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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十五次会议 

2008 年 7 月 30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5 

 
 
 

  按照《公约》第 17 条第 4 和第 5 款的规定选举委员会 11 名

成员以接替任期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按照《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 17 条第 4 款的规定，秘书长将于

2008 年 7 月 30 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缔约国第十五次会议，从各缔约国提名人员

的名单中选举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以接替任期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成员（见附件一）。其他成员将继续在该委员会中任职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其姓名列在附件二。 

2. 秘书长按照《公约》第 17 条第 3 款，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的普通照会中请

缔约国在 2008 年 4 月 30 日之前提交竞选该委员会的 11 名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秘书长编制了下列名单，按字母顺序开列 2008 年 4月 30日前提名的所有候选人，

并开列提名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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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缔约国名 

法迪勒·阿勒马赫鲁斯（Fadheela Al-Mahroos） 巴林 

妮科尔·阿默林（Nicole Ameline） 法国 

马加利斯·阿罗查·多明古埃斯（Magalys Arocha Domínguez） 古巴 

玛丽·特雷瑟·阿弗迈卡（Marie Thérèse Avemeka） 刚果共和国 

维奥莱·齐斯西加·阿沃里（Violet Tsisiga Awori） 肯尼亚 

芭芭拉·伊夫林·贝利（Barbara Evelyn Bailey） 牙买加 

梅塞德斯·巴盖·蒙塔内（Mercedes Barquet Montané） 墨西哥 

尼克拉斯·布鲁恩（Niklas Bruun） 芬兰 

法希马·谢拉夫丁（Fahima Charafeddine） 黎巴嫩 

玛丽·尚提·戴里亚姆（Mary Shanthi Dairiam） 马来西亚 

印地拉·贾辛（Indira Jaising） 印度 

马季纳·贾布瑟诺娃（Madina Jarbussynova） 哈萨克斯坦 

拉蒂法·吉巴布蒂（Latifa Jbabdi） 摩洛哥 

索莱达·穆里略·德拉韦加（Soledad Murillo de la Vega） 西班牙 

玛丽·克里斯蒂娜·恩塔戈韦鲁姆加拉（Marie-Christine 
Ntagwirumugara） 

布隆迪 

西尔维娅·皮门特尔（Silvia Pimentel） 巴西 

维多利亚·波佩斯库（Victoria Popescu）   罗马尼亚 

祖赫拉·拉塞克（Zohra Rasekh） 阿富汗 

邹晓巧 中国 
 
 

3. 上述候选人的简历载于附件三，资料由候选人本国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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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任期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 11 名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成员 国籍国 

马加利斯·阿罗查·多明古埃斯（Magalys Arocha Domínguez） 古巴 

玛丽·尚提·戴里亚姆（Mary Shanthi Dairiam） 马来西亚 

弗朗索瓦·加斯帕德（Françoise Gaspard） 法国 

蒂齐亚纳·马里奥（Tiziana Maiolo） 意大利 

西尔维娅·皮门特尔（Silvia Pimentel） 巴西 

汉娜·贝亚特·舍普-席林（Hanna Beate Schöpp-Schilling） 德国 

申海洙（Heisoo Shin） 大韩民国 

格伦达·西姆斯（Glenda P. Simms） 牙买加 

阿纳马赫·塔恩（Anamah Tan） 新加坡 

玛丽亚·雷吉娜·塔瓦雷斯·达席尔瓦（Maria Regina Tavares  
da Silva） 

葡萄牙 

邹晓巧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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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将继续在委员会任职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成员名单a

成员 国籍国 

费尔杜斯·阿拉·贝居姆（Ferdous Ara Begum） 孟加拉国 

马里亚姆·贝尔米乌-泽尔达尼（Meriem Belmihoub-Zerdani） 阿尔及利亚 

赛素里·初蒂恭（Saisuree Chutikul） 泰国 

多尔卡丝·阿马·弗雷马·科克尔-阿皮亚（Dorcas Ama Frema 
Coker-Appiah） 

加纳 

科内利斯·弗林特曼（Cornelis Flinterman） 荷兰 

内尔拉·贾布尔·穆罕默德·加布雷·阿里（Naéla Gabr Mohamed 
Gabre Ali） 

埃及 

露特·哈尔帕林-卡达里（Ruth Halperin-Kaddari）  以色列  

林阳子（Yoko Hayashi） 日本 

维奥莱塔·诺伊鲍尔（Violeta Neubauer） 斯洛文尼亚 

普拉米拉·帕滕（Pramila Patten） 毛里求斯 

杜布拉夫卡·西蒙诺维奇（Dubravka Šimonovi ） 克罗地亚 
 

 
a
 黑兹尔·古梅德·谢尔顿（Hazel Gumede Shelton）女士(南非)在 2006 年 6 月缔约国第十

四次会议上当选，任期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谢尔顿女士于 2007 年辞职，南非按照第 17

条第 7款的规定任命另一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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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候选人简历 
 
 

  法迪勒·阿勒马赫鲁斯(Fadheela Al-Mahroos)(巴林)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4 年 11 月 10 日，巴林 

工作语言 

 通晓阿拉伯语和英语（讲、写） 

现任职务 

• 巴林妇女问题 高委员会成员 

• 巴林卫生部 Sulmaniya 综合医院儿科咨询医师 

• 巴林阿拉伯海湾大学医学院儿科副教授 

• 巴林卫生部儿童保护小组主席 

• 巴林卫生部二级保健健康研究委员会主席 

• 巴林儿童保护中心董事会主席 

• 巴林全国儿童委员会成员 

• 阿拉伯防止虐待和疏忽儿童网成员 

• 国际防止虐待和疏忽儿童协会成员 

学历 

• 2004 年 9 月：巴林阿拉伯海湾大学卫生专业教育硕士 

• 1997 年 12 月：爱尔兰皇家外科学院卫生保健管理文凭和巴林卫生部 

• 1988 年 6 月：美国儿科委员会文凭 

• 1983 年 1 月：爱尔兰都柏林爱尔兰国家大学儿童保健文凭 

• 1979 年 7 月：叙利亚阿勒颇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 

主要专业活动 

• 儿童权利律师，起草巴林儿童保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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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虐待和疏忽问题专家医师，在 90 年代初促请公众注意这一问题，

