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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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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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3/1 号决议编写。其中载有各会员国为审议工
作提交的政府专家名单，包括他们曾任和现任职务以及相关履历等资料。鉴于收
到的资料数量庞大，本报告分成几部分。本文件包含下列国家提交的专家资料：
加拿大、中国、蒙古、葡萄牙、俄罗斯联邦和越南。

_________________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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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Jacqueline
Martin
Gordon Charles

Kevin

Stephen

Marcus

George

Sylvain

姓

Beckles

Bedard

Drayton

Duggan

Foster

Davies

Prouse

Roussel

国别

加拿大

发展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问题工作组和国际反贪局联合
会；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总部负责腐败与联邦法规的代理长官；

感案件调查和跨国腐败问
题的官员

腐败调查的首席调查员、宣誓作证人和档案协调员

腐败股（卡尔加里）调查

员；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商业犯罪方案主管官员；

调查科科长

技术援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以及国际公共组织与

律官员

人；拥有预防措施、刑事定罪与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AB

安全调查员

国际反腐败股商业犯罪与

首席和资深调查员；拥有刑事定罪与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查国内企业和政府雇员的盗窃/欺诈行为的省级/安全股负责

里）临时代理负责长官，
军士；加拿大皇家骑警队

供职于卡尔加里国际反腐败股和卡尔加里商业犯罪科，负责调

国际反腐败股（卡尔加

门知识

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员会；拥有资产追回方面的专

第三届缔约国会议；作为代表参加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反腐败公

缔约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作为代表出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执行情况审查、资产追回和

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法

主管国际反腐败的官员；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会议成员和演讲人

项目欺诈案的调查员/逮捕令撰写人和宣誓作证人以及首席调查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商业罪

员

参加了联邦毒品方案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赃款赃物综合项目；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国际反

室调查员/监察员；警长

萨斯卡通商业犯罪办公室小组指挥官；萨斯卡通商业犯罪办公

作为代表出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经济合作与

金融和毒品犯罪调查员

作的专门知识

司法部国际援助小组成员；拥有司法互助和引渡等方面国际合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负责敏

腐败小组临时组长

加拿大皇家警察打击跨国

司法部法律顾问

现任职务

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的政府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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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国别

名
Lloyd

Douglas R.

Cheryl

Mathilda

Xiangjun

Songjiang

Jian
Yusheng
Guoqiao

Gaojian

姓

Schoepp

Breithaupt

Cruz

Haykal Sater

Zhao

Guo

Guan

Ma

Xu

Peng

机构的跨界合作，以打击跨界诈骗；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档案
协调员和首席调查员；拥有预防措施、刑事定罪、执法以及司

尔加里）下士调查员

专家和副主席；立法起草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代

法律总顾问

代表团团长；司法部见习学生和税务顾问；政治、经济股轮值
干事、贝鲁特稳定和重建工作组外勤干事、外交和国际贸易部

全和外交法律科法律事务
官员

西藏自治区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司处
长；拥有政治和司法事务、监察和反腐败方面立法工作的专门
知识

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制司副
司长

财政部条法司处长；拥有财政和税务法律法规方面的专门知识

安机关反腐败法规和制度方面的专门知识

公安部监察局调研处处长；四川省公安厅副厅长；拥有拟订公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人

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

公安部监察局副局长

法互助、引渡和执法等方面国际合作的专门知识

外交部条法司参赞；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拥有司

定和防范方面的专门知识

防腐败局
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

监察部外事司副司长；西藏自治区监察局副局长；拥有政策制

办公室成员；拥有政策制定和预防领域的专门知识

监察部法规司处长；《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问题协调小组

大代表团成员

检查员；监察员；国家预

检查员；监察员；监察部

法事务、法庭和法院科顾问；加拿大刑法专家；参加美洲国家

律顾问

组织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员会的加拿

众议院法律事务顾问；加拿大选举专员办公室顾问；司法部司

司法部刑事法律政策科法

刑事、安全和外交法律科法律干事

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问题工作组的

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安

方案加勒比地区协商会议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专家

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问题工作组；反腐败发展

谈判代表；作为代表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会议和经济合

表，以及《美洲反腐败公约》和欧洲委员会各种反腐败文书的

美洲反腐败公约实施工作后续行动机制专家委员会加拿大首席

主任；司法部刑法政策科

法互助等方面国际合作的专门知识

供职于商业犯罪股联邦组；作为代表参加了加拿大和美国执法

腐败股和商业犯罪股（卡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国际反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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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国别

Dong

Lixiao

Jinwen

Xiaoming

Yong'an

Hong

Wing Keung

Kun Hong

Badarch

Jargalan

Chen

Tian

Peng

Zhang

Xu

Zha

So

Kuan

Gungaa

Dashnyam

Tumurbat

Feng

Huang

Bazarragchaa

名

姓
长；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谈判 ；中国引渡法

草中国《刑法》修正案；拥有刑事定罪方面的专门知识

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事

蒙古银行金融信息股股长

部干事

反腐败独立局研究和分析

拥有金融情报股的经验和资产追回方面的专门知识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试点审议方案专家

并出席了第三届缔约国会议

公约执行情况审查和资产追回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约》自我评估清单工作组成员；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

