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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为协助植检委解决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问题，植检委第十二届会议（2017 年）

设立了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1，负责提供整体策略并监督植检委派发的部分

相关工作。由此，之前履行类似职能的能力发展委员会予以解散。 

II.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审查  

在 2018 年 12 月召开的主席团会议期间2，主席团请秘书处与联合国粮农组织

法律服务部门合作，酌情修订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的职责范围及议事规则，

使之更加清晰并与标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及议事规则保持一致。  

主席团商定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还指出有意在其中

纳入7名区域代表和5名专家，根据议题08.2（文件CPM 2021/09）3提交给植检委的

修订版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职责范围及议事规则中现已较为明确地体现了

这一意向。此外，区域植物保护组织技术磋商会和标准委员会均遴选了1位代表

作为委员会成员。 

III.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提名程序 

2019 年 12 月，《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发布关于提名区域代表和专家作为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包括候补及替补成员）的通知 4。通知要求各

区域的主席团成员为所在区域制定一套程序，目前他们已遵照这套程序选定一名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作为所在区域的代表。此外，主席团审查了各项

专家提名，并且参考各项要求及技能平衡列表另外遴选了 5 名成员。2020 年  

5 月，主席团审核完毕全部提名，选出并任命了 7 名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区域

代表，5 名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的专家，以及 4 名候补及替补成员。  

有 3 个区域仍未选出候补及替补成员。因此，为使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

满员，《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了为亚洲、近东及拉丁美洲

区域提名候补及替补成员的通知5。由于亚洲区域没有提名人选，主席团成员一致

同意空缺该席位。就近东、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而言，《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

只收到每个区域各一个提名，因此这几个区域的主席团成员将这些提名人选列为

各自区域的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候补及替补成员。 

                                                 
1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职责范围及议事规则：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5672/  

2 2018 年 12 月植检委主席团电话会议报告：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6921/  

3 CPM 2021/09：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9283/  

4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 提名通知：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implementation-and-

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ic-members/ 

5  实 施 工 作 和 能 力 发 展 委 员 会 候 补 成 员 提 名 通 知 ：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alternate-and-

replacement-members-of-the-ic/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5672/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6921/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9283/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implementation-and-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ic-members/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implementation-and-capacity-development-committee-ic-members/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alternate-and-replacement-members-of-the-ic/
https://www.ippc.int/en/calls/call-for-alternate-and-replacement-members-of-th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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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正式成员及候补成员任期均为三年，经主席团

同意可以连任。 

席团遴选和任命的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名单载于附录 1。 

IV. 决策 

请植检委： 

1. 确认附录 1 所载列的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候补及替补成员名单。 

 

  



4 CPM 2021/32 

 

附录 1：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  

 

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成员 

区域/职责 国家/组织 姓名、机构、地址、电话 电子邮件账户 当前任期/ 

任期持续时间 

非 洲 肯尼亚 Faith NDUNGE女士 

 

肯尼亚植物健康检查署 

贸易与标准局首席视察员 

P.O. Box 49592, 00100 

肯尼亚内罗毕 

电话：254 722697674 

ndungeq@yahoo.com  

 

fdunge@kephis.org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亚 洲 大韩民国 Kyu-Ock YIM女士 

 

农业、粮食和农村事务部 

动植物检疫机构植物检疫部门 

出口管理司高级研究员 

大韩民国 

电话：82-31-420-7665 

koyim@korea.kr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欧 洲 爱沙尼亚 Olga LAVRENTJEVA女士 

 

农村事务部 

植物检疫事务顾问 

Lai tn 39 // Lai tn 41, 15056  

爱沙尼亚塔林 

电话：+372 6256 535 

olga.lavrentjeva@agri.ee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伯利兹 Francisco Adrian GUTIERREZ先生 

 

伯利兹农业卫生局 

植物健康技术主任 

Corner Hummingbird Highway / Forest Drive 

伯利兹贝尔莫潘 

电话：501-604-0319 

francisco.gutierrez@baha.org.bz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近东及北非 埃及 Ahmed M. Abdellah 