并在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曼、约旦、华沙、摩洛哥、多哈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对各专业人员进行广泛演讲，并提请人们注意这一问题的严重

性以及认识、管理和防止这一问题。 

• 部分演讲介绍： 

1. 协调 2007 年 11 月和 2008 年 5 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为期 5

天的“多学科应对儿童虐待和疏忽问题”讲习班。2008 年 4 月在

巴林举办类似的课程。 

2. 2004 年 2 月在阿曼以及 2004 年 4 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专家会议

作“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儿童虐待问题作出反应：现实与挑战”

演讲。 

3. 参加 2004 年 4 月在阿曼举行的 “认识儿童性虐待问题讲习班”。 

4. 参加 2003 年在巴林举行的“儿童性剥削”国家文化论坛。 

5. 在 2002 年 6 月 25 日至 26 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第 9 届摩洛

哥全国儿童权利问题会议作“儿童虐待问题：巴林的观点”演讲。 

6. “巴林在儿童虐待问题方面的经验”“沙特阿拉伯儿童虐待问题的

诊断和管理”2002 年 3 月，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7. 2001 年 2 月 5 日至 7 日在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和卫生部举行的第

14 次国际儿童保健会议上作两个演讲：“儿童虐待问题，巴林的经

验”和“对儿童虐待问题的反应”。 

8. 1998 年 11 月 24 日至 26 日在巴林举行的第一次阿拉伯海湾医学协

会会议上作“巴林儿童虐待的情况”和“儿童保护：我们能实现吗？” 

其他相关的活动 

• 人权活动和妇女权利律师：以组织者、主持人和演说人参加以下讲习班：

“在《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背景下阿拉伯的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

社会：社会公平和权利”。 

• 若干组织的成员：巴林医学学会、巴林儿童发展协会、医师促人权——

美国（86-94 年）、大赦国际（美国，1988-1996 年）和国际防止虐待和

疏忽儿童协会。 

• 叙利亚大马士革医学专业儿科阿拉伯委员会主考官。儿童权利专家。埃

及开罗阿拉伯儿童与发展问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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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 

• Al-Mahroos F,andobhers.et al.Child abuse, Bahrain’s Experience. 
2005,Child Abuse & Neglect,International Journal.29：187-193. 

• Al-Mahroos FT and Bandaranayke RC.Teaching Ethics in Medical 
Schools.Annals of Saudi Medicine.2003, 23 (1-2)：1-4. 

• Al-Mahroos FT.Responding to Child Abuse in Bahrain：critical look a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vision. Chapter in the book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Abuse”Bahrain Centre for Studies and Research,2002.In 
press. 

• AL-Mahroos FT.& Al-Saleh F.Umbilical Cord Blood Lead Level of 
Newborns in Bahrain. Current Pediatrics Research；2000,4(1)：7-12. 

• Contributed to four chapters in“Textbook of Clinical Pediatrics”. Chapter 
192：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Chapter 197：The Pancreas, Chapter 203：
Metabolic Liver Disease and Chapter 207：Chronic Hepatitis in Children. 
Publisher：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2001. 

• Al-Mahroos FT.Corporal Punishment an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f 
School Girls in Bahrain.Bahrain Medical Bulletin.1997,19(3)：70-73. 

 

  妮科尔·阿默林(Nicole Ameline)(法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2 年 7 月 4 日，法国 Saint-Vaast-en-Auge 

工作语文 

 法文、英文 

现任职务 

- 代表 Calvados 的议员（1991 年当选法国议会议员，连任至今） 

• 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 

• “全球化：经济和社会调整”研究小组主席、法国-联合王国友谊

小组主席 

- 全国人权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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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 巴黎政治研究院 

- Caen 大学公法文凭（共同体法）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法国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会议的前代表，前大使，负责社会问题和国

际关系中的平等问题 

• 支持妇女担任政治主管职务。 

• 为政府提供关于发展妇女人权工作的专门知识。 

• 具有处理全球化社会方面问题的专长。 

- 负责专业公平和平等问题的前部长 

• 拟订和执行支持妇女自主的计划。 

• 订立打击家庭暴力的法规。 

• 制定男女同酬政策。 

• 反对定型观念、偏见和歧视传统。 

• 发起“北京会议十周年伙伴关系”国际倡议。 

 

  马加利斯·阿罗查·多明古埃斯(Magalys Arocha Dominguez)(古巴)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 年 1 月 8 日，古巴 Pinar del Río 

 古巴人，哲学家，哲学博士生 

 - 大学教育学教授 

 - 古巴妇女联合会全国理事会成员。国际关系秘书 

学历 

- 俄文学士学位，1978 年，莫斯科 

- 历史和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2 年，莫斯科 

- 哈瓦那大学哲学专业，1988 年 

- 获得哲学助教教职，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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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修哲学博士课程 

- 社区工作方法文凭 

主要专业活动 

- 高等师范教育学教授（1982-89 年） 

- 古巴妇女联合会省级负责人，1989 年至 1992 年 

- 选举产生的 Pinar del Río 省人民权力大会代表，1992 年至 1995 年 

- 向伊比利亚-美洲性别问题首脑会议、拉美经委会等联合国论坛、国际

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和世界社会论坛会议的科学会议、小型出版物、期

刊、教育会议等提交关于古巴人状况、权利、暴力问题、体制、政治参

与方面和社会经济活动中性别问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 为古巴各个组织、联合国各机构和拉丁美洲各国妇女机制提供关于性别

专题和国际工作专题的咨询意见；联合国问题专家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古巴政府《北京行动纲要》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意见后续行动全国

讨论会组织事项顾问 

- 举办由拉美经委会和提高妇女地位司赞助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区

域讲习班（2005 年，智利圣地亚哥） 

- 应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2006 年）和委内瑞拉政府（2007 年）的邀请

举办《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讲习班 

- 政府顾问，作为性别问题专家，为拟订关于各次会议和世界首脑会议后

续行动的联合国文件和报告提供咨询 

- 拉美经委会妇女委员会和妇女问题区域会议特聘专家 

-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任择议定书》来文工作组成员（2005 年 1 月至

2008 年 12 月） 

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情况(选编) 

- 席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会议和拉美经委会妇女问题区域会议理事会议的

古巴代表团团长和成员（1998 年至 2005 年） 

- 出席 2005 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北京会议

五周年和北京会议十周年的世界会议和筹备及后续进程的古巴代表团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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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经委会妇女问题区域会议（1997 年/2000 年/2004 年） 

- 出席伊比利亚-美洲妇女和性别问题首脑会议的古巴代表团成员和团长 

-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大会 

- 世界社会论坛各次会议（2000 年至 2004 年） 

近发表的这方面的著作 

- Género y sistema electoral en Cuba. 

