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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Distr.: General
18 July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十七次会议
2019 年 10 月 3 日
临时议程项目 5
根据《公约》第 17 条第 1 款至第 5 款选举
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接替任期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

选举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接替任期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7

条，将于 2019 年 10 月 3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第十七次公约缔约国会
议，从缔约国提名的人员名单(见第二节)中选举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五名委员，接
替任期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见第一节)。另有五名委员将继续在
委员会任职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见第三节)。
2.

根据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第 12 段，本说明介绍了委员会目前的组成情

况，反映出地域分配、男女代表、专业背景、不同法系之间的平衡，以及现任委员
任期(见第一节和第三节)。现任委员的履历可查阅委员会的网页(www.ohchr.org/
EN/HRBodies/CAT/Pages/Membership.aspx)。
3.

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第 13 段鼓励缔约国在选举条约机构专家时，根据有

关人权文书的规定，适当考虑到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的公平地域分配、不同形式文
明和主要法系的代表性、男女代表的均衡和残疾专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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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期将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会委员
委员

国籍

就任年份

费利斯·盖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2000 年

阿布德尔瓦哈布·哈尼先生

突尼斯

2016 年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先生

墨西哥

2016 年

阿娜·拉库女士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6 年

塞巴斯蒂安·图泽先生

法国

2016 年

二. 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
4.

根据《公约》第 17 条第 4 款规定的程序，秘书长在 2019 年 3 月 13 日的

普通照会中，请缔约国在 2019 年 6 月 13 日以前，提交参选委员会五名委员的提
名。本文件(见附件)收录了 2019 年 6 月 13 日之前收到的所有履历。
5.

提名的委员会候选人姓名(按字母顺序排列)以及提名的缔约国如下：

候选人

提名国

本·安格为先生

尼日利亚

洛恩·惠特尼·克雷内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伊内斯·哈多奴女士

贝宁

阿布德尔瓦哈布·哈尼先生

突尼斯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先生

墨西哥

埃尔多安·伊斯康先生

土耳其

穆巴·马立拉先生

赞比亚

伊卢加·普斯女士

拉脱维亚

阿娜·拉库女士

摩尔多瓦共和国

塞巴斯蒂安·图泽先生

法国

蒂娜亭·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

格鲁吉亚

弗朗兹·加斯马尼·马里斯卡尔先生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三. 任期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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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国籍

就任年份

萨迪亚·贝尔米女士

摩洛哥

2006

延斯·莫德维格先生

丹麦

2014

迭戈·罗德里格斯－平松先生

哥伦比亚

2018

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2018

张红虹女士

中国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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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安格为(尼日利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4 年 4 月 24 日，尼日利亚贝努埃州博科。
工作语言：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教授，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前任执行秘书/首席执行
官，2012-2016 年。
法律权利促进中心首席执行官(具有教科文组织咨商地位)。
教学、研究及指导学生研究。
负责履行国家人权委员会人权保护和落实的任务。

主要专业活动
以国家人权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身份调查侵犯人权事件，2012-2016 年。
增进和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弱势群体包括囚犯、受拘留者、妇女、儿童、残
疾人等。
从事法律研究，在人权和相关领域发表了 32 部著作。
以法律权利促进中心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开展宣传和提高认识活动，争取落
实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权利，2009 年至今。
参加了联合国若干次人权会议和活动。
以国家人权委员会首席执行官身份监测侵犯人权情况，追究责任。
为安全机构、民间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开展能力建设活动和培训。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主席团两年成员和西非国家人权机构网主席协调各个国家
人权机构的工作，2013-2016 年。

