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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组织会议续会 

2010 年 4 月 28 日和 29 日 

议程项目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从各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中选举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八名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各国政府提名下列人士为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候选人：
*
 

Simon William M’Viboudoulou(刚果) 

Paimaneh Hasteh(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Andrey A.Nikiforov(俄罗斯联邦) 

Adolfo Chávez Beyuma(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Alvaro Esteban Pop Ac(危地马拉) 

Mirian Masaquiza(厄瓜多尔) 

Gabriel Muyuy Jacanamejoy(哥伦比亚) 

Eva Rita Katarina Biaudet(芬兰) 

Bartolomé Clavero Salvador(西班牙) 

Mega Davis(澳大利亚) 

2. 候选人的履历如下。 

 
 

 
* 
有关选举常设论坛成员的任期和选举方式以及各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见E/2010/9/Ad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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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国家 
 

 

  Simon William M´Viboudoulou(刚果) 
 

现任职务：法官——国际法律事务主任  

教育和学历 

1982-1986 年  马里安·恩古瓦比大学法学院法学院本科生，刚果布拉柴维尔。 

1986-1988 年  国立行政和治安法学院研究生，刚果布拉柴维尔。  

学位 

1986 年   私法专业法学士。 

1988 年   治安法学位。 

专业经验  

2008 年 5 月至今 司法和人权部国际法律事务主任，刚果布拉柴维尔。 

1999-2009 年  奥旺多高等法院副院长兼奥约地方法院院长。 

1999-2009 年  难民资格委员会成员。  

1998-1999 年  多利西高等法院副院长，Madingoou 高等法院历任代理院长。 

1996-1998 年  黑角高等法院第二刑事分庭庭长。 

1994-1996 年  因普丰多高等法院法官。 

1989-1994 年  黑角高等法院法官。  

其他相关经历  

• 非洲统一商业法组织研讨会，2004 年 8 月，布拉柴维尔 

 • 韩国国际协力团非洲发展问题研讨会，2007年 4月至5月，大韩民国汉城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司法部长会议，2008 年 5 月，

拉巴特(摩洛哥)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禁毒办)研讨会，2008 年 6 月，达喀尔(塞

内加尔) 

 • 多区域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方案，美国国务院，2008年10月，华盛顿市(美国) 

 • 妇女和儿童人权问题国际会议，2009 年 2 月，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 出席非洲人权委员会第 46 届会议，2009 年 11 月，冈比亚班珠尔 

 • 社会事务部和儿童基金会起草关于 2005-2010 年期间《儿童权利公约》

执行情况报告国家独立顾问(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执行该任务)  

联合国语文：法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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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国家 
 
 

  Paimaneh Hasteh 女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国籍：   伊朗 

语文：   英文、阿拉伯(知晓)、波斯文(母语)  

教育 

1988 年   理科硕士，职业与环境健康； 

    韦恩州立大学药剂业和综合保健学院，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1985 年   研究生，环境科学；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美国密歇根

    州安阿伯市； 

1984 年   理科学士，环境科学，堪萨斯大学，美国堪萨斯州劳伦斯市。 

工作经验  

2008 年至今  外交部专家兼总编辑，德黑兰。  

2007-2008 年  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司顾问，纽约。  

2003-2007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人权和社会事务特别顾

问，纽约。 

2000-2003 年  外交部人权和妇女事务司司长，德黑兰。  

1998-2000 年  外交部国际社会和妇女事务司司长，德黑兰。  

1993-1998 年  德黑兰市长环境事务顾问，德黑兰。  

1992-1998 年  德黑兰市空气质量控制公司执行董事，德黑兰。  

1995-1997 年  阿扎德大学环境研究学讲师，德黑兰。  

1991-1992 年  德黑兰市交通管制公司空气污染控制部主任，德黑兰。 

参与区域和国际论坛的情况及职位 

2007 年 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45 届会议，纽约；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1

届会议，纽约。 

2006 年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50 届会议，纽约；拟定保护和促进残疾人

权利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纽约；联合国大会第 60

届会议第三委员会，纽约。 

2005-1998 年 妇女地位委员会年度会议，纽约；大会第三委员会会议，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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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芬兰人权和妇女问题对话联席会议，赫尔

