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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2012 年 3 月 19－23 日，罗马  

选 举 主 席 团 成 员  

暂定议程议题 16 

 

1. 植检委在 2007 年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对其议事规则的如下修正案： 

“第 II 条－主席团成员 
1. 委员会应从代表中选出一名主席、不超过两名的副主席和其他人员组成七

人主席团，以便粮农组织每个区域均有代表。委员会应从代表中为每届例会

选出一名报告员。未经各自代表团团长同意任何代表均无资格当选。主席团

应在植检委某一届例会结束时根据粮农组织的规则和条例选出，任期两年。

主席，或主席缺席时副主席应主持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并履行促进委员会的

工作可能需要的其他职能。代理主席的副主席应具有与主席相同的权力和责

任。主席团的目的是就植检委活动的战略方针、财务和业务管理，与植检委

批准的其他各方合作向植检委提供指导。”  

2. 植检委第七届会议（2012 年）必须选出新主席团。新的主席团将由主席、两

名副主席和另外四名成员组成，使粮农组织所有区域在主席团均有代表。新的主席

团的任期将在植检委第七届会议（2012 年）后立即开始，并于 2014 年植检委第九

届会议结束时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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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件 1 列出了自植检委（前身为植物检疫措施临时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主席

团任职的人员的姓名及其所属的粮农组织区域。 

4. 第II条第 1 款明确指出，只有出席进行选举的植检委会议的人员才能当选为

主席团成员

5. 选举将按不同的阶段进行，因为将首先选出主席和副主席，然后再从主席和

副主席所未代表的粮农组织区域选出其余的主席团成员。 

。 

6. 请植检委： 

1) 选举 2012－2014 年主席团的主席和副主席。 

2) 从主席和副主席所未代表的粮农组织区域选举四名主席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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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植检委成立以来在主席团中担任职务的人员 
 
当选年份  姓名  国家  粮农组织区域  

1998 年  

（植检临委-1）  

John Hedley 先生，主席  

Orlando Morales 先生，副主席  

Radhey Shyan 先生，副主席  

新西兰  

智利  

印度  

西南太平洋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亚洲  

2001 年  

（植检临委-1）  

Felipe Canale 先生，主席  

John Hedley 先生，副主席  

Ralf Lopian 先生，副主席  

乌拉圭  

新西兰  

芬兰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西南太平洋  

欧洲  

2003 年  

（植检临委-1）  

Ralf Lopian 先生，主席  

Felipe Canale 先生，副主席  

Maghespren Chinappen 先生，副主席  

芬兰  

乌拉圭  

毛里求斯  

欧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非洲  

2005 年  

（植检临委-1）  

Chagema Kedera 先生，主席  

Ralf Lopian 先生，副主席  

Reinouw Bast-Tjeerde 女士，副主席  

肯尼亚  

芬兰  

加拿大  

非洲  

欧洲  

北美洲  

2006 年  

（植检临委-1）  

Chagema Kedera 先生，主席  

Ralf Lopian 先生，副主席  

Reinouw Bast-Tjeerde 女士，副主席  

肯尼亚  

芬兰  

加拿大  

非洲  

欧洲  

北美洲  

2008 年  

（植检临委-3）  

Reinouw Bast-Tjeerde 女士，主席  

Chagema Kedera 先生，副主席  

Mohammad Katbeh-Bader 先生，副主席  

Steve Ashby 先生，委员  

Arifin Tasrif 先生，委员  

Francisco Gutierrez 先生，委员  

Bill Roberts 先生，委员  

加拿大  

肯尼亚  

约旦  

联合王国  

印度尼西亚  

伯利兹  

澳大利亚  

北美洲  

非洲  

近东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西南太平洋  

2010 年  

（植检临委-3）  

Mohammad Katbeh-Bader 先生，主席  

Steve Ashby 先生，副主席  

Kyu-Ock Kim 女士，副主席  

Francisco Gutierrez 先生，委员  

John Greifer 先生，委员  

Arundel Sakala 先生，委员  

John Hedley 先生，委员  

约旦  

联合王国  

大韩民国  

伯利兹  

美国  

赞比亚  

新西兰  

近东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北美洲  

非洲  

西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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