- La igualdad como valor de la Democracia. 

- Mujeres Protagonistas de movimientos sociales emergentes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 Apuntes para el debate acerca de género y cohesión social en Iberoamérica. 

- Unidad y diversidad en la metodología del seguimiento a las Observaciones 
Finales del Comité de la CEDAW en Latinoamérica. 

 
 

  玛丽·特雷瑟·阿弗迈卡(Marie Thérèse Avemeka)(刚果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3 年 3 月，刚果共和国 ABOUA（Makoua） 

工作语文 

 法文、英文（中等水平） 

现任职务 

 外交与法语国家事务部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妇女参与发展事务部前部长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驻教科文组织代表，1984 年至 1999 年 

教科文组织顾问（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后续行动，1995 年至 1998 年） 

学历 

 一般行政、劳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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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候选人所申请的职务的任务有关的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非洲妇女团结会现任成员 

多次参加妇女问题区域会议和世界会议 

 

  维奥莱·齐斯西加·阿沃里(Violet Tsisiga Awori)(肯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7 年 7 月 19 日，内罗毕 

工作语文 

 英文 

现任职务 

 肯尼亚高等法院执业律师，累积 26 年经验。肯尼亚女律师联合会会长。 

主要专业活动 

 专注家庭法的律师事务所，领导女律师联合会监测政府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情

况，编写备用（影子）报告，提倡法律改革并进行游说，为边缘化妇女提供法律

援助，监测侵犯妇女权益的情况，帮助编写提交给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定期

政府报告。 

学历 

 法学士，法学教育文凭。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出席 2008 年 2 月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2007 年 11 月 12

日至 24 期间参加在日内瓦举办的条约监测机构培训，本人在下列各方面获得深

刻知识：联合国人权系统和条约机构程序、报告制度、委员会成员情况、编写影

子报告和监测政府遵守情况。2007 年 7 月代表肯尼亚女律师联合会出席《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三十九届会议，肯尼亚于会上向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

会提交第五次和第六次合并国家报告。她提交了肯尼亚女律师联合会的影子报

告。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近没有发表著作。 

 

11 08-33368 (C) 

 



CEDAW/SP/2008/3  
 

  芭芭拉·伊夫林·贝利(Barbara Evelyn Bailey)(牙买加)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2 年 3 月 14 日，牙买加金斯敦 

工作语文 

 英文 

现任职务 

 自 1996 年担任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大学性别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区域协调

单位主任。贝利教授以这一身份代表牙买加政府出席与性别和妇女权利问题有关

的区域和国际会议。 

 此外，贝利教授就性别问题向牙买加政府提供咨询意见，自 2004 年以来一

直担任全国性别咨询问题委员会主席，该会获授权制定战略和综合政策以促进两

性平等及社会正义，并指导、协调、整合和监测牙买加政府开展的性别平等主流

化活动。 

主要专业活动 

 2003 年至目前，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大学性别与教育问题教授 

 1980 至 1996 年，牙买加金斯敦西印度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学历 

 1987 年，牙买加西印度大学教育学博士 

 1983 年，牙买加西印度大学教育学硕士 

 1974 年，牙买加西印度大学医学微生物学理学士 

非学位研究 

 1999 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性别与发展问题高级阅读课程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2007 年至目前，领导牙买加规划研究所 2030 国家发展计划性别问题工作队 

 1995 年至目前，妇发基金性别问题区域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0 年至 2005 年，位于牙买加金斯敦的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加开发署）加

拿大-加勒比两性平等基金项目咨询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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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至 2006 年，西印度大学莫纳（Mona）校园性别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

莫纳单位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2 年 10 月，圭亚那乔治敦加共体秘书处加共体性别平等主流化问题工作

队成员 

 1993 年 7 月至 1994 年 8 月，经牙买加政府指派负责为 1995 年 9 月中国北京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编写关于牙买加妇女地位国家报告的牙买加全国筹备

委员会的共同主席 

 2000 年 6月纽约联合国总部，名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

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的咨询人 

 2000 年 3 月纽约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妇女问题特别会议

筹备委员会会议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的咨询人 

 2000 年 2 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妇女问题区域会议第八届

会议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的咨询人，负责在拟订《利马共识》谈判中

提出适当干预措施和拟订用语 

 2000 年 12 月牙买加金斯敦，指定和协调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主办的北

京会议五周年妇女局局长会议 

 2000 年 3 月，巴巴多斯圣迈克尔，撰写并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

加勒比办事处与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秘书处主办的北京会议五周年专家小组

会议上提交文件“妇女与发展” 

作为代表出席区域和国际会议：联合国 

 出席 2006年 8月 11日在纽约联合国举行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三十六

届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提交牙买加第五次定期报告并答辩 

 出席 2006 年 3 月纽约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牙买加代表团的

成员。编写并于 2006 年 3 月 2 日向大会提交牙买加的说明 

 2001 年 1 月至 2003 年 12 月，出席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协商委员会的牙买加

政府代表 

 2000 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名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三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牙买加代表团成员 

 出席 1995 年 9 月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牙买加代表团成员 

 出席 1985年 7月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妇女10年成绩世界审查会议的牙买加

代表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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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组织 

 2007 年 7 月 18 日至 21 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美洲

妇女委员会暴力问题专家委员会会议的牙买加代表 

 2006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出席美洲妇女委员会代

表第三十三届会议的牙买加政府代表 

 2006 年 7 月 24 日和 25 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出席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妇

女委员会暴力问题专家委员会牙买加政府特派代表。出席监测《贝伦杜帕拉公约》

后续机制会议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合编书籍 

 2004 Gen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ribbean Perspectives, Visions and 
Possibilities.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Publishers.  

 2003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aribbean: Reality or Illusion.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Publishers. 

