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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
第三届会议
2015 年 1 月 12–17 日，德国波恩
临时议程*7 (a)
平台的运作规则和程序：
提名和选举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

多学科专家小组：小组成员的提名和甄选过程和已收到的提名
秘书处的说明
1.
在于 2013 年 12 月 9 至 14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对平台全体
会议议事规则中涉及多学科专家小组的条款进行修正的第 IPBES-2/1 号决定。
作为该项决定的一部分，就专家小组成员的提名和甄选准则（载于议事规则第
26 条和第 27 条）以及选举专家小组成员的程序（载于第 28 条）达成了一致意
见。
2.
根据第 26 条，多学科专家小组候选人由平台成员提出，供各区域进行提
名和由全体会议进行选举。在考虑到学科和性别平衡的基础上，每个区域将向
小组提名五名候选人。第 26 条还规定了在提名和甄选小组成员时应予考虑的
各项标准，包括：
(a) 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在生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科学专门
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也包括传统知识和地方知识；
(b)

科学、技术或政策专门知识以及对于平台工作方案主要内容的了

(c)

在沟通、宣传和将科学纳入政策制定过程方面的经验；

(d)

在国际科学和政策进程中工作的能力。

解；

3.
此外，全体会议在第 IPBES-2/2 号决定中就提名和甄选过程提供了进一步
指导，包括：
(a) 需要确保多学科专家小组的成员构成能够反映出区域、性别和学科
方面的平衡，并符合议事规则，特别是其中第 26 条；
(b)

每一区域组的候选人提名最终应当由该区域组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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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临时多学科专家小组需于 2014 年 6 月之前编写一份报告，反思在其
履行职能方面取得的经验教训以及如何加以改进；
(d) 各区域组在提交专家小组成员的提名时，应考虑到性别平衡和学科
多样性两方面的需要，以便使专家小组得以在性别和学科上获得总体平衡；
(e) 各区域组应早日着手就各项可能的提名进行磋商，并酌情与其各自
的主席团成员接洽，以便利在其区域内部以及与其他区域开展讨论，从而确保
专家小组的成员构成保持平衡；
(f) 各区域组应从最广泛的利益攸关方中为专家小组成员的潜在候选人
征求提名；
(g) 每一区域组应考虑提名一至三名专家小组的现任成员再续任一个任
期，以确保其工作的连续性；
(h) 专家小组和主席团在首期工作方案结束之际，评估联合国区域结构
在确保专家小组的构成得以保持最适当的区域平衡方面的功能，并就专家小组
成员的区域分配问题进行评价和提出各种选项。
4.

根据第 29 条，每位专家小组成员的任期均为三年，可连任一届。

5.
为此，秘书处依照第 27 条，邀请平台各成员至迟于 2014 年 8 月 15 日向
秘书处提交多学科专家小组的书面提名和被提名人的履历。该邀请随附一份指
导性文件(见 IPBES/3/INF/16)，对平台成员提议、各区域提名和全体会议选出
专家小组成员的过程提供了指导，这一过程需考虑到区域、性别和学科方面的
平衡，并且符合全体会议的议事规则，平台的职能、运作原则和机构安排，以
及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上作出的相关决定（见上文第 2 段）。此外，应全体会
议请求，临时多学科专家小组于 2014 年 5 月编制了一份报告，其中反映了该
小组在履行职能过程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IPBES/3/INF/16，附件二)。
6.
2014 年 9 月初，在平台网站上发布并向五个对应区域提供了所有被提名
人的姓名和履历以及提名国名称。根据平台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上作出的建议
（见上文第 3 (g)段）以及临时专家小组关于所汲取经验的报告中作出的建议，
此份名单中包括再获连任提名的临时专家小组现任成员。
7.
全体会议主席团还商定在紧接平台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召开之前举行各区
域磋商会(见 IPBES/3/1/Add.1)，以便就专家小组成员的甄选问题展开区域间和
内部的磋商。
8.
本说明载列了截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收到的、供平台全体会议第三届会议
审议的所有被提名人名单。所有被提名人的履历载于文件 IPBES/3/INF/15 和
Ad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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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提名（截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

