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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会议 
第四次会议 
2012年 10月 25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7和第 9条，选举预防小组委员会的 
十二名委员，接替 2012年 12月 31日任届期满的委员 
 

  选举预防小组委员会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增编 

1.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
书》第 7 和第 9 条，将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星期四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由秘
书长主持召开《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第四次会议，选举预防小组委员会的十二名

委员，接替 2012年 12月 31日任届期满的委员。 

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条第 3 款，秘书长在 2012 年 5月 9 日的普通照会
中，请《任择议定书》缔约国于 2012 年 8 月 9 日之前提交对预防小组委员会成
员的提名。2012 年 8 月 9 日之前收到的 14 名候选人的履历转载于 CAT/OP/ 
SP/10号文件。 

3. 本文件附件载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菲律宾和摩尔多瓦
共和国在 2012年 8月 9日之后提名的候选人履历。 

 

联 合 国 CAT/OP/SP/10/Add.1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任择议定书 

 

Distr.: General 
17 September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French/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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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候选人履历 

  Enrique Andrés Font (阿根廷)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4年 3月 12日，阿根廷圣塔菲 

工作语文：   西班牙语、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国立罗萨里奥大学法律系，本科和研究生犯罪学与社会控制和犯罪学与犯罪

政策高级讲师；马德普拉塔国立大学和巴塞罗那大学，刑事制度与社会问题比较

国际硕士治安制度讲师；利托瑞尔国立大学，犯罪学硕士警察社会学讲师。 

  主要专业活动 

 圣塔菲省安全部社区安全秘书，2009-2011年 

 人权标准与阿根廷的警察使用情况项目学术协调员，特雷斯德费布雷罗国立

大学、国内安全秘书处和廷克基金会，2008-2011年 

 对地方一级犯罪处理的多机构干预项目总协调员，内部安全部秘书处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2010-2011年 

 警察和安全部队的筹建、培训和专业现代化国家方案顾问，国内安全秘书处

和特雷斯德费布雷罗国立大学，2007-2008年 

 国家预防犯罪计划一般技术股成员，2000-2002年 

 “公平、安全的社区项目”协调员，多伦多大学、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和加大

拿国际开发署，2000-2005年 

  学历 

 伦敦大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犯罪学硕士，1996年 

 罗萨里奥国立大学法学系律师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对阿根廷警察使用武力情况的监管和控制，AAVV, 国家安全部和廷克基金
会，布宜诺斯艾利斯，2011年(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学术协调员) 

 关于 2001 年 12 月罗萨里奥警察行动的最后报告，AAVV, 2001 年 12 月镇
压事件非政府调查委员会(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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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íctor Madrigal-Borloz (哥斯达黎加) 

出生日期和地点：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工作语文：   西班牙语、法语、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美洲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处人权事务高级专家，登记处处长 

  主要专业活动 

1. 美洲人权委员会诉讼组组长，2004-2007年 

2. 丹麦人权研究所，法律改革和国家改革小组负责人，1999-2004年 

3. 美洲人权法院，法律部主任，1998-1999年 

4. 美洲人权法院律师，1996-1997年 

  学历 

1. 国际人权研究所证书，斯特拉斯堡，1998年 

2. 国际人权法学位证书，圣何塞，1996年 

3. 法学学士，圣何塞，1995年 

4. 维多利亚教育证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1987年 

  有关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酷刑康复会)大会主席，柏林和哥本哈根，2006
和 2009年；酷刑康复会会议主席，不同地点，2002-2011年；酷刑康复会关于在
墨西哥联邦区墨西哥城执行《伊斯坦布尔议定书》的代表团团长，2002 年；哥
斯达黎加国际法协会创始人之一；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Jiménez de Aréchaga)
美洲人权知识竞赛创始人之一；哥斯达黎加律师协会成员；国际司法资源中心董

事会成员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千年发展目标、人权和裁决的作用”，载于《正确理解千年发展目标：建

立一个关于千年发展目标与人权关系的行动框架》(2011年) 

 “预见、看到和补救：国家对酷刑调查所负的责任”，载于《黑暗做法曝

光》(2009年) 