 2000 Gender Issues in Caribbean Education. Caribbean Community (CARICOM) 
Secretariat: Guyana.  

 论文 

 2007 Caribbean Labour Markets: Potential of the CSME for Reducing Gender 
Disparities. Hall, K. & Chuck-A-Sang, M. (eds.). CARICOM Single Market and 
Economy: Genesis and Prognosis,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Publishers. 

 2005 Petticoat and Coat-tails: The Dialectic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ocio-Economic, Political Autonomy and Control in the Caribbean, IDEAZ Vol. 4. 
Nos. 1&2.  

 2004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In: Regional Report on the 
Achievement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Caribbean Community,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4 The Caribbean Experi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Issues, Proces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Gend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ribbean Perspectives, Visions and Possibilities,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Publishers. 

 

08-33368 (C) 14 
 



 CEDAW/SP/2008/3

 

 专著 

 2001 A Review of Gender Issues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Haiti and Jamaica. 
Report No. 21866-LAC.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Consultant to the World 
Ban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pter 4 on Jamaica) 

 委托编写的报告选编 

 Gender Impact Survey, Conducted on behalf of the UWI Mona Campus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eam and Report presented to April 2007 Academic Board Meeting.  

 Gender Socialisation, Schooling and Violence in Guyana, Dominica and Grand 
Cayman, Compiled and edited the report developed by CGDS Staff Researchers, 2006.  

 Gender Based Violence in Jamaica, Compiled and edited the report developed by 
CGDS staff Researchers, 2005. 

 Gender Profile: Jamaica, Prepared for the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2005 

 

  梅塞德斯·巴盖·蒙塔内(Mercedes Barquet Montané)(墨西哥) 
 

  出生地点和日期 
 

 墨西哥城，1947 年 

工作语文 

 西班牙文和英文 

现任职为 

 墨西哥学院跨学科妇女研究项目（PIEM）研究员及教授。 

 1991 年起任 PIEM 目前开设的妇女研究专业课以及社会性别研究、政治进程

与文化转变硕士课协调员。 

主要专业活动 

 代表墨西哥出席 “提高妇女地位国家机制高级官员研讨会”，1993 年 11 月

至 12 月于日本东京。 

 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国家协调委员会社会专题总协调员，1994

年至 1995 年于北京。 

 在 PIEM负责“建设两性平等文化”学术会，1994年至2001年于墨西哥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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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编订圣安德烈斯大学发展学研究生社会性别研究硕士课，2001 年于玻利

维亚拉巴斯。 

 拉加经委会和国家妇女问题研究所民主施政与两性平等项目国家顾问，2003年。 

学术头衔 

伊比利亚美洲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 

墨西哥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新泽西普雷斯顿大学妇女研究方案。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在妇女和两性关系专业领域开展研究、授课和传播活动。 

 研究活动的关切领域涉及女权理论、妇女运动及其与国家机构的联系、在公

共政策、公民和民主施政中贯穿两性平等问题。 

 教授女权理论、女权思想史、社会运动和妇女史志等课程。 

 参加国内外（包括玻利维亚、美国、荷兰、英国和瑞典）许多大学以及全国

和国际会议与研讨会。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Avances de la perspectiva de género en las acciones legislativas. Compendio, 
(coordinadora), Comisión de Equidad y Género, Cámara de Diputados, LIX 
Legislatura, México, 2006。 

 “Desarrollo y ciudadanía incluyente: un marco de derechos para las mexicanas”, 
con Sandra Osses, en José Luis Calva (coord.), Agenda para el Desarrollo: Derechos y 
políticas sociales, vol. 12. MA Porrúa, IIE-UNAM, México, 2007。 

 

  尼克拉斯·布鲁恩(Niklas Bruun)(芬兰) 
 

出生日期与地点 

 1950 年，芬兰 

工作语文 

 芬兰文、瑞典文、英文和丹麦文 

现任职务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私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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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活动 

 知识产权法研究生院院长（因诺森特），2007 年至今； 

 赫尔辛基大学私法教授，2006 年至今； 

 国家职业生活研究所客座教授，瑞典，斯德哥尔摩，1993-1996 年，作为

1997-2007 年欧盟劳工法研究项目学术监督与该研究所保持联系； 

 瑞典经济和工商行政管理学院欧盟劳工法教授，赫尔辛基，1999-2006 年； 

 瑞典经济和工商行政管理学院，国际经济法中心主任，赫尔辛基，1996年至今； 

 瑞典经济和工商行政管理学院商事法教授，赫尔辛基，1986-1993 年。 

学历 

 法学博士，完成论文，赫尔辛基大学，1979 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荣誉法学博士，2000 年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信托委任，国家 

芬兰平等委员会主席，1999 年至今 

修订芬兰《两性平等法》委员会主席，2000-2003 年 

信托委任，国际 

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委员，1996-1998 年，2005 年至今 

芬兰政府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第 91 届劳工大会代表 

欧盟有关机构专家（欧洲联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若干次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各种著作除其他外,特别涉及劳工法和性别平等,包括 Gender Discrimination 
（1996）、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equality（2006）、Labour Law（2003,2006）
和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ws-Interllectual Property Supplement 
5/November(1998)。在北欧和国际出版物上频频发表文章。 

17 08-33368 (C) 

 



CEDAW/SP/2008/3  
 

  法希马·谢拉夫丁(Fahima Charafeddine)(黎巴嫩) 
 

出生日期与地点 

 1943 年 12 月 10 日，黎巴嫩 

工作语文 

 阿拉伯文、法文和英文（不熟练） 

现任职务 

• 黎巴嫩大学社会学教授 

• 妇女问题后续工作委员会副主席（非政府组织） 

• 阿拉伯社会学联合会秘书长 

• 研究与知识生产高等教育世界论坛科学委员会委员（教科文组织——巴

黎） 

主要专业活动 

• 妇女人权、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研究人员。 

• 人权，在西亚经社会、开发计划署、妇发基金、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

性别平等主流化问题专家。 

• 若干区域和地方非政府组织创始人和成员。 

• 多个指导委员会以及区域和地方社会学期刊编辑部成员。 

学历 

• 哲学博士，巴黎大学，1993 年 

• 政治学博士，巴黎大学，1981 年 

• 政治学博士预备资格，巴黎大学，1979 年 

• 黎巴嫩大学哲学学士（1970 年）和硕士（1978 年）学位 

• 师范学校，1961-1974 年 

• 业士 II,1974 年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编写提交议会和开发计划署的《国家妇女人权行动计划》。根据《世界人权