学历
法学学士：1990 年；法学硕士：1996 年；法学博士：2005 年，Jos 大学，
BL 1991 年，拉各斯。
国际人道主义法证书，2003 年，国际人权法证书，2004 年，南非比勒陀利
亚大学。
恐怖主义与人权证书，美国美利坚大学，2008 年。
人道主义法研究所境内流离失所问题法律证书，意大利桑雷莫，2014 年。
侵犯人权行为国际司法证书，美国美利坚大学，2008 年。
* 履历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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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尼日利亚国家委员会法定成员参与国家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活动，20122016 年。
监测监狱状况、警察工作和其他拘留中心的状况，防止并调查酷刑以及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
作为人权专员，调查关于酷刑的指控。
倡导颁布《尼日利亚反恐法》，2017 年。
倡导采用科学调查方法，而不是酷刑。
启动酷刑受害者权利落实程序。
参加联合国与区域人权机制防范酷刑问题协商，2012 年 2 月，亚的斯亚贝
巴。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议会在非洲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武装冲突受害者的法律保护。
人权的国际性：非洲的受害者诉诸司法的问题。
21 世纪武装冲突法实施问题漫谈。
人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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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恩·惠特尼·克雷内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9 年 4 月 16 日，德国比特堡。
工作语言：英语(流利)、法语(能会话)。
现任职位/职务
酷刑受害者中心咨询委员会，2015 年至今，倡导修订美国反恐政策。
美国外交学会董事会董事。
战争与和平报告学会国际董事会董事。

主要专业活动
美国国际教育理事会主席，2017-2019 年，在担任主席期间，理事会应乌兹
别克政府邀请开展教育政策宣传工作。
国际共和学会会长，1995-2001 年和 2004-2014 年：领导该非营利性非党派
组织在世界各地推进人权和民主，包括启动妇女参与政治方案，被授予立陶宛千
年之星勋章。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事务助理国务卿，2001-2004 年：作为美国政
府负责国际人权的高级官员，协助世界各国政府保护和增进人权，荣获由美国国
务卿科林·鲍威尔颁发的杰出服务奖。在任职期间，他作为国务院代表参加美国
和平研究所的工作，负责就冲突解决和人权问题提出方案建议。
国际共和学会副会长，1993-1995 年：与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蒙古、秘
鲁、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候任总统/总理合作推进在其本国改善
对人权的尊重的努力。
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1992-1993 年：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
什总统领导下负责美国东南亚政策协调。
立法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1989-1992 年：在增进人权等一系列外交政策优
先事项立法方面与参议员密切合作。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立法助理，1986-1989 年，在任期间重点处理亚洲、
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事务以及美国-欧洲关系。

学历
乔治城大学文科硕士(国家安全)。
里德学院文科学士(国际事务)。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1999 年至今，参与中东问题和民主问题研究组工
作。
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董事会成员，该理事会是全球发展与教育组织。
国际难民协会咨询委员会成员，2019 年至今，就政策、实践和宣传事宜提
供指导和咨询。
GE.19-1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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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外交与选举产生的独裁者：美国外交讨论”，在 Robert H. Smith 中心的
主旨发言，华盛顿 Montalto，2015 年 10 月 25 日。
“Beyond the Arab Spring.”In Ripon Forum, vol. 45, no. 2, p. 10. The Ripon
Society, 2011。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cy Promotion,”与 Kenneth Wollack 合著。更美
好世界运动、国际共和学会和国家民主研究所(2008 年)。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Will U.S. Democratization Policy Work?”
Middle East Quarterly 13, no. 3 (2006): 3-10。
“Prospects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in China.”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的发言，华盛顿，4 月 22 日(2004 年)。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and Human Rights.”中国新疆大学，12 月 19 日
(2002 年)。
“Privatizing Human Rights: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Civil Society, and
Corporations.”载于企业社会责任会议上的讲话，华盛顿州西雅图，2001 年 11
月，第 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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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斯·哈多奴(贝宁)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9 年 10 月 3 日，维达(贝宁)。
工作语言：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贝宁巴拉库大学和西非天主教大学(贝宁)法律政治学院教员/研究员。
贝宁司法部惩戒与人权保护局局长。

主要专业活动
开展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教育、宣传与培训。
编写国际人权文书执行情况定期报告提交主管国际机构。
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的人权协会和民间社会组织保持合作。
拟订行动计划，保护弱势群体，更好增进和保护其权利。
在最脆弱社会群体事务方面，确保不歧视原则得到尊重。

学历
Abomey-Calavi 大学法律和体制史博士(2014 年)。
洛美大学和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环境法和政策高级研修文凭(2005 年)。
商法和司法职业硕士(2003 年)。
商法和司法职业学士(2002 年)。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编写提交条约机构的缔约国报告。
使国内法与国际文书规定更好接轨。
确保联合国关于拘留的最低标准得到遵守。
调查核实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案件，谴责所有侵犯人权行为。
努力保护和维护公民、被剥夺自由者、外国人和难民的权利和自由。
在最脆弱社会群体事务方面，确保不歧视原则得到尊重。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Quinze ans d’application du code des personnes et de la famille (尚待发表)。
L’emprisonnement du mineur au Bénin : tremplin ou pis-aller ? 2017 年 12 月。
La filiation adoptive en Afrique noire francophone de 1895 à nos jours: les
exemples du Bénin et du Sénégal (2014 年)。