辛基。 

2000-2003 年 人权委员会年度会议，日内瓦。 

2003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欧盟人权问题联合会议，布鲁塞尔。 

2002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欧盟人权问题联合会议，德黑兰。 

2001 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中亚与南亚知名人士关于环境和能

源问题会议，比什凯克。 

1997 年 宗教、科学与环境问题第二次研讨会：危机中的黑海。 

1992-1996 年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关于亚太地区为控制排放检查

在用车辆问题专家小组会议协调员。 

领导执行的国际项目 

1994-1997 年 与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合作执行大德黑兰地区空气污染控制综

合总体规划。 

1993-1997 年 全球环境基金资助的伊朗运输舰队减排计划。 

研究活动  

2007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格什姆岛环境影响评估综合研究。 

1994 年 城市空气污染图像处理应用的可行性研究，德黑兰。 

1996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市光化学烟雾现象的可行性研究。 

1996 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德黑兰三大加油站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浓度研

究分析。 

1995 年 德黑兰旅行每公里实际成本估算和工业排放量概述，德黑兰。 

1995 年 城市和市郊巴士总站空气质量分析，德黑兰。 

1994 年 双冲程引擎机油对机动车辆排放的影响，德黑兰。 

1993 年 引擎调节和周期检修对减少发动机汽油排放的影响，德黑兰。 

技术报告和出版物  

1995 年 城市报告，大城市污染问题世界研讨会(世界卫生组织)，帕多瓦。 

 国家报告，环境管理和控制研究会议(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

组织)14000)，亚洲生产力组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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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双冲程机油对减少机动车辆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的

氧化物的影响——机动车辆与环境问题国际会议记录，德黑兰。 

 到 1995 年为止柴油发动机排放控制研究的国际趋势——机动车

辆与环境问题国际会议记录，德黑兰。 

 德黑兰的环境管理：工发组织工业化和城市发展问题座谈会，

维也纳。 

 改善生活环境德黑兰行动计划，迪拜国际人居会议，迪拜。 

 国家报告，社会发展问题国际市长座谈会，纽约。 

1994 年 城市报告，气候变化和城市环境问题市政领导人峰会，阿姆斯

特丹。 

 国家报告，关于亚太地区批准排放控制类别问题专家组会议(工

发组织)，雅加达。 

 城市报告，世界大都市治理会议，东京。 

 国家报告——第三次世界首都会议，东京。 

 国家报告，燃油标准对机动车排放影响问题专家组会议(工发组

织)，北京会议。 

 唾液硫氰酸盐：吸烟的化学指标，第二次环境规划和管理问题

国际会议记录，德黑兰。 

 对德黑兰在用机动车辆的检查，亚太地区检查在用机动车辆实

行排放控制问题专家组会议(工发组织、开发署)，汉城。 

 城市报告，市政领导人气候变化与城市环境问题峰会，联合国，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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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欧国家 
 
 

  Andrey A.Nikiforov(俄罗斯联邦) 
 

出生：莫斯科 

职业生涯  

1981 年 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 

1982-1983 年 苏联驻牙买加大使馆。 

1983-1989 年 苏联外交部拉丁美洲司随员，三等秘书。 

1989-1993 年 苏联/俄罗斯联邦驻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1993-1995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际人道主义和文化合作司一等秘书；格

鲁吉亚/阿布哈兹难民问题国际四方委员会成员。 

1995-1999 年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参赞，纽约。 

1999-2002 年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侨胞事务和人权司司长。 

2002-2007 年 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高级参赞(人权和社会

问题处负责人)，纽约。 

2007 年至今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人道主义事务和人权司副司长。 

2008 年至今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专家。 

参加国际论坛的情况 

1993-2007 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

行委员会、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各届会议。 

1995 年 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委员会。 

1995 年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筹备委员会，北京。 

1995-2006 年 联合国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妇女地位委员会、社会发

展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各届会议。 

1999-2002 年 前苏联境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问题会议指导小组会议。 

2000-2001 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会议。 

2002 年 大会儿童问题第二十七届特别会议。 

2002-2006 年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各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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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6 年 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

设委员会。 

2005 年 2005 年首脑会议。 

2005-2006 年 大会关于设立人权理事会问题不限成员名额的协商。 

2006 年 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会议。 

 