宣言》、《北京宣言》以及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黎巴嫩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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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关条约机构的执行情况发表若干研究报告。并于 2007 年发表关于“黎巴嫩

妇女全国委员会评估”的报告。 

 此外，撰写研究报告，确认课程编排中对妇女的歧视。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培训员，旨在加强民间社会对公约内容和

佳做法的了解，以执行该公约以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005 年和 2008 年的

结论性意见。 

 通过谈判、会议、新闻稿、电视访谈、演示，向政府游说和宣传《消除对妇

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 1999、2004 和 2008 年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黎巴嫩

执行情况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非正式报告。 

• 根据性别平等方针编写中学教材中的歧视妇女问题部分，2008 年。 

• Women and politics in Lebanon,2008 年。 

• The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2008 年。 

• National Human Women’s Rights Plan（NHRP）,开发计划署，2007 年。 

• 根据性别平等方针编写小学教材中的歧视妇女问题部分，2005 年。 

• The Impact of the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ctivities and Plans in The 
Lebanese Culture,2007 年。 

• Second Document on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in the Lebanese 
Law,2005 年。 

•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Lebanese Women in the Political life,2005 年。 

 以及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许多其他出版物。 

 

  玛丽·尚提·戴里亚姆(Mary Shanthi Dairiam)(马来西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9 年 9 月 17 日/马来西亚 

工作语文 

 英文、马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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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2005-2008 年；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报告员，

2007-2008 年；开发署两性平等工作队成员，2007 年至今；美国波士顿，残疾人

权力基金，顾问团成员，2008 年至今；马来西亚，亚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

女权利观察），理事会成员，1996 年至今；马来西亚，不结盟运动妇女赋权研究

所，咨询委员会成员，2007 年至今；马来西亚，全国妇女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5 年 3 月至今 

主要专业活动 

• 马来西亚，亚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女权利观察），理事会成员，

1996 年至今 

• 马来西亚，亚太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女权利观察），执行理事，

1993 年-2004 年 

• 联合王国，英联邦秘书处，妇女与发展方案，项目干事，1992年3月-7月 

• 马来西亚，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方案协理，1988 年-1990 年 

• 马来西亚，计划生育协会联合会，方案和技术司，司长，1982年-1985年 

教育背景 

• 联合王国，苏塞克斯大学，两性平等与发展硕士，1991 年 

• 印度，马德拉斯大学，英国文学硕士，1962 年 

• 印度，马德拉斯大学，英国文学学士，1960 年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联合国。在印度尼西亚亚齐培训倡导者，通过按照《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

规定改革法律以促进妇女平等权利，2007 年；培训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政府人员

编写提交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报告，2005 年和 2007 年；对阿富汗执行《公

约》情况进行必要的评估，2006 年；培训柬埔寨、马来西亚、萨摩亚、塔吉克斯

坦和泰国政府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查其履行《公约》义务情况作准备，2004

年-2006 年；担任联合国东帝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个人顾问 2000 年 10 月-2001

年 1 月；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对塔吉克斯坦两性平等法草案进行分析，

以评估是否全面，是否符合《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要求，2003 年 3 月；对塔

吉克斯坦法律符合《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要求的情况进行审查，200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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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The Practice of Child Marriage in South Asian Countries: A Gross Form of 
Gender Based Discrimination and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July 2006; The 
Relevance of the Links between Human Rights,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February 2005; A Rights Based Approach to 
Women’s Health: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Policy, October 2004; Building 
Capacity for Change: Training Manual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vention to Promote Women’s rights, Editor, 亚太妇女权利观察.2001/2002 
 
 

  印地拉·贾辛(Indira Jaising)(印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0 年 6 月 3 日，印度孟买 

工作语文 

 英文 

现任职务 

印度 高法院，高级辩护律师 

律师集体协会，秘书 

主要专业活动 

印度 高法院执业律师 

《律师》月刊编辑 

律师集体协会，妇女权利倡议，主任 

教育背景 

孟买大学，法学硕士 

孟买高等法院，初级律师 

卡纳塔克邦，班加罗尔大学，文学士 

伦敦，高级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在印度全国妇女事务委员会工作 

举办妇女问题讲习班和编纂报告 

协助起草家庭暴力法（《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法案》，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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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One Step Closer to Equality” Article published in Little Magazine, 2007 

 “Staying Alive: First Monitoring & Evaluation Report 2007 on Protection of 
Women from Domestic Violence Act 2005”, LCWRI, 2007 

 Co-author, “From the Abnormal to the Normal: Preventing Sex Selective 
Abortions through the Law”, LCWRI, 2007  
 
 

  马季纳·贾布瑟诺娃(Madina Jarbussynova)(哈萨克斯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4 年 11 月 10 日，哈萨克斯坦阿尔马提 

工作语文 

 英文，俄文 

现任职务 

2003 年 8 月至今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无任所大使 

主要专业活动 

1999 年 11 月-2003 年 5 月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1998 年 9 月-1999 年 11 月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1995 年 8 月-1998 年 9 月 外交部多边关系和国际组织司司长，参赞 

1990 年 12 月-1995 年 8 月 哈萨克斯坦议会，新闻司，议会关系处处长 

1987 年 12 月-1990 年 12 月 哈萨克国立妇女教育大学，高级讲师 

1983 年 10 月-1987 年 12 月 哈萨克斯坦中央青年委员会青年科学家司司长 

1980 年 5 月-1983 年 10 月 哈萨克州立国际关系和世界语文大学，讲师 

 
 

教育背景 

1971-1975 哈萨克州立国际关系和世界语文大学 

1977-1980 苏联科学院研究生（莫斯科） 

1982-1983 伦敦大学学院，英文调查，研究生 

1998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外交学院学习 

2005-2007 库纳耶夫大学，法理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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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作为哈萨克斯坦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至五十六届会

