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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一项有关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 
  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第七届会议 
2000 年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4(b) 
 

暂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执行 

确认被指定在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中任职的专家 

秘书处的说明 

1.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经由其第六届会议的第 INC-6/2 号决定,设立了一个称
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附属机构,由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根据暂定事先知情
同意区域任命的 29 名政府指定专家组成,其具体名额分配如下:非洲六名专家;
亚洲五名专家;欧洲六名专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五名专家;近东三名专家;北美
两名专家;和西南太平洋两名专家。 

                                                 
*   UNEP/FAO/PIC/IN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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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同一届会议上,暂定知情同意的区域组从参与暂行
知情同意程序的那些国家中确定了由下述国家分别指定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
会的专家:(a) 非洲: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和南非;(b) 
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尼泊尔;(c) 欧洲:芬兰、德国、匈牙利、
荷兰、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巴巴多斯、巴西、智利、
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e) 近东:埃及、卡塔尔和苏丹;(f) 北美:加拿大和美利坚
合众国;(g) 西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和萨摩亚。 

3.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第 INC-6/2 号决定中,决定由业经确定的 29 个国家的
政府正式指定这些专家,并通过秘书处将专家姓名和有关资历提交政府间谈判
委员会的各方。这些专家将临时地作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等待政
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正式确认其任命。 

4. 在闭会期间,已确定应分别指定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专家的所有国家均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了 正 式 指 定 的 专 家 名 单 。 秘 书 处 随 后 以 文 件 号
UNEP/FAO/PIC/ICRC.1/INF/3 将专家名单及资历提交给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
所有各方,作为 2000 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临时化学品审查委
员会第一届会议的一份会议文件印发。 

5. 已指定的专家名单如下: 

非洲 

喀麦隆 Dudley Achu Sama 先生 
高级方案经理 
国家化学品安全方案协调员 
 

埃塞俄比亚 Tequam Tesfamariam 先生 
环境污染及危险废物管理组组长 
环境保护局 
 

冈比亚 Fatoumata Jallow Ndoye 女士 
技术服务网协调员 
国家环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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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 Ravinandan Sibartie 先生 
职业病顾问 
卫生部 
 

摩洛哥 Mohamed Ammati 先生 
教授 
哈桑第二农业及兽医学院 
 

南非 Jan Ferdinand Goede 先生 
主要环境学工程师 
萨索尔 SHE 中心 

亚洲 

中国 Yong-Zhen Yang 女士 
农用化学品控制研究所 
综合部,主任 
 

印度 R.R.Khan 先生 
危险物质管理司司长 
环境和森林部 
 

印度尼西亚 Kasumbogo Untung 先生 
环境部部长全球环境 
事务特别助理 
 

日本 Masayuki Ikeda 先生 
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京都工业保健协会 
 

尼泊尔 Bhakta Raj Palikhe 先生 
农药注册官员 
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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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芬兰 Marc Debois 先生 
欧洲委员会环境管理总局 
主要行政官员 
 

德国 Reiner Arndt 先生 
司长主任 
联邦职业安全和保健研究所 
 

匈牙利 Tamas Komives 先生 
植物保护研究所 
所长 
 

荷兰 Karel A. Gijbertsen 先生 
政策顾问 
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 
 

俄罗斯联邦 Boris Kurlyandski 先生 
俄罗斯潜在的有害化学及 
生物物质注册处处长 
 

土耳其 Nida Besbelli 女士 
有毒物研究司司长 
卫生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巴巴多斯 Beverly Wood 女士 
高级科研官员 
政府分析实验室 
 

巴西 Sandra de Souza Hacon 女士 
教授、顾问 
Fluminense 联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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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Julio C.Monreal 先生 
环境方案司司长 
卫生部 
 

厄瓜多尔 Mercedes Bolanos Granda 女士 
Asesora SESA 
正常化司司长 
 

萨尔瓦多 Flor de Maria Perla de Alfaro 女士 
国际环境公约 
环境及自然资源部 

近东 

埃及 Mohammed El Zarka 先生 
环境与发展部部长 
社会发展基金 
 

卡塔尔 Hassan A.Al-Obaidly 先生 
危险化学品委员会 
副主席 
 

苏丹 Azhari Omer Abdelbagi 先生 
教学助理管理处处长 
喀土穆大学,作物保护系 
 

北美 
 
加拿大 William James Murray 先生 

高级官员 
虫害管理规范局 
 

美利坚合众国 Cathleen Barnes 女士 
国际方案经理 
农药方案处,环境保护局 



UNEP/FAO/PIC/INC.7/3 
Page 6 

西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 Lan Coleman 先生 

政策发展科科长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及林业部 
 

萨摩亚 William J.Cable 先生 
农药注册处处长 
农业、林业、渔业及气象部 

 
5. 秘 书 处 收 到 的 每 一 专 家 的 联 系 地 址 和 资 历 情 况 可 参 见 文 件
UNEP/FAO/PIC/INC.7/INF/2。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似可采取的行动 

6. 在第六届会议作出的决定外,委员会或愿进一步审查各专家的资历情况并
通过本文件附件所载的决定草案,正式确认各专家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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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决定草案 INC-7/…  确认对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成员的任命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忆及其第 INC-6/2 号决定,其中决定由业经确定的 29 个国家政府正式指定
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专家,并在 1999 年 9 月 15 日之前通过秘书处将其姓
名和资历通知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各方,这些专家将临时地作为临时化学品审查
委员会的成员,等待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正式确认其任命, 

1. 决定正式任命已由第 INC-6/2 号决定第 1 段所确定的国家政府指定的 29
名专家,作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其名单如下: 

非洲 

喀麦隆 Dudley Achu sama 先生 
埃塞俄比亚 Tequam Tesfamariam 先生 
冈比亚 Fatoumata Jallow Ndoye 夫人 
毛里求斯 Ravinandan Sibartie 先生 
摩洛哥 Mohamed Ammati 先生 
南非 Jan Ferdinand Goede 先生 
 
亚洲 
 
中国 Yong-Zhen Yang 女士 
印度 R.R.Khan 先生 
印度尼西亚 Kasumbogo Untung 先生 
日本 Masayuki Lkeda 先生 
尼泊尔 Bhakta Raj Palikhe 先生 

欧洲 

芬兰 Marc Debois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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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Reiner Arndt 先生 
匈牙利 Tamas Komives 先生 
荷兰 Karel A.Gijbertsen 先生 
俄罗斯联邦 Boris Kurlyandski 先生 
土耳其 Nida Besbelli 女士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巴巴多斯 Beverly Wood 女士 
巴西 Sandra de Souza Hacon 女士 
智利 Julio C. Monreal 先生 
厄瓜多尔 Mercedes Bolanos Granda 女士 
萨尔瓦多 Flor de Maria Perla de Alfaro 女士 

近东 

埃及 Mohammed El Zarka 先生 
卡塔尔 Hassan A. Al-Obaidly 先生 
苏丹 Azhari Omer Abdelbagi 先生 
 
北美洲 
 
加拿大 William James Murray 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Cathleen Barnes 女士 
 
西南太平洋 
 
澳大利亚 Ian Coleman 先生 
萨摩亚 William J. Cable 先生 
 
2. 重申第 INC-6/2 号决定中有关专家任用期和服务条件的规定。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