语文：英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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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Adolfo Chávez Beyuma(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Adolfo Chávez Beyuma 在贝尼省Tumichuca 市开始接受学术教育，在Riberalta

市 Eduardo Avaroa 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又在 Guayaramerín 市东方技术学

院研修神学。 

 Chávez Beyuma 先生离开家乡多年，完成学业之后，于 1994 年返回家乡。他

开始积极参与社区工作。不久之后，被选务法庭部推选为陪审员。 

 后来，他在 Tumupasa 学校任教，直到 1997 年。同年，他担任一个福音教会

的牧师，并在土著运动中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塔卡纳土著民族理事会”开始工作。 

 hávez Beyuma 先生当选为拉巴斯土著民族土著土地和领土事务秘书，并担任

塔卡纳土著民族的代表，并于 1999 年再次当选，直到 2002 年为止。 

 次年和 2004 年，他经 Tumupasa 地区社区大会授权担任行政首长。 

 2001 年至 2003 年，他担任协调员，与 Zulema Lehm 一同制订 2001-2005 年

塔卡纳土著社区自然资源控制战略。在世界养护战略/玻利维亚的资助下，他率

领了一批专业技术人员，依靠地方和社区专家，掌握当地知识和管理技能。 

 2003 年，Chávez Beyuma 在家乡塔卡纳的支持下，当选为低地土著民族联盟

代表。 

 从 2004 年开始，Chávez Beyuma 协助开展领土管理，因而被塔卡纳土著民族

理事会选为非木材自然资源协调秘书。他领导开展辩论，并根据贸易细则区分社

区商务，从而巩固这些商务。 

 塔卡纳市选举 Chávez Beyuma 先生为土著民族和平大会候选人，竞选大会代

表。他担任玻利维亚土著民族联盟主任四年，后被土著民族和平大会选为玻利维

亚土著民族联的候选人，他于 2006 年 8 月当选和平大会成员，目前仍担任这一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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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varo Esteban Pop Ac(危地马拉)  
 
 

 Pop Ac(Maya Q'eqchi)先生是政治分析家,曾在拉斐尔·兰迪瓦尔大学主修

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在过去 15 年中，他积极倡导土著民族的权利，特别是促使

国家和国际社会关注教育、人权、性、健康和公民权利方面的状况。 

 他是民间社会组织 Naleb 机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该机构主要对国家预算

进行分析，就多元文化社会的国家改革开展对话和辩论，开展土著参政，并为危

地马拉的立法工作提供投入(1997-2008 年)。 

 土著选举观察团团长,1999、2003 和 2007 年。 

 《自由报》专栏作家。BAQ'TUN 季刊创始人和编辑。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

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关于加强危地马拉文化多样性学术委员会成员。 

 危地马拉拯救儿童委员会主席。 

 研究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合作伙伴/经理。国家展望小组成员。 

 危地马拉索罗斯基金会董事。  

 为消除童工现象“就学为先”中美洲教育项目支助小组成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领导/BANCAFE 领导的“无名英雄”方案评判委员

会成员。 

 他始终与在农村地区开展活动的土著民族机构和组织(特别是 Maya 和

Garifuna)保持联系，在这方面，他负责与媒体、国际社会官员、工商界人士和

政府官员深入讨论农村和土著社区艾滋病问题。 

 他担任“全国族裔间对话运动：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执行协调员，该运

动是中美洲区域研究中心下属各国家研究所的联合体。该运动的基本工作是举办

互动展览“因为我们是我们？”(1999/2005 年)。 

 他协调了国家审查土著民族宪法委员会的工作。参与全国土著领袖和政治领

袖就宪法修正案达成一致意见，以便共和国议会讨论和批准(1997/1998 年)。 

 他参与了土著民族身份和权利协议(危地马拉各项和平协定的实质性协议)

拟定进程，随后参与了财政协定的谈判(1993/1994 年)。 

国际活动包括：  

• 曾接受西班牙王室邀请  

• 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计划 

• 比亚里茨集团(拉丁美洲前总统协会)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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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开发银行董事会专题讨论小组成员  

