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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组
第一次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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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西班牙、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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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Diego Fernando
Enrique Augusto

Franz

Patricia Milagros

Jorge Ernesto

Manuel Gustavo

姓

García Vizcarra

Noria Freyre

Chevarria

Guillen Noiasco

Arrunátegui

Mesones Castelo

国家

秘鲁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顾问。

国际范围切实落实《国家反腐败计划》中的各项目标。

国家组织顾问；共和国国会办公室顾问。

以往的经历：国家反腐败办公室反腐败公共政策问题主任；美洲

败小组的秘鲁专家。

经合组织反腐败和透明度问题专家工作队以及安第斯共同体反腐

方案、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员会、亚太

会、亚太经合组织、安第斯共同体）。《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

贯彻落实国际反腐败公约（《反腐败公约》、美洲商业仲裁委员

制定、执行、技术援助、监测和评价工作。

会顾问。

指南草案而成立的专家组成员。国家反腐败办公室和反腐败理事

以往的经历：为编制美洲组织美洲示范法及其公共信息获取执行

略和程序以贯彻和评价《国家反腐败计划》中规定的措施。

系。善治、道德提升、透明度和公民监督做法的体制化。制定战

就业方案技术秘书兼青年就业技能开发方案监督工作主管。

度。以往的经历：经济部副部长和就业促进部副部长顾问，临时

办公室主管

办公室任职。

职责的确定进行磋商的要求。公务员法庭书记官长。曾在审计长

被解雇的官员资格，废除国家管制系统各机构需就个别职位行政

准的提案，包括应用《公务员系统道德守则》，取消因行为不当

国家公务员管理局法律咨询 应用和解释国家公职人员行为标准；编制适用于公务员制度的标

量开发主管

国家公务员管理局技能和产 负责制定和执行可用于秘鲁公职人员技能开发和业绩评价的制

务管理司顾问

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公共事 国务管理的改革和现代化；旨在促进道德规范和提高透明度的联

务管理司顾问

部长会议主席办公室公共事 对与公共行政、透明度和公民监督中的道德规范相关的政策开展

员、一等秘书

处联合国和多边政策总局官 区域、半球和全球一级采取反腐败行动方面做出的国际承诺；在

对外关系部多边事务副秘书 打击跨国犯罪行动协调股：确保国家各主管机构普遍履行秘鲁在

管

国家采购监督局国际事务主 国家采购监督局参加公共采购地方和国际会议的代表；公共采购

现任职务

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的政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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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名
Soriano

Daniel Alejandro

Diego Fernando
Danilo Juan

Mario Fabricio

Pablo Wilfredo

Rómulo

Rubén Fernando

姓

Bolívar

Linares Ruesta

García Vizcarra

Mendoza Montoya

Arteaga Zegarra

Sánchez Velarde

Acurio

Ortega Cadillo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V.10-53698

监督人办公室执行协调员。

支助。以往的经历：金融情报股顾问，秘鲁监督局金融情报股副

历：海关官员、国家税务管理局。

送信息以侦查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行动有关的活动。以往的经

受的公共采购领域相关承诺的协调员。

验。

成员。以往的经历：国家采购法庭一名成员的顾问。有教学经

联系；亚太经合组织公共采购专家组成员；高级别反腐败委员会

检察官。

出违规程序的法官或法院成员提起纪律诉讼。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2009 年）。

罪问题办公室预防和数据收集问题专家会议特邀嘉宾（2008-

经合组织反腐败工作队秘鲁联络人（2007-2008 年），毒品和犯

《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的协调员（2006-2009 年），亚太

年），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候补成员（2006-2007 年），秘鲁参加

以往的经历：秘鲁对外关系部反腐败事务负责官员（2005-2008

败问题主管

内部控制；管理问责过程；促使遵守反腐败标准。以往的经历：

年开展有关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和有关道德规范的培训；促进实行

监督和公开审讯）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反腐败手段；对儿童和青少

共和国审计长办公室预防腐 构思、制定和执行预防公共部门腐败的战略；在社会控制（公民

使衔参赞

维也纳办事处代表办公室公 会议各工作组的秘鲁代表。

对外关系部秘鲁常驻联合国 秘鲁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反腐败事务负责官员。反腐败公约缔约国

察官

事检察官办公室名义最高检 提供各种意见；向最高法院院长申请批准对干预刑事审判期间做

总检察长办公室第二最高刑 提出判决复审申请，针对受害者及其继承人提出适当补偿建议，

管

国家采购监督局国际事务主 协调国家采购监督局（前 CONSUCODE）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