GE.19-1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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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德尔瓦哈布·哈尼(突尼斯)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5 年 1 月 18 日，突尼斯斯法克斯。
工作语言：阿拉伯语(母语)、法语(流利)、英语(实用)、西班牙语(阅读)。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建议执行情况报告员。
防范酷刑协会理事会成员。
禁止酷刑公约倡议之友小组专家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人权与防范酷刑方面的培训和辅导。
科学技术翻译项目管理员，巴黎。
生物技术研发项目管理员，贡比涅。
电视人权节目记者、发布人、解说人，巴黎突尼斯社区。
应用生物技术教员、讲演人、实际工作者，法国。

学历
2000-2002 年：日内瓦大学人道主义行动硕士。
1999 年：“研究与技术评估及前景”证书(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巴黎)。
1998 年：巴黎大学“生物和医学研究应用”证书。
1993-1997 年：分子和细胞研究证书(高等应用研究学院，巴黎；贡比涅理工
大学)。
1987-1991 年：粮食技术证书(ENNTA，突尼斯)。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开展关于人权保护机制的咨询和培训，对象是阿拉伯国家的人权维护者、记
者、民间社会组织。
在各个国际组织的赞助下为阿拉伯区域提供技术援助。
在禁止酷刑公约倡议的赞助下，在中东和北非区域、非洲、太平洋和加勒比
区域开展各种提高认识活动。

以往经历
就提交条约机构的个人申诉和定期报告采取后续行动，包括事关中东和北非
区域国家的情况。
筹备禁止酷刑的刑事行动，协调民间社会在国际会议上的活动，起草最后宣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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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技术战略、远见和评价协会创始成员。
马格里布民主联盟领导成员。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阿拉伯人权委员会代表。

在人权领域的最新著作
数百篇宣传教育文章，论及防范酷刑、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国际和区域专题
保护机制、人权普遍性交融之下的多样性等问题。

GE.19-12294

9

CAT/SP/17/2

克劳德·海勒·鲁阿桑特(墨西哥)
[原件：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9 年 5 月 2 日，墨西哥城。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国际事务和人权问题独立咨询人。
在各高等院校举行全球事务和人权问题讲座(墨西哥学院、墨西哥国立自治
大学、经济研究教育中心、墨西哥自治理工学院)。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成员、副主席(2016-2019 年)。

主要专业活动
墨西哥学院院长办公室副研究员(2014-2015 年)。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2007-2011 年)。
常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1998-2001 年)。
多边事务主任(1988 年 1 月至 12 月)。
参与了中美洲孔塔多拉集团和平进程(1983-1988 年)。
驻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大使(1992-1995 年)。
常驻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国际组织代表(1992-1995 年)。
墨西哥驻瑞士大使(1989-1991 年)。
墨西哥驻古巴共和国大使(1995-1998 年)。
常驻经合组织代表(2002-2003 年)。
墨西哥驻法国大使(2001-2007 年)。
墨西哥驻日本大使(2011-2014 年)。