• 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年度大会发言者  

• 玻利维亚宪法改革分析人员  

• 参加儿童基金会为墨西哥总统候选人签署《教育契约》而组织的税务改

革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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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rian Masaquiza(厄瓜多尔) 
 
 

现任职务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  

学历 

2003 年   人权专家。  

    安第纳·西蒙·玻利瓦尔大学安第斯人权专业，厄瓜多尔基多。 

2001 年   国际土著民族人权和权利。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土著奖学金方案，瑞士日内瓦。 

1998 年   旅游管理商学士，赤道科技大学，厄瓜多尔基多。  

专业经历 

2009 年至今 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一等秘书。 

2008-2009 年 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办公室一等秘书。 

2004-2008 年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社会事务干事。 

2004 年 美洲开发银行顾问。 

2003 年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筹备土著人民与信息社会全球论坛

和信息社会世界首脑会议顾问，纽约。 

2003 年 厄瓜多尔农民、土著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国际事务助理。 

2002 年 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所和农民、土著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

国际事务部协调员。 

2002 年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一届会议筹备和监测顾问，联合国人权

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1999-1991 年 厄瓜多尔农民、土著和黑人组织全国联合会农业项目协调员。 

其他相关经历 

 Masaquiza(Kichwa-Salasaca)女士担任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成员五年。

秘书处工作人员协助并目睹了联合国为土著民族开展工作的若干历史事件：宣布

第二个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十年宣言及通过其行动纲领，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题为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十年审查之后的土著妇女”的决议，关于里程碑式的《土

著人民权利宣言》。 

 Masaquiza 女士是常设论坛秘书处的创始成员之一；她在通信支援、两性平

等问题、机构间事务、与土著居民外联、政治分析、文化问题和教育事务等各个

方面作出了贡献。 

联合国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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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iel Muyuy Jacanamejoy(哥伦比亚) 
 
 

培训方案和培训协调员  

学历 

1984-1987 年  人类学研究。玻利瓦尔大学，麦德林。  

1988 年   学士学位，马里阿纳大学，帕斯托。  

2007-2008 年  政府和公共政策硕士，哥伦比亚艾斯特纳多大学。  

专业经历  

2009 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土著人民发展基金培训方案和培训协调员。 

2008-2009 年  开发署哥伦比亚办事处顾问/协调员。 

2008-2009 年  挪威难民理事会哥伦比亚办事处顾问/协调员。  

2008 年   哥伦比亚文化部外事顾问。 

2001-2008 年  哥伦比亚人权组织土著和少数民族事务副监察员。  

2000-2001 年  公共行政学院顾问。 

1999 年   新格拉纳达军事大学教授。  

1991 年   哥伦比亚议会顾问。 

1991-1998 年  哥伦比亚共和国参议员。 

其他相关经历  

 哲学家，曾在帕斯托马里阿纳大学和哥伦比亚艾斯特纳多大学研修人类学并

获得政府和公共政策硕士学位。 

 在土著和少数民族的人类发展和教育领域以及与国内和国际环境法、政治、

经济和行政有关各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对各族裔开展了社会、文化和人权综合

研究。 

 在国内和国际各种论坛、会议和大学发表讲话。在哥伦比亚和国外出版的杂

志和书籍中发表有关教育、环境、社会、文化、政治和民族问题的文章。  

 身为哥伦比亚普图马约 Sibundoy 峡谷因加土著人，在哥伦比亚全国土著民

族组织中担任副主席，并作为哥伦比亚土著运动代表当选两届共和国参议员。推

动地区和地方两级社区的社会和组织进程。曾担任哥伦比亚人权组织土著民族事

务副监察员。 

 大力推动土著民族、少数民族和国家就人权、领土和民族问题共同开展对话。  

联合国语文：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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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欧和其他国家 
 
 

  Eva Rita Katarina Biaudet(芬兰) 
 