政罪调查官

秘鲁国家警察局危害公共行 调查危害公共行政罪，更具体而言，即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

管

国家采购监督局国际事务主 在公共采购方面拥有知识和经验；促进履行秘鲁根据国际条约接

基金监督局分析部主管

银行业、保险业和公司养恤 计划、组织、协调、指导和控制与接收、分析、处理、评价和传

督人办公室执行协调员

基金监督局金融情报股副监 应当履行的职能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具体方面，向主任专员提供

银行业、保险业和公司养恤 在为实现秘鲁金融情报股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各项目标而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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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

Ángel

Nuñez Sánchez

西班牙
供咨询意见。是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和教师。

种法律问题向西班牙政府司法部司法事务国务秘书私人办公室提

曾担任过检察官。

Beatriz Elizabeth

Jorge Raúl

Rodríguez-Pereira

Mello

Adriasola, Clavico 和合伙人 作为一名律师：就与腐败、洗钱和经济犯罪法律有关的事项，为

Gabriel

Adriasola Pouso

审计法院法律部助理主任

方面的法律部分）

事过技能开发工作。

构组织）编写法院文件；担任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顾问；从

制机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国际最高审计机

作为审计法院法律部助理主任：开展外部控制和审计；为国际管

败法书籍的作者。

纳多省刑事法院法官；刑事司法；刑法教授；多部经济犯罪和腐

马尔多纳多省政府财政事项顾问（税务、招标、预算）；马尔多

公司合伙人（负责经济犯罪 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进行预防性核查；对国家缔约程序进行核查。

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审计法院大法官；对支出和付款的合法性

德运动；培训；作为政府专家代表乌拉圭参加美洲反腐败公约实

援助，向其他公共机构提供行政意见；接收宣誓声明书；开展道

员

Pólito

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成 作为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成员：向刑事法院提供咨询意见和

蒙得维的亚省政府法律事务主任；具有公共事务管理控制经验。

员会和缔约国会议举行的会议。

反腐败公约，参加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

准，开展培训和推广活动，代表乌拉圭贯彻落实美洲和联合国的

提供咨询意见，保管宣誓声明登记簿，监督公开招标，拟订新标

Pereira López de

员

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成 作为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成员：参加委员会的管理，就案件

Adolfo

Pérez Piera

腐败和危害公共行政罪方面的教学经验。

司法部司法部长私人办公室 就刑事事项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有教学经验，特别是刑事政策、

问

司法部司法事务国务秘书顾 司法事务国务秘书顾问。职业检察官。

人办公室顾问

司法部司法事务国务秘书私 现任职务：司法部长与刑事罪相关的法律事务顾问。

公室检察官兼顾问

顾问

Iñigo

Ortiz de Urbina

公共事务管理和政府反腐败控制方面的培训方案。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司法部司法事务国务秘书办 作为一名检察官：处理就各种罪行提起的民事和刑事诉讼。就各

现任职务

Gimeno

Ignacio

Rodríguez

Benítez Pérez-Fajardo Fernand Germán

名

姓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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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ía Cristina

González Cabrera

瓦尔共和国

Alexander Elías
Armando Enrique

Basilio Domingo

Carmen Delia

Eyra del Valle

Janeth del V.

Pérez Abreu

Guédez Alejo

Jáuregui Salazar

González Mata

Brito Echandia

Herdenez Negrette

Adelina

名

姓

委内瑞拉玻利 González

国家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买、账目、问责等）。税务问题独立顾问；国营企业顾问。

咨询意见；担任教育和文化部财政和审计司司长：执行预算（购

和商业事项、政府采购的公开性、行政/财政事项、问责制提供

员。在公共服务部门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具有丰富经验。

国家报告；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员会成

会的工作，编写提交给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的

统的出台工作，协调美洲商业仲裁委员会后续行动国家技术委员

将控制结果转递审计长办公室。

各种不同职位，具有丰富经验。

和审计》）的总编辑。以往的经历：在共和国审计长办公室担任

版物 EFICAZ. Gerencia y Auditoria del Estado（《效率：国家管理

及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

当局提供援助，以便后者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高审计机构组织

《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的技术支持组。向审计长办公室各主管

正在审议《反腐败公约》及其审议机制。参加了负责贯彻落实

参加审计长办公室高级管理局举行的与联合国有关的会议。

作，包括与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有关的活动。

计长办公室工作的文件。发表意见，进行磋商并开展法律研究。

开发。审计和控制。

公室和法院专家；调查与财政控制和国家审计有关的事项。技能

家行政管理控制司司长

和支出。在国家、部门和地方当局的财政控制方面经验丰富。

业、生产和商业、社会发展和服务等领域开展的活动的公共收入

下放方式运作的各部门负责的、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如工

审计长办公室权力下放型国 从预防和惩罚角度控制、监督和监测由国家公共行政机构以权力

计长办公室分析员兼监督员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审 监督开展审计工作和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的小组，担任总检察长办