学历
墨西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毕业，国际关系学士(1968-1972 年)。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史硕士(1972-1974 年)。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克劳德·海勒率领墨西哥代表团多次出席联合国系统的国际会议，如人权委
员会会议(1988-1995 年)和维也纳人权会议(1993 年)。他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
了墨西哥的报告(1993-1994 年)；曾担任美洲人权委员会保护少数群体小组委员
会成员(1990-1993 年)；担任美洲国家组织司法和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对美洲
人权系统进行了审视；主持了多边组织机关和工作组的工作，例如主持起草《保
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的工作组的工作，该公约在 1990
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担任头三届《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会议主席(20082009 年)，并协调关于《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谈判，该宣言由联合国大会在
2007 年通过；担任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2009-2010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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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La Conferencia Mundial de Derechos Humanos de Viena” en Las Naciones Unidas Hoy:
Visión de México (Olga Pellicer Coordinadora).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SRE, 1994, pp. 223-238.
“Los Derechos Humanos en la OEA”. 50 Aniversario de la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México. México, IMRED, 1998, pp. 165-184.
“La participación de México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Varios autores en México y las
Naciones Unidas 40 años de cooperación. México, SRE, 1986, pp. 245-261.
“México y la Protección de los Derechos de los Trabajadores Migratorios y de sus
Familiares” en 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
tica Exterior, No. 76-77, México, IMRED, 2006,
pp. 9-25.
“México y la Estabilidad y la Paz Mundiales”. Varios autores. Los Grandes Problemas de
México.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0, Tomo XII,
pp. 63-88.
“Una contribución por un mundo mejor: las presidencias de México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la ONU (2009-210)” en México en 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la ONU, la
historia tras bambalinas Roberto Dondisch (Coordinador). México, Editorial Random
House Debate, 2012, pp .29-64.
“México y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 Jorge Sánchez Cordero
(editor). Centenario de la Constitución de 1917. Reflexiones del Derechos Internacional
Públ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
dicas de la UNAM. México, 2017, pp. 141-161.
“La evolución histórica de la OEA: la difícil formación de una identidad como organismo
hemisférico” en La Organización de los Estados Americanos hacia su 70 Aniversario:
desafí
os actuales y su relación con el acontecer hemisférico. Laura Angélica Rojas
(coordinadora). México, Senado de la República, 2008, pp.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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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多安·伊斯康(土耳其)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4 年 4 月 14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工作语言：英语(流利)、德语(中等)、法语(粗略)、土耳其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退休大使，从事外交工作 40 多年。
在若干所大学举办讲座，题目包括国际组织、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移徙和难
民问题、在确保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同时打击恐怖主义。
就上述专题为智库撰稿。

主要专业活动
大使，常驻欧洲委员会代表，斯特拉斯堡(2014-2018 年)。
外交部一般政治事务副部长助理(2013-2014 年)。
外交部多边政治事务主任(2011-2013 年)。
驻南朝鲜大使(同时兼任驻北朝鲜大使)(2009-2011 年)。
驻乌克兰大使(2005-2009 年)。
外交部欧洲委员会和人权事务主任(2001-2005 年)。
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副代表(1999-2001 年)。
驻伦敦总领事(1996-1999 年)。
早期曾在伯恩、维也纳(欧洲常规力量谈判)、法兰克福和多哈任职。

学历
1978 年毕业于安卡拉中东理工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国际法。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政府代理出席欧洲人权法院的庭审(2014-2018 年)。
《伊斯坦布尔公约》(《欧洲委员会预防和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及家庭暴
力公约》)缔约方委员会主席(2015-2018 年)。
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民主教育与文化报告员小组主席(2017-2018 年)。
设在奥斯陆的欧洲 Wergeland 中心董事会董事，该中心促进民主公民与人权
教育(2017-2018 年)。
与欧洲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欧洲防止酷刑委
员会)对话的代表(2014-2018 年)。
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国家联络员(2001-2005 年)。
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国家协调员(2001-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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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在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发言集。
在外交工作中就国际法、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移徙、难民、反恐等问题提交
的各种报告和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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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巴·马立拉(赞比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64 年 4 月 16 日，赞比亚卢萨卡。
工作语言：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自 2014 年以来任赞比亚最高法院法官。

主要专业活动
两次担任赞比亚总检察长，并主管赞比亚刑事事项法律互助。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委员、副主席(2005-2011 年)；监狱和拘留条件
特别报告员、非洲死刑问题工作组成员、赞比亚人权委员会主席 (2004-2006
年)；赞比亚人权协会副主席(2002-2004 年)。