议、里约+5 大会特别会议、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

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二

十四和三十七届会议。 

- 作为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团长出席下列会议：妇女地位委员会第四十九至

五十一届会议、儿童权利委员会第四十三和四十五届会议、欧安组织人

权执行年会（2004 年,2005 年）、伊斯兰会议组织第一届关于妇女在伊

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发展中的作用会议（2006 年）。 

- 作为顾问参加妇发基金咨询委员会的工作（2001 年-2003 年）、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团成员（2001 年-2002 年）。 

- 国家家庭问题和两性平等政策委员会成员——自 1999 年起。 

-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直属人权委员会成员——自 2004 年起。 

- 哈萨克斯坦金的多夫全国 SOS 基金理事会主席——自 2007 年起。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有关国际关系、人权、两性平等之类问题的许多出版物的作者。 

 
 

  拉蒂法·吉巴布蒂(Latifa Jbabdi)(摩洛哥)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5 年 1 月生于摩洛哥提兹尼特 

工作语文 

 法文和阿拉伯文 

现任职务 

- 人权、妇女权利、过渡时期司法、人类发展和两性平等办法私人顾问（摩

洛哥、阿拉伯区域、非洲、欧洲-地中海地区、国际会议）； 

- 2007 年起任摩洛哥议会下院议员。 

主要专业活动 

- 摩洛哥社会发展局常任专家 

- 2002 年起，摩洛哥人权咨询委员会（国家人权机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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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至 2005 年，曾任公平与和解机构（过渡时期司法框架下的真相

委员会）成员 

- 国家儿童权利观察所成员 

- 1989 年至 1999 年，拉巴特，Sanabil Alfath 私人学校（小学及学龄前）

校长及创始人 

- 1981 年至 1989 年，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阿拉伯化研究院研究员 

- 1979 年至 1981 年，大学第二阶段哲学教授；1981 年至 1983 年在私营

学校任教 

- 1983 年至 1995 年，“08 Mars”报（女权月刊）主编 

- 1984 年至 1988 年，《Mémorial du Maroc》阿拉伯文版主编 

学历 

• 正在进修博士，发展社会学“妇女融入发展政策”，魁北克大学蒙特利

尔分校，蒙特利尔 

• 女权研究硕士文凭，2000 年 6 月，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蒙特利尔 

• 社会学硕士，1999 年 9 月，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蒙特利尔 

• 社会学本科，1981 年，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文学和人文学院 

• 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大学普通文凭，1979 年，拉巴特，穆罕默德五世

大学文学和人文学院 

• 现代文学业士，1974 年，拉巴特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1983 年起，妇女行动联盟（具有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创

始主席 

• 1983 年至 1994 年，“08 Mars”报主编 

• 妇女协调民主委员会（11 个协会）创始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 1996 年

10 月，主要争取妇女政治权利 

• 改变属人法（家庭法）国家委员会创始成员及协调员，该委员会成立于

1992 年 4 月（23 个协会和 120 位人士） 

• 反暴力国家委员会创始成员及协调员，该委员会成立于 1993 年（93 个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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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妇女权利监测委员会创始成员及协调员，该委员会成立于 1994 年

（8 个协会） 

• 1993 年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国家协调委员会创始成员及协调员 

• 1993 年非统组织举办的维也纳人权会议的非洲妇女非政府组织区域会

议协调员 

• 1995 年北京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国家筹委会创始成员 

• 筹备和后续内罗毕妇女问题世界会议（1984 年至 1989 年）和北京会议

（1994 年至 1996 年）的国家混合（政府和非政府）委员会成员，“妇女

参与政治和行政”委员会主席 

• 国家扫盲战略研究混合（国家和民间社会）委员会成员 

• 1998 年 3 月被指定为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民间社会大使 

• 摩洛哥和阿拉伯世界全球妇女大游行协调员，2000 年 3月 12 日于拉巴特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 Pour une présence plus visible de la question féminine Journal Anoual. 

• La femme ouvrière marocaine, la double servitude, Journal Anoual. 

• De l’Histoire du féminisme, Journal Anoual 

• Le nouveau projet du statut personnel. Journal Anoual. 

• La polygamie et la nouvelle Moudawana. Journal Anoual 

• La femme marocaine et le travail selon les dernières statistiques officielles. 
Journal Anoual. 

• Les ouvrières des manufactures des tapis (enquête réalisée dans 35 
manufactures de Rabat-Salé). 

• La femme marocaine et les élections. Journal Anoual. 

• La femme marocaine et la politique, les apports et les blocages. Journal 
Anoual. 

• Pour un mouvement de masse des femmes. Journal Anoual. 

• Que les femmes défient les obstacles et luttent pour un avenir meilleur. 
Journal Anoual. 

• Pour une nouvelle approche de la question féminine. “journal 8 mars’. 

• Le socialisme, la cause féminine et les tendances dominantes au Maroc, 
“journal 8 mars”. 

• Pour un mouvement de masse des femmes démocratiques, ‘journal 8 mars”. 

• Où va la femme marocaine?. “journal 8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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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ur une meilleure Intégration des femmes au développement. “journal 8 
mars”. 

• Combien de femmes sommes-nous ? (analyse des statistiques officielles). 
“journal 8 mars’. 

• La femme marocaine et les élections législatives. «journal 8 mars». 

• Le travail des femmes au Maroc, «journal 8 mars», 

• Le féminisme français “journal 8 mars”. 

• Les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ux et la femme, “journal 8 mars”. 

• Le divorce: droit exclusif de l’homme ou le recours au juge, “journal 8 
mars”. 

• La femme ouvrière une présence de poids mais.., ‘journal 8 mars”. 

• Enquête sur les lycéennes “journal 8 mars”. 

• L’Union de l’Action Féminine, Journal Anoual. 

• Deux cent femmes pour une même cause, Journal Anoual,. 

• Les femmes dans le mouvement national, le mouvement des femmes sous le 
Colonialisme: Interview avec Malika El Fassi, la femme qui a signé la 
charte de l’Indépendance, “journal 8 mars’. 

• Quels acquis pour les femmes? “journal 8 mars”. 

• Quelles stratégies pour l’émancipation de la femme?, “journal 8 mars”. 

• Le parlement et la femme, dossier, Interviews effectués avec des députés de 
l’opposition et l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parlementaire des affaires 
sociales, “journal 8mars”. 

