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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会议 

第六次会议 

2016 年 10 月 27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5 

按照《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 

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7 条和第 9 条选举 

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的 12 名委员，接替任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 

  选举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小组委员会的 12 名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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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择议定

书》第 7 条和第 9 条，《任择议定书》缔约国第六次会议将于 2016 年 10 月 27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召开，目的是从缔约国提名人选名单(第二节)中选举防

范小组委员会的 12 名委员，接替任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委员(第一

节)。13 名委员将继续在小组委员会任职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第三节)。 

2.  此外，依照大会第 68/268 号决议第 12 段，本文件第一节和第三节载有小组

委员会目前的组成情况，反映了地域分布、性别代表性和不同法系之间的平衡以

及现任委员的任期；现任委员的履历，包括专业背景，可查阅小组委员会的网页

(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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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代表性均衡和残疾专家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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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任期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小组委员会委员名单 

4.  这些委员的专业背景、所属法系和详细履历可在小组委员会网页上的“委

员”栏目(见 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Pages/Membership.aspx)下点击

各委员的姓名查阅。 

委员 国籍 就任日期 

Hans-Jörg Viktor Bannwart 先生 瑞士 2013 年 1 月 1 日 

Malcolm Evans 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2009 年 8 月 24 日 

Enrique Andrés Font 先生 阿根廷 2013 年 1 月 1 日 

Lowell Patria Goddard 女士 新西兰 2011 年 1 月 1 日 

Suzanne Jabbour 女士 黎巴嫩 2011 年 1 月 1 日 

Miloš Janković先生 塞尔维亚 2013 年 1 月 1 日 

Paul Lam Shang Leen 先生 毛里求斯 2011 年 1 月 1 日 

June Caridad Pagaduan Lopez 女士 菲律宾 2013 年 1 月 1 日 

Víctor Madrigal-Borloz 先生 哥斯达黎加 2013 年 1 月 1 日 

Margarete Osterfeld 女士* 德国 2014 年 1 月 6 日 

Maria Margarida E. Pressburger 女士 巴西 2011 年 1 月 1 日 

Victor Zaharia 先生 摩尔多瓦共和国  2013 年 1 月 1 日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8 条接任辞职委员。 

 二. 缔约国提名人选名单 

5.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第 3 款规定的程序，秘书长在 2016 年 5 月 12 日

的一份普通照会中请缔约国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之前，为选举小组委员会 12 名

委员提出提名人选。本文件(见附件)收入了在这一截止日期之前收到的所有履

历。截止日期之后收到的提名将作为本文件增编印发。 

6.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6 条第 3 款，下面按字母顺序列出了小组委员会选举

提名人选，以及提名这些人选的缔约国。 

候选人 提名国 

Djibril Abarchi 先生 尼日尔 

Hans-Jörg Viktor Bannwart 先生 瑞士 

Satyabhoosun Gupt Domah 先生 毛里求斯 

Malcolm Evans 爵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María Dolores Gómez 女士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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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 提名国 

Abdoulaye Kanni 先生 尼日尔 

June Caridad Pagaduan Lopez 女士 菲律宾 

Petros Michaelides 先生 塞浦路斯 

Kosta Dragan Mitrovic 先生 塞尔维亚 

Margarete Osterfeld 女士 德国 

Abdallah Ounnir 先生 摩洛哥 

Zdenka Perović女士 黑山 

Haimoud Ramdan 先生 毛里塔尼亚 

Marat Sarsembayev 先生 哈萨克斯坦  

Victor Zaharia 先生 摩尔多瓦共和国 

 三. 继续在小组委员会任职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委员名单 

7.  这些委员的专业背景、所属法系和详细履历可在小组委员会网页上的“委

员”栏目下点击各委员的姓名查阅：www.ohchr.org/EN/HRBodies/OPCAT/Pages/ 

Membership.aspx。 

委员 国籍 就任日期 

Mari Amos 女士 爱沙尼亚 2011 年 1 月 1 日 

Arman Danielyan 先生 亚美尼亚 2011 年 1 月 1 日 

Marija Definis-Gojanovic 女士 克罗地亚 2015 年 1 月 1 日 

Roberto Michel Fehér Pérez 先生 乌拉圭 2015 年 1 月 1 日 

Emilio Ginés Santidrián 先生*  西班牙 2009 年 7 月 13 日 

Lorena González Pinto 女士 危地马拉 2015 年 1 月 1 日 

Gnambi Garba Kodjo 先生 多哥 2015 年 1 月 1 日 

Aisha Shujune Muhammad 女士 马尔代夫 2011 年 1 月 1 日 

Radhia Nasraoui 女士 突尼斯 2015 年 1 月 1 日 

Catherine Paulet 女士* 法国 2014 年 1 月 27 日 

Aneta Stanchevska 女士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2011 年 1 月 1 日 