ABDELMOTTALEB先生 

 

市政与环境部 

植物保护和防疫检疫部门植物健康官员 

P.O. 1966 

卡塔尔多哈 

电话：+97433262779 

bidoeng@yahoo.com 

 

 

bidoeng@gmail.com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北 美 加拿大 

（实施工作和 

能力发展委员会 

主席） 

Dominique PELLETIER先生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国际植物健康标准官员 

1400, Merivale Rd, Tower 1, Room 307, 

K1A 0Y9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 

电话：613-773-6492 

dominique.pelletier2@canada.ca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mailto:ndungeq@yahoo.com
mailto:fdunge@kephis.org
mailto:koyim@korea.kr
mailto:olga.lavrentjeva@agri.ee
mailto:francisco.gutierrez@baha.org.bz
mailto:bidoeng@yahoo.com
mailto:bidoeng@gmail.com
mailto:dominique.pelletier2@cana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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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职责 国家/组织 姓名、机构、地址、电话 电子邮件账户 当前任期/ 

任期持续时间 

西南太平洋 斐济 Nilesh Ami CHAND先生 

 

斐济生物安全局 

植物保护首席官员 

G. P. O. Box 18360 

斐济苏瓦 

电话：+679 9967 595 / 8960580 

pranavrchand@hotmail.com 

 

 

nachand@baf.com.fj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专 家 澳大利亚 

（实施工作和 

能力发展委员会 

副主席） 

Christopher John DALE先生 

  

农业、水资源与环境部 

植物健康监测与诊断助理主任 

7 London Circuit, ACT 2601  

澳大利亚堪培拉 

电话：+61 262725192 / +61 466459129 

chris.dale@agriculture.gov.au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专 家 智利 Ruth AREVALO MACIAS女士 

 

植物检疫监管认证部门专业人士 

Paseo Bulnes 140, Piso 3 

智利圣地亚哥 

电话：56223451246 

ruth.arevalo@sag.gob.cl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专 家 哥斯达黎加 Magda GONZALEZ ARROYO女士 

 

Sabana Sur州植物检疫服务 

标准与规范部门主管 

contiguo a edificio del Ministerio de 

Agricultura y Ganadería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电话：(506)25493600 

mgonzalez@sfe.go.cr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专 家 荷兰 Thorwald GEUZE先生 

 

荷兰食品和消费者产品安全管理局 

植物健康高级官员 

Catharijnesingel 59, 3511 GG  

荷兰乌特勒支 

电话：+31-(0)6-51290267 

t.geuze@nvwa.nl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专 家 新西兰 Lalith Bandula KUMARASINGHE先生 

 

初级产业部 

诊断与监视服务中心 

植物健康与环境实验室 

231 Morrin Road, St. Johns. 

新西兰奥克兰 

电话：(64) 9 9095713/ 

手机：(64) 299095713 

Lalith.kumarasinghe@mpi.govt.nz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mailto:pranavrchand@hotmail.com
mailto:nachand@baf.com.fj
mailto:chris.dale@agriculture.gov.au
mailto:ruth.arevalo@sag.gob.cl
mailto:mgonzalez@sfe.go.cr
mailto:t.geuze@nvwa.nl
mailto:Lalith.kumarasinghe@mpi.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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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工作和能力发展委员会候补及替补成员 

 

区域/职责 国家 姓名、机构、地址、电话 电子邮件账户 当前任期/ 

任期持续时间 

非 洲 塞拉利昂 Raymonda JOHNSON女士 

 

农业及林业部 

作物保护—国家植物保护组织主管 

1st Floor Youyi Building 

塞拉利昂布鲁克菲尔兹 

电话：+23276271030 

 

raymonda.johnson@yahoo.com 

 

 

raymonda.johnson.rj@gmail.co 

m 

第一个任期 

（2019-2022） 

亚 洲  空 缺    

欧 洲 拉脱维亚 Ringolds ARNITIS先生 

 