学历
法学学士(赞比亚)、法学硕士(剑桥)、法学硕士(坎布里亚)、人权法博士(比
勒陀利亚)、国际人权证书(斯特拉斯堡)。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访问了乌干达、马拉维、坦桑尼亚、斯威士兰、利比里亚和莫桑比克的拘留
地点，访问了赞比亚几乎所有的监狱和拘留地点。
提交了关于酷刑的许多论文，包括：赞比亚死刑――废除死刑的呼吁；赞比
亚对杀人罪的处罚：是否合适？；审前程序与确保审判中人权有效保护的分析；
从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角度看待非洲监狱状况；非洲死刑利弊。
参加了关于酷刑的短期课程，包括：“在国家层面加强人权条约机构建议的
实施”，2005 年，瑞士日内瓦；“在国家层面实施结论性意见”，2006 年 8
月，赞比亚卢萨卡；禁止和防范酷刑问题执法官员培训方案，2008 年，利比里
亚蒙罗维亚。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Promising sibling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nd the African Court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2011) 17(2) EAJPHR;
“Daunting prospects: accessing the African Court through the African Commission” (2011)
31(2-6)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Individual Duty in the Africa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in Stephan Parmentier and others (eds.) 2016
Betwee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 Fundamental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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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卢加·普斯(拉脱维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1 年 10 月 28 日，拉脱维亚里加。
工作语言：拉脱维亚语(母语)、英语(流利)、俄语(优良)、法语(能阅读)、荷兰语
(能阅读)。

现任职位/职务
代表拉脱维亚，担任欧洲委员会防止酷刑委员会成员(自 2007 年以来)：访
问了欧洲委员会成员国的拘留机构，并报告其情况；防止酷刑委员会常设小组成
员(自 2015 年以来)；防止酷刑委员会关于受拘留少年的标准审视工作组负责人
(工作结果发布于关于防止酷刑委员会活动的第 24 次总报告(2013-2014 年))。

主要专业活动
尊严――丹麦禁止酷刑研究所法律顾问(2014-2017 年)：就关于禁止和防止酷
刑以及赔偿的国际人权法和惯例提供咨询和培训；法律研究；特别是在中东和北
非、东非和西非，与国家和国际伙伴组织合作，开展国际人权宣传。拉脱维亚人
权中心资深律师(2001-2014 年)：注重不歧视和防止酷刑、法律分析和研究、培
训、宣传、诉讼、对拘留机构的实地监测。
拉脱维亚司法部刑罚执行法常设委员会成员(2012 年至今)。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独立专家网成员(2005-2007 年)、欧盟基本权利机构法律
专家网拉脱维亚资深专家(2007-2009 年)。

学历
法学硕士，主修国际法和欧洲法，论文题目是“拉脱维亚批准《禁止酷刑公
约任择议定书》并设立国家防止酷刑机制”。
法学学士(五年制)，论文题目是“对犯罪记录已勾销或注销的人士的职业限
制”。
国际培训，包括在下列机构的培训：芬兰图尔库 Abo Akademi 大学人权研
究所和德国特里尔欧洲法学院。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有 20 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注重防止酷
刑和虐待；对国际人权法、国际和区域人权体系和惯例有深刻了解。
参与了实况调查团，编写了与欧洲许多国家拘留地点防止酷刑和虐待有关的
报告，所涉国家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捷克共和国、希腊、马耳他、斯洛
伐克、乌克兰等等。
在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科索沃、黑山、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土耳其、
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为国家预防机制、非政府组织和参与防止酷刑的其他利益攸关
方举办讨论会、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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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参与起草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和工作文件(2007-2019 年)。
“拉脱维亚的监狱条件”(合著)(欧洲监狱观察所，2013 年)。
“欧盟部分成员国对强行驱逐非法滞留的第三国国民情况的监测机制”(拉
脱维亚监察员办公室委托编写，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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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娜·拉库(摩尔多瓦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9 年 6 月 17 日，摩尔多瓦共和国基希讷乌。
工作语言：英语、俄语、法语、罗马尼亚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2016 年至今)。
欧洲委员会在摩尔多瓦共和国促进建设人权投诉刑事司法制度方案本国专家。

主要专业活动
审查会员国提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初次报告和定期报告，编写关于
《禁止酷刑公约》执行情况的审查和结论性意见。
审查提交禁止酷刑委员会的个人案件(2016 年至今)。
监测拘留地点情况，编写访问报告(欧洲委员会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20112013 年)。
协调监狱改革方案(摩尔多瓦非政府组织监狱改革协会，2001-2006 年)。
支持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协调人权监测和报告工作(开发署摩尔多瓦办
事处，2006-2008 年)。
负责摩尔多瓦监狱管理局对外关系，担任在摩尔多瓦开展的各项人权评价和
监测的访问团的联络人，包括担任关于监狱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国际项目的联络人
(欧盟、儿基会、欧安组织、艾滋病署、蓬皮杜集团，2008-2011 年)。
对国家预防机制人员、警察、监狱官员、医生和法医专家、律师、检察官、
法官和负责缓刑的官员进行人权和防止酷刑方面的培训(2006 年至今)。
起草关于监狱改革、少年司法、拘留替代方式和刑事司法的评估报告、研究
和调查报告(2003 年至今)。