Nora Sveaass 女士 挪威 2015 年 1 月 1 日 

Felipe Villavicencio Terreros 先生 秘鲁 2011 年 1 月 1 日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8 条接任辞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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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jibril Abarchi (尼日尔) 

[原文：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3 年 1 月 1 日，Angoal-Taoura (尼日尔) 

工作语言： 

法语 

工作经验： 

1991 年 1 月 1 日至今，尼亚美经济学和法学系研究员教授；私法讲师(非洲和马

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前尼日尔国民议会立法和法律事务主任(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大学工作主任(2006 年 9 月－2010 年 4 月)；参与编

写了若干重要文书和法律。 

教育背景： 

开展学术研究证书(法国奥尔良大学，2000 年 12 月)；私法博士－优秀论文(法国

奥尔良大学，1990 年 12 月)；私法深入研究文凭(DEA)(法国奥尔良大学，1987

年)；法学硕士(尼亚美经济学和法学系，1985 年)。 

现任职位/职务： 

尼亚美法律系私法讲师(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尼亚美阿卜杜穆穆

尼大学科学理事会理事；博士研究生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科学与教学理事会理事 

主要专业活动： 

在尼亚美经济学和法学系讲授私法，包括刑法；指导学术研究工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里的其他主要活动： 

自 1991 年 4 月，在尼日尔捍卫人权协会之中积极参与人权有关活动。我先后担

任该协会副秘书长、副主席，自 2012 年 12 月至今担任主席；与人合著了《尼日

尔的人权状况：理论与现实》一书；主持了多场有关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大会；开

展了若干项有关司法机关的生命与腐败问题的研究；参与编写了尼日尔的若干重

要文书和法律，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 履历印发时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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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里出版的最新著作： 

合著《尼日尔的人权状况：理论与现实》，尼亚美，2002 年；关于尼日尔实在

法中叛国罪的论文(RDJA, 2001 年 10 月)；在尼日尔捍卫人权协会中参与起草了

若干尼日尔人权状况年度报告；西非商法领域的法律保障和规范性挑战：向由孟

德斯鸠大学(波尔多第四大学)主办的波尔多专题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见 Afrilex 杂

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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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s-Jörg Viktor Bannwart (瑞士) 

[原文：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1 年 4 月 16 日，Berthoud (瑞士伯尔尼州) 

工作语言： 

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 

工作经验： 

见以下“主要专业活动”。 

教育背景： 

1981 年－1988 年：法学硕士，民法、宪法、国际法、刑法、公法、法律史。伯

尔尼大学(瑞士)。 

2000 年：外派人权问题专家培训班结业证书，联邦外交部。 

现任职位/职务： 

自 2001 年：伯尔尼纳区法院主席(法官)，民法和刑法初审，波斯基亚沃，意大

利语区(瑞士)。自 2013 年：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非洲区域小组主

席。小组委员会访问意大利(2015 年 9 月)和突尼斯(2016 年 4 月)代表团团长，小

组委员会对意大利后续访问(2016 年 2 月)特使。访问加蓬(2013 年 12 月)、马耳

他(2014 年 10 月)和土耳其(2015 年 10 月)代表团成员。自 2014 年：在瑞士和塔

吉克斯坦人权对话框架内，主持关于防范酷刑和监督拘留场所的研讨会和政治会

议(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6 月)。 

主要专业活动： 

1999 年－2012 年和 1990 年－1991 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人道主义活动

和保护活动。访问拘留场所(关塔纳摩湾、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巴林、意大

利、阿尔及利亚、也门、伊拉克、伊朗和克罗地亚)。 

1994 年－1998 年：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人事主任，能源生产和交易。

Kraftwerke Brusio 公司/Forze Motrici Brusio 公司(如今的 Repower 公司)，波斯基

亚沃(瑞士)。 

1991 年－1993 年：格劳宾登州行政法院和格劳宾登州建筑、交通和警察部见习

书记官(瑞士)。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联邦外交部民间建设和平专家组成员。自 1997 年，参加了欧安组织波黑选举观