任

审计长办公室法律咨询部主 从法律角度审查准则性文书草案和立法提案，特别是会影响到审

员

审计长办公室辅助咨询分析 协调与贯彻落实《美洲国家反腐败公约》有关的活动的管理工

究所所长

财政控制和国家审计高级研 政府审计和管理专家。财政控制和国家审计高级研究所所长；出

的主任

审计长办公室负责职责确定 提出、协商并决定职责确定的行政程序；处以罚款或提出异议；

计长办公室助理审计员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审 制定政策；协调机构战略计划的执行工作，协调国家税收控制系

术顾问

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技 作为透明度和公共道德委员会技术顾问：针对金融、会计、税务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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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6

Briceño Villegas

Rigoberto José

Misticchio Tortorella Mónica Gioconda

Fernández De Blanco Mercedes

Marielba

司司长

Magdale

Jaua Milano

审计长办公室负责法律事务 从法律角度就各种控制标准草案向审计长提供援助并发表意见。

Carmen María

Scott Ovalles

受资产宣誓声明书等方面经验丰富。

向审计长提供援助。在财政控制领域，包括行政职责、声明不接

正正在实行的法律并在财政控制领域拟定新的法律措施；在法院

意见并就法律问题进行磋商；分析各种新的障碍，起草合同，修

从法律角度审查审计长办公室起草的各种规范性文书。表达法律

开发课程；促进公务人员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

及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合作。面向官员的技能

工作方面经验丰富。

财政控制制度授予的调查权。在国家、州和市政各级的公共行政

投资。行使《共和国审计长办公室基本法》第三篇第一章和国家

察、研究、分析和调查。确保捐款、补贴和其他各类转账的适当

权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控制；为此进行审计、审查、控制、考

经验丰富。

报告和进行的磋商。在中央和分权行政部门控制工作的各个方面

施、将要启动的调查或行政诉讼程序以及预期在财政年度提交的

金。规划、设计和控制认为有必要在接受管制的各机构采取的措

经济部门控制处处长

律诉讼处监察律师

面经验丰富。

各机构进行监督和控制。在审计、财政控制、调查和技能开发方

会、采矿、油气、能源和其他部门的政策和战略的国家行政部门

对开展活动以规划、协调、制定、出台和控制经济、金融、社

动。曾从事过审计和财政控制方面的工作。

贯彻审计长办公室在其不得不干预的法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和行

申请书和（或）行政上诉并就此做出决定。捍卫、支持、监测和

审计长办公室法律事务司法 协助审计长处理针对审计长办公室实施的行政行为提出的诉状、

控制司司长

审计长办公室中央行政部门 管理、监督和控制国家行政部门各实体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资

控制司司长

审计长办公室州和市政当局 就影响公共资产和资金的事项，对国家、地区和市政当局及其分

作处处长

审计长办公室信息和技术合 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最高审计机构组织、国际最高审计机构组织

Marcelo del Valle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Cartaya Rojas

现任职务

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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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Silvio José

Teresa Margarita

姓

Godoy Castillo

Fernández Patino

其他相关职位或职务或活动/以往专业履历

V.10-53698

调查并证实应予以惩罚的行为。

腐败的规定；控制提交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活动并采取后续行动；

的法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财务审计和评价；研究并适用关于欺诈和

政状况成适当比例；对与侦查到的公职人员和雇员获益情况有关

————————

系（E）处处长

任职。

师、法院助理，曾在联邦区第十二最高法院和米兰达州司法部门

政部门的条例、决定、指令、标准和准则草案。曾担任过助理律

公室职能产生影响的立法提案。编写审计长办公室应纳入公共行

从法律角度研究对现行立法的修正或提交国会的且会对审计长办

审计长办公室技术司控制体 为公共行政部门各机构和实体开展研究并提出意见。

书（E）处处长

审计长办公室资产宣誓声明 进行资产审计或启动核查程序，以确定公务员的资产是否与其财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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