国家植物保护服务首席顾问 

Lielvardes 36, Riga, Lv-1036 

拉脱维亚 

电话：+371-26647626 

 

ringolds.arnitis@hotmail.com 第一个任期 

（2019-2022） 

                                                 
6 指定的代表可根据标准委的决定不时变化  

7 指定的代表可根据区域植保组织技术磋商会的决定不时变化  

区域/职责 国家/组织 姓名、机构、地址、电话 电子邮件账户 当前任期/ 

任期持续时间 

标准委的代表6    Mr Álvaro SEPÚLVEDA LUQUE 

 

农业和森林保护部门 

农业和畜牧业服务 

农业工程师/主管进口、农业和畜牧业 

Av. Bulnes No. 140, 3er. Piso.  

智利圣地亚哥 

电话：+56 2 23451454/ 

传真：+56 2 23451203 

 

alvaro.sepulveda@sag.gob.cl 

 

 

asepulvedal@hotmail.com 

第一个任期 

（2018-2021） 

区域植保组织 

技术磋商会的 

代表7 

北美植物保护 

组织 

Stephanie BLOEM女士 

 

北美植物保护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 

1730 Varsity Drive, Suite 145, 27606  

美利坚合众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 

电话：+ 919 617 4040/ 

手机：+ 919 4804761 

stephanie.bloem@nappo.org; 

 

 

tita.bloem@gmail.com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mailto:raymonda.johnson@yahoo.com
mailto:raymonda.johnson.rj@gmail.com
mailto:raymonda.johnson.rj@gmail.com
mailto:ringolds.arnitis@hotmail.com
mailto:alvaro.sepulveda@sag.gob.cl
mailto:asepulvedal@hotmail.com
mailto:stephanie.bloem@nappo.org
mailto:tita.bloe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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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国家 姓名、机构、地址、电话 电子邮件账户 当前任期/ 

任期持续时间 

北美洲 美利坚合众国 Wendolyn J. BELTZ女士 

 

美国农业部植物保护与检疫局国家实地业

务主任 

2150 Centre Ave.,Bldg. B, 80526 

美利坚合众国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 

电话：970-494-7564 

 

Wendolyn.beltz@usda.gov 第二个任期 

（2020-2023）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 

阿根廷 Melisa Graciela NEDILSKYJ女士 

 

国家卫生与食品质量局 

植物保护专业分析师 

Lago Alumine 2358, Lomas de Zamora. 1832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电话：(+5411) 42984981/ 

手机：+54911)54193856 

 

mnedilsk@senasa.gob.ar  

melisanedilskyj@yahoo.com.ar 

第一个任期 

（2021-2024） 

近东及北非 埃及 Islam Farahat Abdel-Aziz ABOELELA先生 

 

植物检疫中央局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部门主管兼植物检疫及

植物保护专家 

6 Michel Bakhoum St., Dokki 

埃及吉萨 

电话：+2037608575/ 

手机：+201007054480 

 

islam.gene@gmail.com 第一个任期 

（2021-2024） 

西南太平洋 库克群岛 Ngatoko TA NGATOKO先生 

 

库克群岛政府农业生物安全服务部主任 

P.O. BOX 96 

库克群岛政府拉罗汤加

nngatoko@agriculture.gov.ck 

库克群岛 

电话：(682) 28711 (wk), 20377 (hm) 

 

ngatoko.ngatoko@cookislands. 

gov.ck 

第一个任期 

（2020-2023） 

 

mailto:Wendolyn.beltz@usda.gov
mailto:mnedilsk@senasa.gob.ar
mailto:melisanedilskyj@yahoo.com.ar
mailto:islam.gene@gmail.com
mailto:nngatoko@agriculture.gov.ck
mailto:nngatoko@agriculture.gov.ck
mailto:ngatoko.ngatoko@cookislands.gov.ck
mailto:ngatoko.ngatoko@cookislands.gov.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