察特派团(1997/1998 年议会选举)和欧洲联盟巴勒斯坦选举观察特派团(2005 年总

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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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1997 年，硕士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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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酷刑”的法律概念，导师：伯尔尼大学终身教授 Walter Kä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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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yabhoosun Gupt Domah (毛里求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6 年 9 月 30 日－毛里求斯 

工作语言： 

英语和法语 

专业背景： 

法律和司法 

现任职位/职务： 

1. 塞舌尔上诉法院上诉法官。2. 国际法部法律顾问(Stevens Associates 律师事务

所) 3. 宪法讲师 4. 人权宣传组织公众演讲人 5. 毛里求斯道德委员会主席 6. 财

务报告理事会(毛里求斯)主席 7. 针对法律从业者和学生的专业法律书籍作者 

教育背景： 

法学博士(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英国、法国和毛里求斯民法比较研究)；国际

公法法学硕士(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律师资格考试(法律教育理事会)中殿成员；

伦敦大学高级法律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专业活动： 

职业生涯之初，我担任治安法官，负责审理警察滥权案件，后晋升为法官助理，

担任整个司法机关的会计师，最终被提拔为最高法院法官，负责裁定法治之下的

公民权利。审理案件之余，我还在私人律师事务所或公职机关任职，例如总检察

长办公室。职业生涯中，我还曾担任公诉事务代理主任、代理副总检察长、议会

顾问等。在总检察长办公室，我负责国际法问题，主要处理毛里求斯在各种双边

和国际条约之下的义务，例如编写提交条约机构的国家报告并确保遵守各项建

议；陪同司法部长和总检察长出席国内、区域和国际会议并为其提供情况介绍

等。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我出席了多次国内、区域和国际论坛，做讲座或发表主旨演讲，或举办法律、司

法或相关问题研讨会，包括非洲、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开曼群岛、中

国、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留尼汪、马来西亚、尼泊尔、泰国、塞舌尔、

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等地。我参加这些论坛是应各个国内和国际组织和/或大学

的邀请或受其资助，例如：非洲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

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联合国、英联邦秘书处、英联邦治安法官和法官协

会、英联邦司法教育研究所、欧洲共同体、美国新闻处、中国和日本的大学、国

际防范酷刑协会、非洲防范酷刑 A3 倡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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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作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委员(2011 年至 2015 年)以及报告员，我起草了若干

份国家报告，涉及这些国家在《公约》之下的义务。我还为禁止酷刑委员会关于

临时措施的各次会议编写了会议报告。此外，我还曾担任负责向联合国大会报告

禁止酷刑委员会各项活动的报告员两年时间。我是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小说

作者，撰写新兴国家与权利有关的各种问题。我还曾下达多项弘扬公民人权的判

决书，并就发展法院的人权判例做过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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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colm Evans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9 年 12 月 31 日，联合王国卡迪夫 

工作语言： 

英语(初级法语) 

专业背景： 

国际公法教授(1999 年至今，1989 年初次担任法学讲师)。联合王国布里斯托大

学社会科学和法律系前系主任(2005-2009 年)。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王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公法教授兼人权落实中心副主任。 

教育背景： 

中学：卡迪夫 Llanrumney 高中 

大学：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1982 年，本科(一等荣誉学位)；1986 年，博士 

主要专业活动： 

作为国际公法教授，我讲授和研究国际法的诸多方面，撰写了近 100 本专著、章

节、文章等。我还担任若干重要国际法期刊和学生教材的编辑。20 多年来，我

主要研究酷刑和防范酷刑问题，并就此撰写了 30 多本专著和文章。我曾担任多

所国际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专家顾问，负责防范酷刑问题和项目，包括联合

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欧安组织、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欧洲委员会、

防范酷刑协会、大赦国际和开放社会基金会等等。我参与了有关起草《禁止酷刑

公约任择议定书》的讨论，还曾担任《非洲防范酷刑罗宾岛指导原则》起草小组

主席和民间社会组织“《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联络小组”创始人兼成员。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我 2009 年成为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我是小组委员会第 4 次年度报告(2010

年)报告员，自 2011 年 2 月担任主席，同时自此每年协助起草并向联合国大会提

交小组委员会年度报告。2014 年－2015 年，我担任人权条约机构主席会议主

席。我参与了在世界各地举行的与《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和防范酷刑小组

委员会、其任务授权和国家防范机制有关的上百场活动，并牵头设立和运作了

《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特别基金。作为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委员，我迄今