• A propos de la division sexuelle du travail. “journal 8 mars”. 

• La crise des structures familiales au Maroc, “journal 8 mars”. 
 

  索莱达·穆里略·德拉韦加(Soledad Murillo de la Vega)(西班牙)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6 年 4 月 21 日，马德里 

工作语文 

西班牙文：母语 

英语：能说，写作流利，理解正确 

法文：说与写均流利，理解正确 

现任职务 

 自 1995 年 5 月：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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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拉曼卡大学社会学系 

主要专业活动 

2004 年至 2008 年西班牙政府平等政策总秘书处，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1995-2004 年萨拉曼卡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1993 年至 1995 年代理教授 

1991 年至 1993 年研究市场调查技术 

1988 年至 1991 年劳工部技术人员研究处 

 其他： 

 - 参加了各种获得资助的研究项目； 

 - 在参与公司或政府的许多项目； 

 - 出席学术界大量活动； 

 - 指导博士学位论文 

学历 

孔普卢顿大学社会学学士（1981 年——马德里） 

孔普卢顿大学方法学系，交流研究和理论专业，社会学博士（1993 年——马

德里） 

女权主义和表现研究生课程（1990-1992 年——孔普卢顿大学） 

应用心理治疗中心，QUIPU 分析中心，语音分析课程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担任政治平等问题秘书长：主管两个关键大方向：妇女问题研究所（卫

生、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和反对性别暴力特别代表团 

- 参与：在欧洲负责平等事务的部长会议上，就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

第五次报告进行答辩，并担任社会福利部代表团团长（2005-2007 年） 

- 在西班牙参议院混合委员会就性别暴力行为领域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

发言（2001 年） 

- 萨拉曼卡大学妇女问题研讨会的推动者和主席 

- 妇女问题研究所小组成员（1998-2000 年） 

- 平等问题科学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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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 Ciudadanía. Diccionario de Solidaridad. Antonio Ariño(ed). Tomo II. 
Valencia 2003 

- Ciudadanía activa: la participación de las mujeres. Madrid 2003 

- Lo Común y lo propio en las relaciones de pareja. Constanza Tobio 
(ed).Madrid 2003 

- Relaciones de Poder entre hombres y mujeres. Construcción de Roles en la 
violencia doméstica. Madrid 2001 

- Nuevos riesgos y nuevas formas de pensar el empleo femenino. Teresa Ló
pez de la Vieja. (ed.) Salamanca 2000 

 

  玛丽-克里斯蒂娜·恩塔戈韦鲁姆加拉(Marie-Christine Ntagwirumugara) 
(布隆迪)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9 年 11 月 28 日，布琼布拉省 

工作语文 

 法文和英文 

现任职务 

 布隆迪议会议员，议会两性平等问题协调中心 

主要专业活动 

- 人权、善治和法治宣传活动 

- 世界银行、人口基金、妇发基金全球权利、行动援助、开发署和几个当

地非政府组织的两性平等问题咨询人 

- 担任在布隆迪从事工作的几个组织（包括布隆迪人权专员办公室）的人

权培训员 

- 天主教律师协会法律代表 

- 妇女律师协会的共同创始人 

- 执行布隆迪法律文书基于性别的方式女议员和部长宣传网络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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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1. 法律学士学位，2. 司法改革区域课程证书，达喀尔，2000 年，3. 基

于性别的方式课题证书，布琼布拉，2000 年，4. 妇女冲突管理证书，基加

利，2002 年，5. 在治理中加强对性别问题的敏感认识第 8 次培训证书，马

尼拉，2007 年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通过布隆迪继承法宣传活动 

- 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培训班 

- 取缔对妇女性虐待和不人道待遇的宣传 

- 关于继承法、婚姻法和捐赠法的培训 

- 律师助手培训 

该领域 新出版物清单 

- 布隆迪法制中涉及行政争议的条例，1986 年 10 月 

- 布隆迪妇女保护制度的正面部分和缺陷，2001 年 

- 国家宪法两性平等问题理事会宣传文书，2002 年 3 月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培训手册及其在布隆迪的法律意义，

2005 年 11 月 

- 关于在布隆迪适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备用报告，2007

年 1 月 

  西尔维娅·皮门特尔(Silvia Pimentel)(巴西)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0 年 3 月 3 日，巴西米纳斯吉斯拉斯 

工作语文 

 西班牙文、英文和法文 

现任职务 

 圣保罗天主教主教大学法律系研究生课程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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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专业活动 

 目前在圣保罗天主教大学讲授法律课程，她于 1973 年开始讲课并讲授

法律系研究生课程 

 2005 年至 2008 年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专家 

学历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律哲学博士——1977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1973 年 

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法学学士——1970 年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非政府组织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保卫妇女权利委员会（拉加妇权会）创始成员，

1987 年。荣誉咨询理事会成员，2003 年——拉加妇权会巴西分会

现任协调员，1992-2005 年； 

- 国际妇女权利行动观察（妇女权利观察）创始成员，1985 年； 

- 促进平等研究所所长，2003 年至现在； 

- 公民身份与性别平等委员会理事会成员； 

 选定的宣传经验 

- “The New Civil Statute of Women”的作者，提出巴西民法典改

革提议。于 1981 年提交国民议会，于 2002 年列入巴西民法典改革

项目中； 

- 参加巴西宪法的草拟过程，是 1986 年 8 月撰写历史性“妇女给选

民的信”的 6 名妇女之一。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1. “The Circle of Empowerment”内的“Education and Legal Literacy”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25 周年书籍，由 Cees Flinterman 和 Beate 
Schopp-Schilling 筹划, 女权运动者出版社，纽约，2007 年； 

 2. “Legitimate defense of honour, or Murder with Impunity?”拉丁美洲

法规和判例法批判性研究，作者：Silvia Pimentel,Valeria Pandjiardian 和 Juliana 
Belloque,编辑：Lynn Welchman 和 Sara Hossain,ZED 出版社，伦敦，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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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多利亚·波佩斯库(Victoria Popescu)(罗马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1 年 8 月 23 日，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 