提名国

姓名

职务

性别

贝宁

EtotépéSogbohossou

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农业科学学院， 女
助理教授

喀麦隆

Prudence Galega

环境和自然保护部，技术顾问

埃及

Mostafa Foudaa

埃及环境事务局，生物多样性问题顾 男
问

埃塞俄比亚

Sebsebe Demissewa

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男
植物学教授

加蓬

Jean Bruno Mikissaa

国家水和森林学院，副主任

肯尼亚

Agnes Muthumbi

内罗毕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高级讲 女
师

肯尼亚

Gideon Nyamasyo

内罗毕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生物学 男
副教授

肯尼亚

Stella Simiyu

环境部，技术顾问

马达加斯加

Voahangy Raharimalala

国家环境办公室，环境信息系统股股 女
长

马达加斯加

Ivy Sahoby Randriamahaleo

森林总局，环境、生态和森林部，技 男
术助理

摩洛哥

Mohamed Dakki

穆罕默德五世-阿格达勒大学，科学研 男
究所，教授

尼日尔

Hamissou Halilou Malam
Garba

环境、城市卫生和可持续发展部，司 男
长

塞内加尔

Charlotte Karibuhoye Said

Fondation Internationale du Banc
女
d'Arguin，海洋保护区问题区域项目协
调员

南非

Kiruben Naicker

环境事务部，科学政策接口，主任

男

苏丹

Mohamed Abbas

水资源和电力部，水资源工程师

男

苏丹

Asia Mohamed

喀土穆大学，环境研究所，讲师兼研 女
究员

乌干达

Samson Gwali

国家林业资源研究所，项目负责人/高 男
级研究主任

乌干达

Evelyn Lutalo

国家环境管理局，地区支助干事

非洲国家

坦桑尼亚联合共 George Kafumu
和国

女

男

女

女

副总统办公室，环境司，减少发展中 男
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量
(REDD)国家工作队成员、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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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国家

4

阿富汗

Ghulam Mohd Malikyar

国家环境保护局，环境技术高级顾问 男

孟加拉国

Rashed Al Mahmud Titumir

达卡大学，发展研究系，副教授

中国

Bojie Fu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 男
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中国

Yi Huang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 女
境科学中心，教授

中国

Junsheng Li

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 男
研究员、副所长

中国

Haigen Xu

中国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教授、副所长

斐济

Randolph Thamana

南太平洋大学，科学、技术和环境学 男
院，地理、地球科学和环境学院，教
授

印度

Vinod Mathura

印度野生动物研究所，主任

印度尼西亚

Rosichon Ubaidillah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生物研究中心，动 男
物科科长；Zoologicum Bogoriense 博
物馆，研究员

日本

Yoshihisa Shirayamaa

日本海洋地球科学技术署，科学事务 男
执行主任

马来西亚

Leng Guan Saw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森林生物多样 男
性司

马尔代夫

Hussein Zahir

住房与环境部，气候变化信托基金， 男
湿地保护与珊瑚礁监测，珊瑚问题协
调员

尼泊尔

Krishna Chandra Paudel

科学、技术与环境部，常任秘书

男

巴基斯坦

Syed Najam Khurshid

全球环境管理服务，首席技术顾问

男

菲律宾

Vincent V. Hilomen

生物多样性管理局，优先项目执行主 男
任

菲律宾

Nina Rivera Ingle

达沃雅典耀大学，高中部，代理校长 女

菲律宾

Perry S. Ong

菲律宾大学，生物学研究所，野生动 男
物生物学教授

菲律宾

Elpidio Ven Peria

Elpidio V. Peria Legal and Legislative
Consultancy，执业律师

男

东欧国家
阿尔巴尼亚

Djana Bejko

阿尔巴尼亚环境部，副部长

女

男

男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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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罗斯

Ruslan Novitsky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身为白俄罗斯 男
国家科学院动物学研究所)生物资源科
学实践中心，环境转变的生态影响项
目负责人

克罗地亚

Roman Ozimec

独立研究员

克罗地亚

Maja Vasilijević

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世界自 女
然保护联盟跨界保护专家小组，主席

格鲁吉亚

Tamar Pataridzea

格鲁吉亚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部，林 女
业政策服务，服务主管

匈牙利

György Patakia

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环境科学研 男
究所，环境经济学和技术系，副教
授、研究主任