开展了 11 次正式国家访问，其中 7 次担任代表团团长。多年来，我就酷刑和防

范酷刑问题撰写了大量著作，并参与了最终通过了《非洲防范酷刑罗宾岛指导原

则》和《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等关键国际文书的各种进程。此外，我还担任英

国外交大臣人权问题独立咨询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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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共处与保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经验”，见《国际人权法走向连

贯一致》(2016 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50 周年，见《落实人权》(2011 年)；在

欧洲打击酷刑(欧洲理事会出版社，2001 年)；《防范酷刑：〈欧洲防范酷刑公

约〉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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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ía Dolores Gómez (阿根廷) 

[原文：西班牙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 年 6 月 17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 

专业背景：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司法机关，保护贫困者和失踪者第四办公室秘书(1995 年至

1998 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司法机关，圣伊西德罗监察员办公室秘书长(1998 年至 1999

年) 

现任职位/职务：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司法机关，圣伊西德罗司法部第三口头刑事法院，官方辩护律

师 

学术头衔： 

律师，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 

主要专业活动： 

刑事口头审判公共辩护律师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持续监督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拘留场所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监狱作为重新社会化的反向路径――省保护记忆委员会年度报告－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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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oulaye Kanni (尼日尔) 

[原文：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6 年 1 月 1 日，Koulbaga/Dargol 

工作语言： 

法语 

专业经验： 

通过我所供职的成员组织“保护民主成果反思和独立指导委员会”(CROISADE)，

担任世界禁止酷刑组织网络联络人，协调倡导批准《禁止酷刑公约》的工作。自

2012 年 12 月以来，担任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协调员，出版了关于监狱中人

权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提交政府的宣传文件，旨

在将尼日尔监狱人性化。作为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协调并公布了 2016 年

非洲人权委员会执行工作报告、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平行报

告(担任普遍定期审议尼日尔民间社会组织联盟协调员)。 

教育背景： 

2015 年 6 月：加拿大蒙特利尔衡平国际人权教育中心颁发的国际人权培训班结

业证书 

2001 年 10 月：进入阿尔及利亚卜利达萨阿德大拉伯科技大学经济学和管理系，

就读信息技术和管理专业本科课程 

现任职位/职务： 

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协调员 

主要专业活动： 

我负责协调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的活动，召集并主持常会和特别会议、例行

大会和特别大会及国家理事会。我还负责接收申诉并转交申诉部门。此外，我也

负责协调由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协调员编拟和出版的报告。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我曾担任尼日尔首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民间社会提交材料第二报告员。我还曾协

调倡导批准《禁止酷刑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二项任择议定书》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工作。我曾参与

起草关于酷刑问题的初次国家报告。作为捍卫人权和民主组织联盟协调员，我曾

与 46 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合作，并曾担任尼日尔普遍定期审议民间社会组织联盟

协调员。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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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e Caridad Pagaduan Lopez (菲律宾)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1 年 6 月 5 日 

工作语言： 

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专家成员(任期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届满) 

菲律宾精神医学学会成员 

菲律宾大学精神医学教授 

社会心理反应公民网络召集人 

BalikKalipay 社会心理反应中心执行主任 

教育背景： 

1985 年   丹麦哥本哈根 Rigshospitale 医院生物精神病学研修 

1978-1980 年  菲律宾大学－菲律宾总医院精神病科实习 

1976-1977 年  布罗肯希尔纪念医院医学实习 

1972-1976 年  菲律宾大学医学学位 

1967-1972 年  菲律宾大学医学预科理学士 

主要专业活动： 

在精神病人管理方面拥有 39 年从业经验；在设计和开展压力管理、创伤疏导、

为天灾人祸应对者和幸存者开展咨询和康复讲习班方面拥有 36 年从业经验；在

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担任本科和研究生教师 35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

口基金性别与健康问题专家；起草和审查关于将性别问题纳入卫生体系以及暴力

侵害妇女问题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文件、方案和指导原则。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就人权、倡导和平、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和酷刑等问题对军队、警察和司法机关工

作人员开展教育。为暴力侵害妇女案件作证的法医顾问、教练员和专家。讲授和

编写人权及人性化教育课程。在开展和监督有关紧急卫生情况、人权、性别与健

康、性暴力、创伤疗法等问题的国际和地方研究和培训方面的专家。对有关社会

心理康复的社区型国际和地方项目进行项目管理并为其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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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在 Mindanao 加强紧急和灾害情况下的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能力――教练员手