教育和学历 

赫尔辛基大学法学 

工作经验 

2007-2009 年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打击贩卖人口问题特别代表

    兼协调员 

1991-2006 年  国会议员 

1999-2000 年  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 

2002-2003 年  卫生和社会事务部长 

1989-1990 年  瑞典人民党规划干事 

其他相关经历 

 为下列委员会成员：外交事务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环境委员会，社会事务

和卫生委员会，就业和平等委员会，教育和科学小组委员会，社会和劳工事务小

组委员会，芬兰驻北欧理事会代表团，芬兰驻欧安组织议会代表团，芬兰驻北极

区域议员会议代表团。 

国际职务：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 (民主人权办)/欧安组织(莫斯科机制，专家

登记册)，2006-2009 年；明日全球领袖(世界经济论坛)，2001-2004；欧洲自由

民主党人理事会，1995 年。 

市政公职：赫尔辛基市议会，赫尔辛基市环境委员会，赫尔辛基大学医院董事会。 

联合国正式语文：英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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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tolomé Clavero Salvador(西班牙) 
 
 

现任职务：  教授/系主任；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史 

教育和学历  

1972 年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 

工作经验  

1969-1973 年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助理教授。 

1973-1976 年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史副教授。 

1976-1980 年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史资深教授。  

1980-1989 年  加的斯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教授/系主任。  

1989 年至今  塞维利亚大学法学院法律史教授/系主任。  

其他相关经历  

 Clavero 博士是塞维利亚大学教授兼系主任，是该大学以及西班牙和拉丁美

洲其他大学土著法律和政策专业教授，他研究、促进和保护土著民族权利的工作

享誉国内外，并撰写了关于许多关于土著民族的历史和法律的专著。Clavero 博

士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土著研究金方案创建开始，始终经常与该方

案合作，他是学术委员会成员。在国际合作方面，Clavero 博士是儿童基金会在

玻利维亚举办的实施联发援框架(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研讨会高级顾问(2001 年

1 月)。2007 年，Clavero 教授被任命为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最初任期

为三年(2008-2010 年)。在担任常设论坛成员的任期内，Clavero 博士向常设论坛

提交了下列文件：《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对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意义和独特地

位的会议室文件；关于《宣言》对联合国所有机构、组织和方案所产生的任务的报

告(与 Carsten Smith 合写)；关于“大自然的权利”抑或“地球母亲的权利”的报

告(与 Carlos Mamani 合写)。Clavero 博士还参加了各种专家和外联研讨会，以常

设论坛成员的身份访问各国，并参与编写了关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第

一本主要出版物：《促使宣言发挥成效：<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09 年)。 

联合国正式语文：西班牙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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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n Davis(澳大利亚) 
 
 

现任职务：  土著法律中心主任，高级讲师  

教育和学历  

2010 年 1 月  博士候选人(法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3 年   法学硕士(国际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2000 年   法律实践专业研究生证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99 年   法学学士，昆士兰大学 

1998 年   文学士(澳大利亚研究)，昆士兰大学 

工作经验  

2006 年至今  新南威尔士大学土著法律中心主任，法学院高级讲师  

2004-2006 年  悉尼科技大学 Jumbunna 土著学习之家高级研究员  

2002-2004 年  新南威尔士大学吉尔伯和托宾公法中心民权法案项目主任  

2000-2002 年  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法律顾问  

1999 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土著问题研究员 

1998-1999 年  土著岛民研究行动基金会法律研究员 

1995-1999 年  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法律学员  

其他相关经历 

 Megan Davis 是新南威尔士州土地和环境法院专员。她参与联合国在国际上

倡导土著权利时达十年之久。1999 年,她成为被挑选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土著人奖学金方案的第一个土著澳大利亚人。此后，她一

直积极参与在联合国倡导土著权利的活动，担任土著岛民研究行动基金会和托雷

斯海峡土著岛民委员会法律顾问，参与保护和促进人权小组委员会土著居民问题

工作组、人权委员会不限成员闭会期间工作组，负责起草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工，

并参与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过去 10 年来，Megan 女士为联合国社会发展研

究所、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咨询意见。她在土著法律中心

审查提交给人权事务委员会有关《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土著非正式报告

以及提交给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的此类报告。2005 年，她在儿童权利委员会会议上发言。Davis 女士发表了大量

关于国际法中土著权利的文章。她是国际法协会土著权利委员会澳大利亚成员，

目前正与 Sarah Pritchard 博士共同撰写关于《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在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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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法律中的法律文件。她的博士论文专题是国际法中的自决权和澳大利亚土

著妇女。Davis 女士是东南昆士兰 Cobble Cobble 土著女子，原籍为南海岛。 

联合国正式语文：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