 《国际人道主义法实际应用手册》中的“打击酷刑”章节，丹麦红十字会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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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rnandez Murhola Muhigirwa (刚果民主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0年 1月 26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布卡武 

工作语文：   法语、英语、林加拉语、斯瓦希利语 

  现任职位/职务 

 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马塔迪市)协调员；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非政府组织网
执行秘书；中非禁止酷刑网副主席；自 2010 年起，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联络
机构(刚果民主共和国机构间人权机制)指导委员会专家和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1993年以来为人权维护者和若干非政府组织的组织者 

 对监狱进行监督；援助酷刑受害者；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为刚果民主共

和国酷刑受害者作宣传；编写了若干揭露侵犯人权行为和酷刑的报告；是一些关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酷刑问题的口头和书面报告及来文的作者；自 2006 年起，为
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协调机制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国家专

家；自 1999 年起，担任刚果人权非政府组织出席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和人权
理事会各届会议及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学历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解决研究生文凭；金沙萨大学发展研究所发展科学与

技术学士学位；布卡武农村发展高级研究所区域规划毕业生；开展了一些关于人

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和过渡司法以及关于侵犯人权行为监督和记载技术的研究 

  有关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酷刑受害者康复中心(马塔迪市)协调员 

 中非禁止酷刑网区域副主席 

 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些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酷刑问题的书面材

料并作了相关口头发言 

 负责监督执行一些条约机构决定和关于打击刚果民主共和国酷刑现象的法律

文书 

 司法改革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权事务联合办事处业务伙

伴 

 刚果民主共和国各种人权项目和方案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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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期间的儿童权利状况概述”，2007年 4月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体人权状况审查”，布拉柴维尔，2007年 11月 

 提交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第八、第

九和第十次定期报告替代报告 

 “刚果民主共和国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概述” 

 “刚果民主共和国酷刑问题概述”，金沙萨，2012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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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Caridad Paguadan-Lopez (菲律宾)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1年 6月 5日 

工作语文：   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菲律宾大学马尼拉校区医学院(菲律宾大学医学院)全职教授 

 菲律宾大学医学院社会医学部人权科负责人 

 菲律宾司法学院和菲律宾最高法院性别暴力和性暴力问题专家/技术顾问 

 卫生部突发卫生事件管理司专家/技术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 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 30年的教育经历 

• 30 年的临床精神病教育和研究，侧重于酷刑和其他形式的侵犯人权行
为、性暴力、精神压力调控和心理创伤 

• 提供国际和地方咨询服务的性别和卫生专家 

• 6年的性别和妇女研究中心(菲律宾大学马尼拉校区)主任 

• 7年的日内瓦世卫组织性别咨询小组成员和专家 

• 起草和审查关于酷刑、性别平等主流化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国际和

国家政策文件、方案和准则 

• 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扶轮和平中心和平课程教员 

  学历 

1985 年：酷刑受害者国际康复理事会(酷刑康复会)/哥本哈根 Rigshospitalet
医院酷刑问题精神病学研究员 

1978-1980年：菲律宾大学――菲律宾总医院精神病学住院实习 

1972-1976年：菲律宾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1967-1972年：菲律宾大学马尼拉校区文理学院医预科理学士 

  有关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为酷刑和暴力侵害妇女案件作证的法医顾问和专家；酷刑和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培训和政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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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麦酷刑康复会，创始人和区域副主席/培训员，建立了酷刑康复和预
防中心 

• 医疗行动小组和菲律宾反酷刑行动创始人 

• 向酷刑受害者介绍咨询联合国前后的情况，并向 IRC 工作人员介绍绑
架后的情况 

• 对酷刑受害者和冲突后社区(菲律宾、东帝汶、科索沃、尼泊尔、印
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缅甸)进行培训和实施恢复方案 

• 组织关于《伊斯坦布尔议定书》、酷刑康复和预防的会议/进行这方面
的发言 

• 为医学生、军事人员、警察和司法人员讲授和编写酷刑课程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 加强紧急和灾害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支持能力，2009年 