册。菲律宾大学医学系，2009 年 11 月。 

针对性暴力行为受害者的法医和卫生服务：西太平洋地区性别暴力问题菲律宾情

况分析：隐秘的流行病？(妇女健康问题特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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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ros Michaelides (塞浦路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9 年 3 月 15 日，塞浦路斯－帕福斯－圣福提奥斯 

工作语言： 

英语、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塞浦路斯执业律师－法律顾问(Petros Michaelides and Associates 律师事务所) 

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委员。2010

年 10 月 28 日当选。 

非政府组织“塞浦路斯防范酷刑和任何形式虐待问题委员会”主席 

塞浦路斯奈阿波利大学法学院人权问题教授 

主要专业活动： 

1967 年至 1971 年，他在塞浦路斯担任执业律师。他于 1971 年被任命为法官，

直到 1978 年 3 月成为司法部长；从 1979 年 5 月起，他兼任总统的公使。1980

年 11 月，他被共和国总统任命为法律和人权事务特别顾问。 

1981 年，他进入外交部。他被派驻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担任塞浦路斯大

使，同时兼任驻西班牙、葡萄牙、瑞士、马耳他、阿尔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

罗地亚、斯洛伐克、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大使。他曾担任塞浦路斯常驻欧洲委

员会、联合国(维也纳)和欧安组织的代表。他也是外交部政策规划主任和常务秘

书。从 1999 年 4 月起，Michaelides 先生在尼科西亚担任执业律师－法律顾问。 

教育背景： 

他在雅典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和经济学(1958 年－1963 年)，在巴黎第一大学(索

邦大学)修习宪法和政治学博士课程(1965 年－1967 年)，并获得深入研究文凭

(DEA)和大学博士学位。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他参与和/或代表塞浦路斯参加欧洲理事会、欧安组织和联合国关于人权事务的

各个部长级委员会和会议。他是人权问题部长代表小组成员和通过法律实现民主

威尼斯委员会成员。 

他作为塞浦路斯常驻欧洲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欧洲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筹备工作。禁止酷刑委员会于 1987 年辅一成立，他

即当选为该委员会的首批委员之一。他连选连任，在该委员会任职到 2011 年 12

月。他作为塞浦路斯防范酷刑委员会主席，在塞浦路斯主办了关于预防酷刑机制

和其他人权相关议题的各种研讨会、讲座及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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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他撰写了关于塞浦路斯的法律制度和人权的多种出版物和文章、尤其是关于《欧

洲禁止酷刑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机构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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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sta Dragan Mitrovic (塞尔维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83 年 1 月 26 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 

工作语言： 

英语和法语 

专业背景： 

2007 年 3 月 15 日至 2015 年 9 月 25 日，贝尔格莱德轻罪法院助理专家；2013 年

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4 月 1 日，司法部司法部门政策顾问，塞尔维亚支持司法部

门多捐助方信托基金顾问；2015 年 9 月 25 日至今，轻罪法院法官。 

现任职位/职务： 

轻罪法院法官。 

教育背景：  

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律系――国际法律课程，平均分 9.03。尼什大学――以最高分毕

业，并获得尼什市大学年度最佳硕士毕业生证书。我已完成第三年博士课程(考

试和研讨会均为最高分(10 分))，已完成有关博士论文“法治作为一种思想和伦

理价值”的工作。 

主要专业活动： 

我担任贝尔格莱德轻罪法院 24 小时开放服务法官。此前，我曾任司法部司法部

门政策顾问以及塞尔维亚支持司法部门多捐助方信托基金顾问。我一直是塞尔维

亚与布鲁塞尔就第二十三章双边筛查开展谈判的小组成员，我作为谈判官的主要

专业领域是少年司法。此外，我还在诸多关于仇恨犯罪、预防酷刑、反歧视、人

口贩运、有组织犯罪和少年司法问题的国内和国际研讨会上做讲座。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目前我正参与人权和现行法律领域的研究项目，并正撰写关于防范酷刑和仇恨犯

罪的文章。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我最近出版了各种主题的著作，不仅涉及防范酷刑，也涉及人权、法治、法治国

家。如果不能防范酷刑，法治国家就不可能存在或实现。我最近的出版物包括：

“全球政府与公益”、“人权与当代法治”、“法律理论中有关合法性的主要思

想的历史和当代演变”、“法治国家和法治的转变”、“世界两大法系关于合法

性的思想及其结合”以及“对于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是合法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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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arete Osterfeld (德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0 年 9 月 30 日，德国吕伯克 