学历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大学法学学位，2001 年；公法，刑法和程序法专业，
论文题目：“对犯罪的社会反应”。

特别培训
“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报告”，人权高专办，2006 年，基希讷乌。
“关于改善拘留条件和监狱里的保健的多边研讨会”，欧洲委员会，2011 年。
“改善拘留条件，打击虐待行为”，欧洲委员会，2011 年，安塔利亚。
“受拘留的弱势群体”，监狱改革国际协会、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18
年，日内瓦。
参加了 50 多次关于防止酷刑、人权、刑事司法和惩戒改革的国家培训和国
际培训、讲习班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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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报复问题报告员，2018 年至今。
关于下列国家执行《禁止酷刑公约》情况的报告员：蒙古、芬兰、亚美尼
亚、保加利亚、大韩民国、冰岛、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智利、危地马拉，2016-2019 年。
负责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
初次报告和定期报告的第一个工作组的工作，开发署和摩尔多瓦外交部，20062007 年。
起草摩尔多瓦普遍定期审议报告中关于酷刑防范的一节(2011 年)。
对国家机制代表进行报告和后续行动、向禁止酷刑委员会、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方面的培训，2018 年，白俄罗斯。
为国家防止酷刑机制和监察员机构提供支持和培训(2015-2017 年，摩尔多
瓦)。
起草摩尔多瓦共和国尊重人权情况的报告(摩尔多瓦监察员机构，2000-2001
年)。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从拘留地点获释者重新融入社会”，监测和评价报告，瑞典国际开发合作
署，索罗斯基金会，2009 年。
“警察的知识、态度和做法”，研究报告，地球社，2014 年，基希讷乌。
“监狱里的暴力与安全”，研究报告，监狱改革研究所，2011 年，基希讷
乌。
“犯罪处罚个人化”，研究报告，欧洲委员会和欧盟代表团，2015 年，基
希讷乌。
“拘留对人的代价，特别是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的情况：剥夺自由的身心
社会后果”，文章，人道主义法研究所，2018 年，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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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巴斯蒂安·图泽(法国)
[原件：英文/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6 年 3 月 24 日，法国莫莱。
工作语言：法语、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大学)公法教授。
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报告员)。

主要专业活动
巴黎第二大学(潘提翁－阿萨斯大学)“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硕士学位方案
主任
国际人权研究所 RenéCassin 基金会会长。

学历
通过公法公务员考试
巴黎第二大学博士(论文题目：“外交保护”)。
国际法和欧洲法硕士(瑞士洛桑大学)。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客座教授(阿根廷、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马里、海地、黎巴嫩、罗马尼
亚、俄罗斯等国)。
国际人权研究所出版物汇编负责人(Pedone 和 Hart 出版社)。
Diritti umani e diritto internazionale 评论刊物科学委员会成员。
《欧洲人权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主管专栏和文档)。
《国际公法学刊》编辑委员会成员。
《人权季刊》科学委员会成员。
Revista do Instituto Brasileiro de Direitos Humanos 咨询委员会成员。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dir.) (Avec E. DUBOUT), Refonder les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18, 230 p.
(dir.), L’abolition universelle de la peine de mort, Pedone, Paris, 2016, 184 p.
(dir.),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 une confiance nécessaire pour une
autoritérenouvelée, Pedone, Paris, 2016, 248 p.
(dir.) (Avec J. ANDRIANTSIMBAZOVINA et L. BURGORGUE-LARSEN),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par les cours supranationales, Pedone, Paris, 2016, 270 p.
(dir.) (En collaboration avec E. DECAUX), La prévention des violations des droits de
l’homme,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Pedone, Paris, 2015,
23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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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 Droit international et nationalité– Actes du colloque de la Sociétéfrançais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edone, Paris, 2012, 527 p.
(dir.) (En collaboration avec J.-F. FLAUSS (+)), Les mutations de l’activité du Comité des
Ministres du Conseil de l’Europe au titre de la surveillance de l’exécution des arrêts de la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Anthemis, Bruxelles, 2012, 196 p.
(dir.) (En collaboration avec J.-F. FLAUSS (+)), Contentieux international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choix du forum : les instances internationales de contrôle face au forum
shopping, Anthemis, Bruxelles, 2012, 140 p.
(dir.) (En collaboration avec E. DUBOUT), Les droits fondamentaux : charnières entre
ordres et systèmes juridiques, Pedone, Paris, (2010), 336 p.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des nationaux à l’étranger – Recherches sur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Collection de la Fondation MARANGOPOULOS, Pedone, Paris, 2007, 513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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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娜亭·伍帕里萨什维利(格鲁吉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1981 年 3 月 15 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
工作语言：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目前担任欧盟技术援助项目(“为格鲁吉亚惩戒和缓刑
系统提供协助”)副主任，负责项目管理周期，倡导改革，以更多采用替代性处
罚方式，减少重新定罪率，减少犯人相互间的暴力，在监狱里创造人道、体面、
敬重的气氛。

