政管制总

Ateqa Ali
Hassan

Hamza

现任职务

名

姓

长

政府法律办公室法律助理；判决和立法总干事；法律事务部次

政部管制和金融监察总干事

税务部总局局长；财政部驻哈贾和荷台达省办事处总干事；财

员

授；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劳工组织阿拉伯妇女事务委员会成

主席；国家改革议程执行情况后续行动部长级委员会成员；教

筹备会议参与者；《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自评工作国家工作队

家反腐败战略首席监察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区域

参与创立阿拉伯反腐败和廉政网；反腐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

反腐败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和研讨会参与者

组成员

实施情况第二次国家评估（自评）筹备专题小组和报告专题小

驻反腐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代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门

和审查社会医疗保险法草案委员会成员；公务员制度和保险部

腐败法草案和设立反腐败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委员会成员；拟订

重组协调小组组长；公务员制度和保险部长技术顾问；拟订反

种国际会议和研讨会的与会者和组织者；公务员制度和保险部

立法委员会主席；亚丁市职业调查和普查监督委员会主席；各

机关预算草案以及研究和培训法律的委员会成员；公务员制度

务员和行政改革部培训和资格处总干事；负责编制和审查国家

研究金处主任、人力资源总干事、培训和研究金处总干事、公

任、技术办公室主任、总人事局培训和研究金处主任；培训和

研究员、甄选和任命处代理主任、人力研究和职业统计部主

参与制定国家反腐败战略并审查也门反腐败立法

届会议代表

腐败公约》谈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二届和第三

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门自评报告供稿；参与《联合国反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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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

国家

Yasin Abdu

Numan

Shahir

Arthur J
Chris
Elijah
Florence
Gift
Irene Molly
Jacob

Mutangadura

Chitsike

Ziyambi

Mupunga

Doroh

Gonese

Eric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政府部主任；曾就职于内务部和交通部公务
员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纪律股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反腐败和反垄断部代理特
等主任

主任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反腐败和反垄断部代理副

员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反腐败和反垄断部研究官
津巴布韦反腐败委员会秘书

工作队成员

主任
司法部法律和议会事务部检察长

反腐败部代理主任；东非和南非反洗钱小组津巴布韦高级官员

东非和南非反洗钱小组国家工作队成员

主计长；审计员；税务专员；英美有限公司秘书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反腐败和反垄断部代理副

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法律官员

长；首席法律顾问

津 巴 布 韦 储 备 银 行 金 融 情 报和 督 察 科 副 科

反腐败委员会主席

律研究理事会会议的与会者

Abdulman

律顾问；亚非法律协商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阿拉伯司法和法

公法助教；法律意见、立法、公约、条约和合同部副部长；法

解和仲裁中心秘书长；司法部长办公室总干事

际公约和条约总干事；投资管理总局法律事务总干事；也门调

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自评（第二阶段）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国

参与制定国家反腐败战略、审议和修正反腐败立法法律委员会

腐败公约阿拉伯网筹备会议与会者

败公约》自评工作第二期区域讲习班和创建支持实施联合国反

公约实施情况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代表；《联合国反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二届会议和审议联合国反腐败

银行管制处总干事；银行研究所总干事；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

中央银行研究部外汇管制科科长、信贷部主任、经济研究员；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Abul

招标监督最高当局成员

司法部司法部长理事会、反腐倡廉委员会顾问

反腐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兼新闻部主任

部长会议招标和投标最高委员会成员

现任职务

Muhammad

Yaseen

Mujahid

Manase

Harid

Al-Khurasani

Alsalihi

Monasser

Al-Quaiti

Saeed Num

名

姓

CAC/COSP/IRG/2010/3/Add.7

7

国家

8

Lewis

Mawere

司法部法律和议会事务部总检察长

Johanne
腐败专员

津巴布韦政府检察机关首席法律顾问；私营部门初级律师；反

卡宗古拉边境站的移民官员

首席移民官员；负责尼亚马潘达边境站的高级移民官员；负责

Tomana

曾在联合王国图森律师事务所就职；津巴布韦治安法庭法律官

负责哈拉雷国际机场的助理区域移民官员；负责调查科行动的

内政部移民管制处助理区域移民官员

反腐败委员会总经理（调查）

识

在技术援助、预防措施、刑事定罪和资产追回方面具有专门知

Maxwell

Sukai

Tongogara

反腐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三届会议代表

究官员

Mukahanana

Ngonidzashe

Gumbo

东非和南非反洗钱小组津巴布韦高级官员工作队成员；联合国

总统和内阁办公厅反腐败和反垄断部高级研

津巴布韦储备管理局高级官员；大哈拉雷区审计和调查主任

在资产追回、刑事定罪和执法方面具有专业知识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员和高级治安法官

Marian

Mutenga

津巴布韦储备管理局首席审计员

财政部国家经济行为督察司代理助理司长

现任职务

Magama

Misheck

Govha

Dziva

Tinoziva

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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