工作语言： 

德语、英语 

专业背景： 

精神科医师、精神治疗医师、德国精神健康法专家、精神药理学专家、前病房主

任(LWL-Klinik, 多特蒙德，精神病医院) 

现任职位/职务： 

2015 年至今：德国防范酷刑国家机构成员 

2014 年至今：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

会委员 

2014 年至今：旨在改革精神病护理的一家德国协会 Aktion Psychisch Kranke 

(APK)董事会成员 

2002 年至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联邦州精神健康监测机构 

(Besuchskommission)成员 

教育背景： 

1997 年 精神治疗医师证书，德国； 

1996 年 精神科医生证书，德国； 

1991 年 医生从业执照，德国明斯特大学； 

1971 年 药剂师助理证书，德国。 

主要专业活动： 

治疗精神病人和(自愿及非自愿)住院者多年；领导一个精神病房(1996 年－2007

年)及其多专业团队；指导护理人员和初级医生；研究德国精神健康法以及能达

到的最佳精神健康权与自由权，并自 2003 年起在这一领域出版了多本著作。 

作为独立专家，在议会听证会上参与有关调整精神健康法、使其符合《残疾人权

利公约》或《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等人权标准的进程的有关活动，并担任

不同民间社会组织胁迫性精神护理问题工作组成员。 

作为主旨发言人，在国内和国际研讨会上推广精神或社会心理残疾人的法律行为

能力概念以及对精神护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例如“人权意识――联合国对于精

神病学的批评”(2016 年 2 月)或“人权和申索权”(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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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团体会员资格： 

德国社会精神病学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e Psychiatrie, DGSP)，自

2003 年起担任会员，2010 年－2014 年期间担任董事会成员；2010 年－2014 年

还担任德国社会精神病学协会精神治疗药物工作组演讲人。德国法律监护问题协

会(Betreuungsgerichtstag)，自 2003 年起担任会员，目前为胁迫问题工作组成

员。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2016, M. Zinkler, K. Laupichler, M. Osterfeld (Eds.), Prävention von Zwangsmaßnahmen. 

Menschenrechte und therapeutische Kulturen in der Psychiatrie (预防胁迫措施；人权和

精神病学领域的治疗文化)。2016, M. Osterfeld, Selbstbestimmung, Inklusion und 

rechtliche Betreuung – Herausforderung oder gordischer Knoten (自决、包容和法律

支持――挑战或戈耳迪之结)，见 Th. Degener et al., Menschenrecht Inklusion (人权

包容)。2017, D. Brosey, M. Osterfeld, Die Rechte von Klientinnen und Klienten (客

户的权利)，见 J. Bischkopf 等人，Soziale Arbeit in der Psychiatrie, Lehrbuch (精神

病学中的社会工作，教材)。2017, N. Greve, M. Osterfeld, B. Diekmann, Umgang 

mit Psychopharmaka (处理精神治疗药物)，第 5 版。 

  

https://www.psychiatrie-verlag.de/de/buecher/detail/book-detail/praevention-von-zwangsmassnahmen.html
https://www.psychiatrie-verlag.de/de/buecher/detail/book-detail/praevention-von-zwangsmassnahmen.html
http://www.neukirchener-verlage.de/index.php?action=artikel&subaction=zeige&var=603.080&sucheID
http://www.neukirchener-verlage.de/index.php?action=artikel&subaction=zeige&var=603.080&such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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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allah Ounnir (摩洛哥)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 年 7 月 2 日，摩洛哥 Ait Ouribel 

工作语言： 

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 

专业背景： 

大学法律教授；法律专家；国内和国际人权专家 

现任职位/职务： 

摩洛哥丹吉尔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系教授；摩洛哥国家人权理事会地方分

会――丹吉尔－得土安区域人权委员会委员。 

教育背景： 

1980 年：摩洛哥，拉巴特，默罕默德五世大学，法学学位(本科)；1982 年：法

国，佩皮尼昂法学系，私法和公法硕士；1984 年：图卢兹第一大学(社会科学大

学)，刑法和刑事科学高级文凭(D.E.A.)；1984 年：图卢兹第一大学(社会科学大

学)，犯罪学和刑事科学研究所，犯罪学和刑事科学证书；1988 年：刑法和刑事

科学博士。论文题目：摩洛哥刑法中的各种处罚。法国，图卢兹第一大学(社会

科学大学)。 

主要专业活动： 

自 1992 年起，司法和刑事科学教授；区域人权委员会丰富和促进人权工作组主

席；1999 年－2000 年，联合国科索沃临时特派团前司法事务干事；摩洛哥平等

与和解委员会和摩洛哥消除艾滋病协会等若干协会和机构法律专家；自 2014 年

起，蓬皮杜集团与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和瑞士沃州大学医疗中心(CHUV)社

区精神病服务处成瘾学处联合工作组法律专家兼成员；法律和移民工作和研究组

专家；2010 年在巴黎设立的地中海联盟地中海妇女基金会专家兼创始成员。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审查和记录囚犯及其亲属提交的申诉，包括有关酷刑指控的申诉；作为区域人权

