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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  

第十七届会议  

植检委主席团成员及替补成员 

议题 19.1 

（《国际植保公约》秘书处编写） 

[1] 植物检疫措施委员会（植检委）制定了植检委主席团《议事规则》（参见植检委

《议事规则》1附件 1 和 2）。根据《植检委主席和副主席轮值准则》（2013 年植检委

第八届会议通过2），下一任主席应从粮农组织北美区域提名，下一任副主席应从粮

农组织近东区域提名。  

[2] 鉴于现任主席和主席团成员的两年任期将在植检委第十七届会议（2023 年）结束时

届满，本届会议必须选举新一届植检委主席团。新一届植检委主席团应由一位主席、

一位副主席和另外几名成员组成，确保粮农组织所有区域均有代表入选主席团。新

一届主席团的任期将在本届会议后立即开始，在植检委第十九届会议（2025 年）

结束时届满。 

[3] 附件 1A 载列植检委主席团现任成员姓名及其所代表的粮农组织区域和任期年限。  

[4] 植检委《议事规则》第 II 条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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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该人员还必须得到其代表团团长同意才能当选。  

[5] 选举将分阶段进行，首先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然后从未由主席和副主席代表的粮农

组织区域中选举植检委主席团其余成员。 

[6] 根据植检委主席团《议事规则》第 4 条（替补成员），植检委第十七届会议（2023 年）

还需选举主席团替补成员，粮农组织各个区域应做好准备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始时

提名替补人选，以便在本届会议期间完成选举。附件 1B 载列植检委主席团现任替

补成员姓名。 

 
1 植检委《议事规则》，附件 1 和 2：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0395/  

2 《轮值准则》（植检委第八届会议报告附录 6 附件 II，第 50 页）：

https://assets.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s/2014/03/04/final_report_en_2014 -03-04.pdf  

https://www.ippc.int/en/publications/80395/
https://assets.ippc.int/static/media/files/publications/2014/03/04/final_report_en_2014-03-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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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有提名应由各区域经其既定机制或经粮农组织各区域小组主席提交。向《国际植

保公约》秘书处（ippc@fao.org）提交提名的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3 日。提名材

料应随附签字承诺声明，承诺声明模板可在植检门户网站获取3。 

[8] 提请植检委： 

(1) 选举植检委主席团主席。 

(2) 选举植检委主席团副主席。 

(3) 从未由主席和副主席代表的粮农组织区域中选举植检委主席团成员。 

(4) 选举植检委主席团替补成员。 

 

 
3 承诺声明：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governance/ippc-procedure-manual/  

https://www.ippc.int/en/core-activities/governance/ippc-procedure-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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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A-植检委主席团现任成员（植检委第十五届会议后） 

区域 国家 姓名 提名/ 

再次提名 

当前届数/ 

任期年限 

任期届满 

非洲 

（主席） 

科特 

迪瓦 

Lucien KOUAME 

KONAN 先生 

第七届（2012 年） 

第九届（2014 年） 

第十一届（2016 年） 

第十三届（2018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五届/两年 2023 年 

亚洲 中国 王福祥先生 第十三届（2018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2023 年 

欧洲 英国 Sam BISHOP 先生 第十二届（2017 年） 

第十三届（2018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替补

Marica Gatt

女士） 

2023 年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 

阿根廷 Diego QUIROGA 

先生 

第十一届（2016 年） 

第十三届（2018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替补

Francisco 

Javier 

TRUJILLO 

ARRIAGA

先生） 

2023 年  

近东 埃及 Ahmed Kamal 

ELATTAR 先生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北美洲 

（副主席） 

美国 John GREIFER 

先生 

第五届（2010 年） 

第七届（2012 年） 

第九届（2014 年） 

第十一届（2016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五届/两年 2023 年  

西南 

太平洋 

新西兰 Peter THOMSON

先生 

第九届（2014 年） 

第十五届（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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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B-植检委主席团现任替补成员（植检委十五届会议后） 

灰色部分表明于 2022 年任期届满的成员或空缺职位 

区域 国家 姓名 提名/ 

再次提名 

当前届数/ 

任期年限 

任期届满 

非洲 1 南非 Kgabo 

MATLALA

先生 

第十三届 

（2018 年）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2023 年 

2 空缺    

亚洲   1 空缺    

2 空缺    

欧洲  1     

2 荷兰 Marco TRAA

先生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 

1 空缺    

2 伯利兹 Francisco 

GUTIÉRREZ

先生 

第十三届 

（2018 年）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二届/两年 2023 年 

近东 1 突尼斯 Lahbib BEN 

JAMÂA 先生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2 利比亚 Salem 

Abdulkader 

HAROUN 

先生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北美洲 1 加拿大 Gregory 

WOLFF 先生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2 空缺    

西南 

太平洋 

1 澳大利亚 Gabrielle 

Vivian 

SMITH 女士 

第十五届 

（2021 年） 

第一届/两年 2023 年 

2 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