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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  

2005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4-8 日，罗马日，罗马日，罗马日，罗马  

选举植检临委主席团成员和附属机构成员选举植检临委主席团成员和附属机构成员选举植检临委主席团成员和附属机构成员选举植检临委主席团成员和附属机构成员  

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暂定议程议题 14 

 

I．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 

1. 植检临委的议事规则（第 II 条）要求在植检临委的例会结束时选举由一名

主席和不超过两名副主席组成的主席团，任期为两年。 

2. 根据该条，下一次选举将于 2005 年的届会结束时举行。 

3. 主席团目前的组成人员见附件 I。 

4. 请植检临委为 2005-2007年的任期选举主席团成员。 

II．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 

5. 根据标准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该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应为两年，最长为六年。

意图是每两年仅更换七名成员，以确保连续性。然而，达到这点将取决于粮农组织

各区域的决定。没有机制妨碍粮农组织各区域每两年更换其所有标准委员会的成

员。秘书处的惯例是请粮农组织的所有区域重新任命已经担任一个两年期（但少于

六年）的现有成员，或任命新的成员。所有任命应提交植检临委确认。标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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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事规则并未规定粮农组织各区域应采用的选择其标准委员会提名的方法。 

6. 标准委员会的现有组成人员见附件 II—A。 

7. 标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将在 2005 年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上结束其两年任

期，而按照标准委员会的现行议事规则，他们必须被重新任命或更换。即使标准委

员会拟修订的议事规则规定将成员的任期从两年增加为三年，但现有两年任期的时

间也不会改变（将在 ICPM 2005/10 号文件中说明）。因此，标准委员会以下三名

成员应重新任命或更换：Abdellah Challaoui（非洲、摩洛哥）、Ali Ibrahim Kamal 

Mahgoub（近东，苏丹）和 Gregory Wolff（北美洲，加拿大）。 

8. 此外，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将议事规则中规定的标准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修改

如下（按粮农组织区域）：非洲（4）、亚洲（4）、欧洲（4）、拉丁美洲及加勒

比（4）、近东（4）、北美洲（2）、西南太平洋（3）。根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

的决定，标准委员会的五名额外成员已由其各自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

洲、加勒比、近东）任命，并已应邀作为观察员参加 2004 年 11 月举行的标准委员

会的会议。 

9. 请植检临委： 

1． 重新任命或更换于 2005 年结束其任期的标准委员会的三名成员。 

2． 确认附件 II—B 中列出的标准委员会五名额外成员。 

III．争端解决．争端解决．争端解决．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成员附属机构的成员附属机构的成员附属机构的成员 

10. 根据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议事规则，该机构成员的任期应至少为两年，最多

为六年。现有成员是 2004 年任命的，处于他们第一次或第二次两年任期的第一年。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任期将于 2006 年结束。 

11.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现有组成人员见附件 III。 

12. 请植检临委注意到所提供的关于争端解决附属机构成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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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植检临委主席团 

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2003 年）年）年）年） - 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2005 年）年）年）年）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主 席 芬 兰 Ralf LOPIAN  

副主席 毛里求斯 Maghespren CHINAPPEN 

副主席 乌拉圭 Felipe CA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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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标准委员会成员 

A．现有成员（．现有成员（．现有成员（．现有成员（在在在在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上确认认认认）））） 

任期：任期：任期：任期：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五届会议（2003 年）年）年）年） - 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植检临委第七届会议（2005 年）年）年）年）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 
非非非非  洲洲洲洲  摩洛哥 Abdellah CHALLAOUI 第一任期 
近近近近  东东东东  苏 丹 Ali Ibrahim KAMAL MAHGOUB 第一任期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  加拿大 Gregory WOLFF  第一任期 

任期：任期：任期：任期：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2004 年）年）年）年） - 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2006 年）年）年）年）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 
非非非非  洲洲洲洲  尼日利亚 Gabriel Olayiwola ADEJARE 第一任期 

 乌干达 Robert KARYEIJA 第一任期 
亚亚亚亚  洲洲洲洲  中 国 Wang FUXIANG 第二任期 

 印 度 Obbineni RAMALINGA REDDY 第一任期 
 马来西亚 Asna BOOTY OTHMAN 第二任期 

欧欧欧欧  洲洲洲洲  欧共体 Marc VEREECKE 第二任期 
 德 国 Jens-Georg UNGER 第一任期 
 拉脱维亚 Ringolds ARNITIS 第二任期 
巴 西 Odilson RIBEIRO E SILVA 第二任期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哥斯达黎加 Magda GONZÁLEZ ARROYO 第一任期 

 秘 鲁 Alicia DE LA ROSA BRACHOWICZ 第一任期 
近近近近  东东东东  约 旦 Mohammad R. KATBEH BADER 第二任期 

 科威特 Hasan SHARAF 第一任期 
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北美洲  美 国 Narcy KLAG 第二任期 
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 David PORRITT 第一任期 

 新西兰 John HEDLEY 第二任期 
 汤 加 Sione FOLIAKI 第二任期 

B．．．．2005 年各区域任命的五名额外成员年各区域任命的五名额外成员年各区域任命的五名额外成员年各区域任命的五名额外成员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非非非非  洲洲洲洲  南 非 Mike HOLTZHAUSEN 
亚亚亚亚  洲洲洲洲  约 旦 Motoi SAKAMURA 
欧欧欧欧  洲洲洲洲  以色列 David OPATOWSKI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阿根廷 Diego QUIROGA 
近近近近  东东东东  伊 朗 Alizadeh ALIABADI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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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 

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现有成员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现有成员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现有成员争端解决附属机构的现有成员 

任期：任期：任期：任期：植检临委第六植检临委第六植检临委第六植检临委第六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届会议（2004 年）年）年）年） - 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植检临委第八届会议（2006 年）年）年）年） 

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粮农组织区域区域区域区域 国国国国 家家家家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 

非 洲 阿尔及利亚 Ali MOUMEN 第二任期 

亚 洲 日 本 Motoi SAKAMURA 第一任期 

欧 洲 荷 兰 Mennie GERRITSEN 第二任期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多米尼加共和国 Pedro Julio JIMÉNEZ ROJAS 第一任期 

近 东 约 旦 Mohammad R. KATBEH-BADER 第二任期 

北美洲 美 国 John GREIFER 第二任期 

西南太平洋 新西兰 John HEDLEY 第二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