委员会的成员对监狱开展调查和监督访问；就监狱条件和此类地点的人权状况对

囚犯和监狱主管部门进行访谈；查访之后报告监狱条件并提出有可能改进此类地

点人权状况的相关建议；就刑法和人的安全问题提供培训和教学；就移民和艾滋

病毒感染者等弱势群体开展研究。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关于支持通过国家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战略的反思”，提交国际过渡正义中心的

科学报告，Friedrich EBERT 基金会和摩洛哥人权组织，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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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的治安法院和治安法官”，提交平等与和解委员会的科学报告，摩洛哥

真相委员会，200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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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denka Perović (黑山)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3 年 7 月 9 日，黑山，波德戈里察 

工作语言： 

英语 

专业背景： 

区检察官办公室，1989 年－1991 年，实习生 

独立企业家，1991 年－1997 年，执行经理 

贸易部，1997 年－1998 年，共和国市场监察员 

司法部，1998 年－2003 年，一般事务和财政处处长 

黑山保护人权和自由办公室，2013 年－2014 年，秘书长 

现任职位/职务： 

副监察员，负责国家防范酷刑机制、保护人们免遭酷刑和在合理时限内得到审判

的权利等问题，2014 年 12 月 27 日任命，2015 年 1 月 20 日上任 

教育背景： 

1981 年－1985 年，黑山大学法律系；1996 年，律师资格考试；2004 年，波兰华

沙国际人权学校第十五届培训班；自设立监察员机构以来，参与了为该机构工作

人员主办的所有人权领域专业培训。 

主要专业活动： 

在所有专业工作中，她的专业兴趣都是保护人权。最初在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时，

她的兴趣是保护暴力行为受害者权利，后转移至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司法部工作时，包括在其下属的执行刑事处罚研究所中工作时，负责处理被剥

夺自由者的权利问题。 

2003 年通过的《黑山保护人权和自由办公室法》激起了她对直接参与保护人权

工作的兴趣。随后，她与黑山首位监察员携手开展了设立黑山监察员机构的艰难

工作。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监察员机构秘书长，她参与了执行监察员保护被剥夺自由者权利的任务，自

2015 年被任命为副监察员以来，她一直负责落实作为国家防范酷刑机制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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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合著：关于警察拘留设施中被剥夺自由者状况的特别报告，2011 年；提交普遍

定期审议的人权监察员关于黑山人权和自由问题的报告，2012 年普遍定期审

议；波德戈里察调查监狱情况报告，2012 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国家

防范机制报告；专著《享有身体健全和人类尊严的权利：10 月抗议与使用警察

力量》，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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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moud Ramdan (毛里塔尼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3 年 9 月 12 日 – Akjoujt (毛里塔尼亚) 

工作语言： 

法语、阿拉伯语和英语 

专业经历： 

拟订将酷刑定为犯罪的法律框架并设立毛里塔尼亚国家防范酷刑机制委员会，主

席；遴选国家防范酷刑机制成员委员会，委员；刑事问题和监狱管理司，顾问。 

教育背景： 

塞内加尔，达卡，切克·安塔·迪奥普大学，特别刑法博士(论文主题：“发展

中国家司法机关的运作”)。 

突尼斯，突尼斯市第三大学，刑法博士(论文主题：“保护被监禁者”)。 

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大学，私法本科(论文主题：“囚犯制度”)。 

现任职位/职务： 

努瓦克肖特大学教授兼研究主任－毛里塔尼亚 

主要专业活动： 

努瓦克肖特大学：刑法和司法研究主任；黎巴嫩国际大学、国家管理学院、媒体

和司法机构：人权和科学监狱教学专家；教授移民和反恐法律。国家人权委员

会：编写报告。国家防范酷刑机制：顾问。拘留条件咨询委员会：主席。囚犯权

利民间社会团体：顾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红十字国际委

员会：担任改进监狱条件方面的顾问。西非区域观察预警和分析战略：专家。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邀请各国人权领域的专家到大学做讲座(塞内加尔、科特迪瓦、马里、阿尔及利