• 对性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法医和卫生服务，日内瓦：世卫组织，2006年 

• 关于对性暴力受害者法医干预的多国研究，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

办事处，2006年 

• 酷刑妇女受害者治疗方法――对性别问题敏感的护理，国际妇女信息通

信服务处 

• 人权与卫生专业人员如何为亚洲地区制定教育方案，1997年 

• 酷刑受害者和护理人员，菲律宾大学综合发展研究中心和菲律宾大学

出版社，1995年 

• 医生与酷刑：知识、态度和做法，菲律宾大学综合发展研究中心，

1995年 12月 

• 菲律宾酷刑受害者的治疗和康复：酷刑及其后果(第 22 章)，(伦敦：剑
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 

• 菲律宾政治犯的社会心理：一项全国调查，1989年。 

• 菲律宾的卫生专业人员与人权，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科促会)－医生促进
人权协会，华盛顿，1986年 

• 遭受性折磨的菲律宾妇女治疗中的减压－缓解紧张疗法：探索性研

究，《性爱与婚姻疗法杂志》，1987年 

• 酷刑受害者：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酷刑康复会，丹麦哥本哈根，1987
年 

• 医疗道德和菲律宾的酷刑，《医疗道德杂志》(伦敦)，198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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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Zaharia (摩尔多瓦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8年 8月 21日，摩尔多瓦共和国 

工作语文：   英语、法语(基本知识)、德语、罗马尼亚语(本国语)、俄语 

  现任职位/职务 

 刑事改革研究所所长 

 国家法律援助委员会主席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治安法官高级委员会纪律委员会，民间社会/学术界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与拘留场所地方监督委员会成员一起，访问拘留场所(欧安组织，2011-2012
年)；协调监狱改革方案(刑事改革研究所，2001-2012 年)；对国家预防机制成
员、辩护律师、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医生和法医专家、检察官和法官进行预防

酷刑的培训(开发署，2005-2012 年)；起草立法/监察员修正案和国家预防机制监
管框架、《拘留场所民事管制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预防酷刑部

分(开发署，司法部，《酷刑项目图册》，2009-2012 年)；作为刑事司法和人权
专家，在欧洲委员会、开发署、儿童基金会、欧安组织、司法部、内政部、国家

司法研究所、监察员办公室、缓刑处和监狱司开展评价和研究，2005-2012年。 

  学历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法学博士(2006 年)，法学硕士(2001 年)，大学学位
(2000 年)；专业培训：“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日内瓦，国际人权服务社
(2008 年)；“国际人权培训方案”，蒙特利尔，衡平国际人权教育中心(2008
年)；“刑事诉讼中以当事人为核心的辩护”，联合王国，开放社会学会(2007
年)；“监狱中的教育”，卑尔根，欧洲委员会(2005 年)；“国际人权保护学
校”，华沙，医生促进人权协会(2001年)。 

  有关条约机构任务相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日内瓦，编写了摩尔多瓦共和国

政府报告的替代报告(2003 年)；制定人权和预防酷刑方案并评价其执行情况(关
于摩尔多瓦预防和打击酷刑的情况、犯人权利、青少年权利、国家人权保护机

制、中小学和大学人权教育、拘留场所地方监督委员会运作情况的基线研究，

2006-2012 年)；监督儿童问题监察员的活动情况(2008 年)；拟订法律援助政策
(国家法律援助委员会，2008-2012 年)；作为执法机构改革委员会的成员，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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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部门改革战略》的执行情况；以专家和培训员身份，参加了刑事司法和人

权领域的 300多次会议和讲习班(2001-2012年)。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监狱中的人员安全，刑事改革研究所，2012 年；摩尔多瓦共和国保留情况
研究，Cartier 出版社，2011 年；关于摩尔多瓦预防和打击酷刑的基线研究，开
发署，2010 年；关于尊重遭审前逮捕的人员权利情况的监督报告，刑事改革研
究所，2010 年；拘留场所地方监督委员会指南，开发署，2010 年；申诉委员
会：被拘留者和监狱管理部门指南，刑事改革研究所，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