约》国家执行报告特设工作组组长；蒙古《联合国反腐败公

驻国际刑警组织国家中央局的检察长；蒙古《联合国反腐败公

师；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洗钱问题代表和（执法）联络人

员、顾问
反腐败独立局行政部部长

警察总局局长顾问、洗钱问题顾问/执法专家；澳门大学客座讲

面的专门知识

澳门特别行政区反腐败专

负责组织探长指挥课程的研究主管；拥有公共部门腐败调查方

助理业务署长

门知识

际合作处高级官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

反洗钱和刑法的研究人员和立法起草人；拥有反洗钱方面的专

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国

部副处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官员；曾参与起

判；拥有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中国中央政府司法互助代表，曾参加双边和多边法律文书谈

事司法协助处处长

面的专门知识

二庭主审法官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刑

湖北省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拥有资产追回、刑事定罪与执法方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司法互助等方面国际合作的专门知识

谈判；拥有资产追回、国际私法、刑事定罪、执法以及引渡和

外交部条法司副处长；作为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任；拥有资产追回、刑事定罪、调查和起诉方面的专门知识

赂总局副局长
外交部条法司处长

检查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调查和指挥中心副主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

方面国际合作以及资产追回方面的专门知识

起草人；拥有刑法、刑事诉讼法、金融法、引渡和司法互助等

司法部司法协助外事司检查员；中国银行总部法律事务部副部

教授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

现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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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俄罗斯联邦

葡萄牙

国别

编写里斯本名录：为国家打击毒品走私局和腐败、欺诈、经济

检查员

白领犯罪检查员；麻醉药品犯罪检查员和刑事调查警察受训人

各项建议的立法；参加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的代表；联邦金融

人事事务局顾问

Aslan

Tuan Anh

Yusufov

Nguyen

公共管理问题地方顾问；参与了反腐败法律系统的审查；拥有
防范措施方面的专门知识

门知识

长
管理股副股长

员；供职于检察署法律司；拥有资产追回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专

立法执行情况监察司副司
监察署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作为代表参加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检察署研究所首席研究

俄罗斯联邦检察署反腐败

处副处长；拥有资产追回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俄罗斯联邦驻欧洲人权法院代表（司法部副部长）办公室分析

监管部法律司金融调查股首席专家；国际法律和合作部顾问；

立法起草人，包括起草关于执行洗钱问题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总统行政办公室公务员和

Andrei

Ilyin

问；拥有经济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

白领犯罪检查员；经济法、刑法、税法、商业法律师和法律顾

面的专门知识

公室的代表；金融情报机构专家；拥有资产追回和经济犯罪方

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反贪污问题国家小组和欧洲反欺诈办

拥有资产追回和经济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

部检查员

刑事调查警察国家反腐败

司法警察刑事调查协调员

司法警察检查员

Oliveira Paixão

Rodrigues de

Maria Madalena

Patrícia

Gonçalves Gama da

Silveira

Paulo Miguel

Pinto Ferrinho

Fernandes

司法警察检查员

司法警察检查长

司法警察检查员

方面的专门知识

拥有资产追回和经济犯罪方面的专门知识

Carlos Mauel

Cardoso da Costa
Nuno Alexandre

Carlos Miguel

De Carvalho Pereira

问；亚洲开发银行蒙古教育部门反腐败战略国家顾问；反腐败

研究所主任

独立局专家调查项目顾问；拥有包括公共采购在内的防范措施

世界银行治理援助项目下的反腐败战略框架发展项目国家顾

教授；蒙古国立大学社会

Pires Chambel

Munkhbat

Orolmaa

司司长；轻工业部副部长；社会福利和劳动部副部长；轻工业

会副主席
部及粮食和农业部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和司长

“闪亮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粮食和农业部部长顾问兼工业

执行主任；蒙古雇主联合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和金融犯罪调查中央办公室调查侵害个人的罪行

Ganbaatar

Khuyag

现任职务

Pires

名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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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名
Thi Huong Giang

Duy Hao
Nhu Hoa
Cong Huan
Manh Hung

Thi Thu Huong
Trung Kien
Duc Luong
Thi Que Thu
Anh Tuan
Anh Tuan

Quoc Van

姓

Nguyen

6

Phan

Trinh

Hoang

Ngo

Pham

Do

Tran

Nguyen

Pham

Tran

Nguyen

监察署副署长

究并提出提案；协助开发“增强政党在防范和打击腐败及反对

委员会办公室部门主任

究；讲师；拥有刑事定罪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曾就越南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执行行动计划开展研

略

浪费工作方面的领导力”和 2020 年之前国家预防和打击腐败战

曾就越南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执行行动计划开展研

反腐败立法起草人；曾供职于贸易部贸易促进局

拥有国际合作包括司法互助和引渡方面的专门知识

预防和打击腐败中央指导

政府办公厅专家

约和法律处处长

公安部法律事务司国际条

拥有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措施和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外交议定书处副处长
副部长；监察署副监察长

越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问题机构间特别工作组顾问；拥有防范

立法起草人；拥有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合作、刑事定罪与执法方面的专门知识

“反腐败法律执行情况调查”部长级科学论文主管；拥有国际

和政府反腐败报告；监察署反腐败法律和政策宣传小组成员；

立法起草人；曾协助制定 2020 年之前国家预防和打击腐败战略

立法起草人；拥有办理腐败案件的专门知识

监察署国际事务干事；拥有国际合作方面的专门知识

参加《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工作组的代表；立法起草人

专门知识

亚消除腐败委员会的反腐败谅解备忘录；拥有资产追回方面的

立法起草人；曾参与起草与其他东盟国家，特别是与印度尼西

曾任职务/相关履历

监察署国际合作司一般和

外交部专家

监察署副署长

官

最高人民检察院高级检察

监察署多边合作处处长

外交部专家

监察署监察员

现任职务

CAC/COSP/IRG/2010/3/Add.8

V.10-5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