工作语文 

 英文、法文 

现任职务 

罗马尼亚驻瑞典王国大使（自 2004 年 9 月起） 

罗马尼亚男女机会平等部际委员会成员（自 1999 年起） 

主要专业活动 

 法文和英文口译员和教师。自 1990 年：外交官，个人对人权和全球事

务特别感兴趣；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和参赞（1994 年-1999 年）；

外交部西欧委员会负责人权事务的副主任（1999 年-2000 年）；联合国和全

球事务主任和总干事（2000 年-2004 年）；罗马尼亚驻瑞典王国大使。 

 参加国际会议（例如，2005 年在北京举行的妇女问题世界会议；2002

年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蒙特雷首脑会议）及人权问题和男女平等问题会议

（在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委员会和世界法语国家组织的主持下）。 

 协助起草和提出给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人权

事务委员会的国家报告。 

学历 

 布加勒斯特大学外文系（法-英专业）（1971 年-1976 年）； 

 大学毕业后的学习：英文提高班（牛津，1991 年）；国际关系（罗马尼

亚，1993 年-1994 年；荷兰，1994 年）。 

在涉及所申请的公约机构任务规定的领域中的其他活动 

 国际职位：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专家（2003 年-2006 年；消除对妇女

歧视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2003年-2004年）；妇发基金咨询委员会主席（1998

年-2000 年）；联大第三委员会报告员和副主席（1996 年-1997 年，1998

年-1999 年）；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候补成员（2000 年-2006 年）。 

 推动联合国通过关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决议；推动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

形式歧视公约》妇女问题任择议定书（1997 年-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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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会议期间担任《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顾问（2005 年布拉迪斯拉发，

2006 年曼谷）。 

 欧洲委员会民主未来论坛“权力与性别”小组成员（2007 年 6 月斯德哥

尔摩）。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关于两性平等和人权的文章和研究报告 

提交国际会议的关于人权和两性平等的发言稿 

在罗马尼亚和瑞典提交联合国和妇女协会的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

公约》的讲稿 

 
 

  祖赫拉·拉塞克(Zohra Rasekh)(阿富汗)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4 年 2 月 7 日，阿富汗喀布尔 

工作语文 

 英文、法西文/达里文 

现任/职务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人权和妇女国际事务处负责人 

外交部两性平等和人权问题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在制定提交国际社会和捐助界的两性平等和人权问题政策和行动方面向政

府提出建议 

 与妇女事务部、阿富汗人权委员会及两性平等和人权领域的国际组织进行联络 

 监察和报告地方和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开展的两性平等和人权方面的活动 

 调动资源和技术知识，促进满足阿富汗在两性平等和人权领域的需要 

 领导阿富汗政府国际人权条约报告的工作 

 审查并提出在阿富汗境外遭受暴力或不公正的女受害人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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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公共卫生专业硕士，乔治·华盛顿大学医药和保健科学学院，1994 年 5

月，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社会学学士，乔治·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学院，1989 年 12 月，哥伦比

亚特区华盛顿 

 研究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妇女与公共政策方案，2006 年 1 月，

马萨诸塞州堪布里奇 

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下列部门的积极成员：美国-阿富汗妇女理事会、阿富汗消除暴力侵害

妇女行为委员会、人权咨询小组及《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审查委员会（对

照阿富汗法律审查《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阿富汗政府和安全理事会小组） 

 下列活动的负责人：国际人权条约（包括《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报

告能力建设项目、打击贩运妇女和女童项目及从伊斯兰观点看待妇女权利的

研讨会 

该领域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Women’s Health 和 Human Rights in Afghanistan”，美国医学会杂志 

 “The Taliban’s War on Women：A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Crises in 
Afghanistan”，人权医师组织 

 “Education、A Health Imperative：The Case of Afghanistan”，François-Xavier 
Bagnoud 卫生与人权中心，哈佛出版物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of Adolescent Girls in Afghanistan”，美国妇女医学

杂志 

 “In this Generati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Policies for a Youthful 
World”， 

 PAI 出版社 

 

  邹晓巧(中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2 年 2 月 22 日，中国江苏省 

工作语文 

 中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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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国际事务部部长 

中国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性别问题高级顾问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成员，2005 年至 2008 年 

其他职务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副会长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会理事 

主要专业活动 

 1. 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缔约国义务、消除对妇女歧

视委员会向中国和越南政府所提结论意见和一般性建议的宣传者和培训员。 

 2. 中国政府的两性平等问题顾问，并为地方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妇

女专业人员和广大民众担任妇女人权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培训员。 

 3. 中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瑞典在制止家庭暴力、制止贩运妇女和儿

童、能力建设和性别平等主流化等领域合作项目的促进者和协调者。 

 4. 中国-加拿大、中国-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加拿大-挪威和

中国-瑞典人权对话的主旨发言者。 

 5. 参加第三和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

会议、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届会的中

国代表团候补代表和顾问。 

教育背景 

 1986 年 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方法学，数据收集与数据分析，毕业

证书 

 1985 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妇女研究，毕业证书 

 1978-1980 年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历史，政治，文学，毕业证书 

 1971-1975 年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国文学，文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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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2004 年-2008 年  关于妇女人权、两性平等、性别平等主流化、促进两性平等的

预算编制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培训方案的协

调员和培训员 

2003 年  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第五、六次定

期报告审查专家委员会成员 

2002 年  参加关于非法流动：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的第二次区域会议的

中国代表团团长 

1999 年  关于审查中国第三、四次定期报告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

十二届会议中国代表团候补代表 

1997 年  中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第三、四次定

期报告起草委员会成员 
 

 2. 性别问题 

2006 年  出席第六次东亚妇女论坛和北京第一次东盟妇女论坛 

2005 年  北京联合国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10 周年纪念活动组织委

员会成员 

2004 年  北京全球妇女企业家会议组织者 

2001 年-2003 年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领袖网协调委员会成员 

1996 年  出席提高农村和岛屿妇女经济地位亚洲和太平洋区域指导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中国第一夫人私人代表 

1995 年  参与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中国组织委员会的工作 

1994 年  出席第二次妇女参与发展亚太部长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 
 

近发表的著作清单 

2004 年 4 月获得中国人权基金会颁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权”奖 

《文明社会的脚步》，第 2 卷，《人权杂志》，北京，2004 年 

《国际妇女运动和组织》，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 年 

《参加非政府组织 95 妇女论坛的中国妇女》主编，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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