主要专业活动
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在刑事司法领域有 19 年工作经验，先在政府里、后在
国际组织里担任管理职位。自 2006 年以来，她负责管理欧洲委员会的大型区域
项目，如打击虐待和有罪不罚现象，打击歧视行为，推动惩戒和缓刑系统的改
革，推进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执行。自 2017 年以来，她代表格鲁吉亚参加欧洲
防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的工作，监测欧洲委员会成员
国拘留地点的情况，并参与该委员会的准则制定进程。

学历
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拥有人权硕士学位，学位由欧洲大学间人权和民主化中
心授予，意大利威尼斯。作为硕士课程的一部分内容，她曾在斯特拉斯堡欧洲人
权法院实习。
她还拥有第比利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作为欧盟最大的技术支持项目的副主任，访问了格鲁吉
亚惩戒机构，并监测这些机构的情况，以支持领导层改革惩戒和预防犯罪系统，
使其达到国际标准。她就拘留、减少犯罪、重新安置、审前释放政策、《伊斯坦
布尔议定书》标准等问题开展工作。
自 2015 年以来，伍帕里萨什维利女士是设在第比利斯的 Caucasus 大学的特
聘讲师，教授人权和民主课程。作为欧洲委员会专家，她参与了立法审查和能力
建设活动，对象是法律专业人员，包括执法人员、检察官、律师和法官，主要注
重刑事司法和刑事程序、打击虐待行为和有罪不罚现象、剥夺自由、审前拘留、
替代拘留的方式、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等问题。

GE.19-12294

21

CAT/SP/17/2

弗朗兹·加斯马尼·马里斯卡尔(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9 年 6 月 11 日，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拉巴斯。
工作语言：西班牙语(母语)、英语(流利――工作语言)和法语(流利――工作语言)。

现任职位/职务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司法和体制透明度部国际法司司长。
NUR 大学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教授(玻利维亚国拉巴斯)。

主要专业活动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检察长办公室主管咨询、研究和规范副总检察长(2016
年)。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国际仲裁和司法辩护主任 (2014-2016
年)。
玻利维亚战略海洋局国际法律研究分析主任(2011-2014 年)。
“Caja Petrolera de Salud”国家法律咨询部主任(2010 年)。
玻利维亚外交部宗教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司法律顾问(2008-2009 年)；玻利维
亚常设人权大会人权律师(2006-2007 年)。

学历
玻利维亚 San Andrés 大学法学学位(主修国际法)和政治学学位(主修公共管
理)。
玻利维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和外交硕士学位，并在下列机构接受过培训：联
合国、欧洲联盟、海洋法法庭、海牙国际法学院、国际海底管理局、哈佛大学。

在与禁止酷刑委员会职权有关的人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2017 年至今，担任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机构间委员会成员，负责编写提交条
约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国家报告。参与编写的缔约国报告涉及：(a)《禁止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b)《经济、社会及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c)《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d)《保护所有人免遭
强迫失踪国际公约》；(e)《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f)《保护所有移
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g)《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执行情况二
十五年审查报告。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条约法手册：理论、历史和外交惯例(Editorial Review，2019 年)；伊比利亚
美洲国际法委员会设立章程比较研究和提案(COMJIB，2018 年)。文章：领事协
助权利(2018 年)、拉丁美洲人权的逐步发展(2018 年)、国际法的编纂和发展
(2018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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