匈牙利

Katalin Török

生态学和植物学研究所，生态研究中 女
心，研究员

俄罗斯联邦

Yury Dgebuadze

俄罗斯科学院 A.N.Severtsov 进化与生 男
态研究所，副主任

俄罗斯联邦

Victoria Elias

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项目主任

女

俄罗斯联邦

Rustam Sagitov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

男

俄罗斯联邦

Nikolay Sobolev

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高级科 男
学研究员

俄罗斯联邦

Alexandr Sorokin

男

斯洛伐克

Rastislav Rybanič

自然保护和景观开发部总干事，斯洛 男
伐克环境部生态系统测绘与评价工作
负责人

土耳其

Günay Erpula

安卡拉大学，农业学院，土壤科学与 男
植物营养系，教授

土耳其

Nihan Yenilmez Arpa

林业和水务部，国家公园部，自然保 女
护和国家公园总局，助理协调员

男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阿根廷

Sandra Diaza

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精确、物理和自 女
然科学学院，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
社区和生态系统全职教授

阿根廷

Maria Gabriela Palomo

科学与技术国家委员会(CONICET)， 女
高级研究员

阿根廷

Gervasio Piñeiro

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农学部，自然 男
资源系，生态学兼职教授

阿根廷

Sergio Zalba

国立德尔苏尔大学，物学、生物化学 男
与制药系，普通生物学与保护生物学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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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多民 Diego Pacheco
男
外交部和环境与水利部，顾问
族国）
玻利维亚（多民 Carlos Ivan Zambrana Flores 拉巴斯工程军校(EMI)，研究生讲师 男
族国）
Mercedes Bustamante
巴西
巴西利亚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生 女
态系，副教授
巴西

Manuela da Cunha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

女

巴西

Carlos Jolya

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 男
植物生态学系，教授

巴西

Fabio Scarano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生物学研究
所，生态系，植物生态学副教授

哥伦比亚

Brigitte Baptiste

亚历山大·冯·洪堡生物资源研究所， 女
主任

多明尼加共和国 Venecia Álvarez

多明尼加共和国外交部，科学和技术 女
司，环境主管

多明尼加共和国 Yocasta Sixtina Valenzuela
Arias

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国际环境公约监 女
测司，主任

男

危地马拉

Edgar Péreza

农村发展基金会，副主席

墨西哥

César Domínguez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生态研究所， 男
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系

墨西哥

Rodrigo Medellín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生态研究所， 男
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系，研究员

墨西哥

Daniel Piñero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生态研究所， 男
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系

墨西哥

Víctor Sánchez-Cordero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生态研究所， 男
动物学系，研究员

秘鲁

Marina Rosales Benites de
Franco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区生物多样 女
性主管

a

环境与水资源部，环境政策与规划
男
司，多边环境协定股，生物多样性专
家

特里尼达和多巴 Floyd Homer
哥
乌拉圭

男

Susana González

乌拉圭共和国大学，科学院，研究员 女

澳大利亚

Mark Lonsdalea

英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生物多 男
样性项目主任

加拿大

Jake Rice

渔业和海洋部，首席科学家

男

加拿大

Sara Wilson

自然资源研究与咨询公司，负责人

女

法国

Paul Leadleya

巴黎第十一大学，生态学、系统学与 男
进化实验室，教授、主任

西欧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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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Marie Roué

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NHN)，生态 女
人类学与人种生物学实验室，高级研
究主任

爱尔兰

James Wilson

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生态与环境 男
科学系，教授

荷兰

Christian Mulder

荷兰比尔特霍芬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 男
研究院(RIVM)，高级科学家

西班牙

Urbano Fra Paleo

埃斯特雷马度拉大学，教授

西班牙

Esteban Manrique Reol

自然科学国家博物馆(MNCN-CSIC)， 男
生物地理学与全球变化系，研究教授

西班牙

Unai Pascual

巴斯克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毕尔巴鄂) 男
Ikerbasque（巴斯克科学基金会），研
究教授

西班牙

Luis E. Santamarí
a Galdón

多纳纳生物站(EBD-CSIC)，湿地生态 男
系，终身研究员

瑞典

Marie Stenseke

哥德堡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人文 女
地理学教授

瑞士

Markus Fischer

伯尔尼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主任 男

美利坚合众国

Judith Weis

罗格斯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

亚美尼亚

Aram Aghasyan

亚美尼亚共和国自然保护部，保护区 男
管理司，主任

哈萨克斯坦

Vitaliy Gromov

Fauna Laboratories, Ltd. 副主任

哈萨克斯坦

Elina Maltseva

哈萨克斯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研 女
究所，初级研究员

男

女

观察员国家

a

男

多学科专家小组现任临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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