亚、尼日尔、布基纳法索、法国、美国、加拿大、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等)。法律期刊科学委员会主席。国家人权委员会出版物主任。调查和跟进监狱

中的酷刑和暴力指控独立委员会主席。监狱和拘留中心控制艾滋病方案协调员。

曾就以下领域开展工作：囚犯公民教育、就防范酷刑法律框架向主管部门提出建

议、对监狱工作人员开展人权教育、执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防范监狱中暴力

行为的国际方案(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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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在毛里塔尼亚促进和保护人权”，国家人权委员会，2014 年。“司法和刑事

机构：加强司法部门项目”， 2012 年。“发展中国家的司法处理”，

L’Harmatan, 2011 年。“在毛里塔尼亚设立国家防范酷刑机制”，国家人权委员

会，2016 年。“毛里塔尼亚对酷刑的法律和司法处理”，国家法律项目，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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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t Sarsembayev (哈萨克斯坦)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7 年 12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地区 

工作语言： 

英语、俄语、哈萨克语(流利) 

现任职位/职务：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人权委员会专家，负责有关捍卫人权的宪法和刑法手段

(1997-1998 年，2012 年至今)；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人权中人的因素顾问机构成

员，参加有关执法机构开展的活动的讨论；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负

责有关选举方面的人权以及遵守哈萨克斯坦对欧安组织和联合国的国际义务问

题；法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国际人权法和防范酷刑问题(自 1994 年)。 

教育背景：  

1. 1965 年－1969 年，阿拉木图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荣誉毕业 

2. 1966 年－1973 年，哈萨克斯坦谢尔盖·基洛夫国立大学法律系荣誉毕业 

主要专业活动： 

1971 年－1973 年，哈萨克斯坦科克舍套地区休钦斯克市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员、

高级调查员；1973 年－2000 年，国际法和人权问题教授，主要研究打击酷刑和

虐待问题，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法律系系主任；2002 年－2005 年，尼古拉·古

米廖夫欧亚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用英文讲授国际人权法、包括消除酷刑

问题)。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1.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 (2012 年 1 月－12 月)； 

2.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理事会捍卫参与 1986 年 12 月示威活动并

遭受虐待的青年问题委员会成员(1990 年)； 

3.  担任 Bolashak 法律咨询集团和司法部法律和条约草稿专家，改进有关保护犯

罪、酷刑和虐待行为受害者权利的立法(2008-2016 年)。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1.  免遭酷刑和虐待－见 Sarsembayev M.A. 走进联合国。《联合国人权事务委

员会：感觉、印象、分析》一书。专著。－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Bolashak 咨

询集团，2014 年－第 94-119 页。 

2.  论打击酷刑－见《刑法》一书(哈萨克斯坦法、国际法)－阿拉木图(哈萨克斯

坦)：科学，1998 年。－第 251-252 页、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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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例专业简介(调查员、检察官、法官的工作)－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Daneker, 2002 年。154 页。 

4.  关于《禁止酷刑公约》－见 Sarsembayev M.A. 《国际法》。教材。－阿拉

木图(哈萨克斯坦)：Zhety Zhargy。－2009 年。－第 127-128 页，第 137 页。 

5.  如何更有效地打击酷刑和促进妇女权利：在日内瓦研讨会上探讨了上述问题

的答案－人与法(共和国法律周报)－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2012 年－第 32 期

－12 月 27 日，第 2 版。 

6.  对人权与自由的批判性观察(包括防范酷刑)。见《现代国际法的现实问题：

提交第十一届纪念 I.P. Blischenko 教授年度国际科学与实践大会的资料》－莫斯

科：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2014 年。第 408-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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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 Zaharia (摩尔多瓦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8 年 8 月 21 日，摩尔多瓦共和国 

工作语言： 

英语、俄语、法语(初级)、罗马尼亚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防范酷刑机制，成员(2013-2016 年) 

欧洲防范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委员会，委员(2013-2017 年) 

刑事改革研究所，主任 

国家法律援助委员会，主席，认证辩护律师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法律系，大学副教授 

主要专业活动： 

对拘留场所的监督查访(刑事改革研究所，2003 年－2011 年；欧安组织，2011 年

－2012 年；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2013 年－2015 年；禁止酷刑委员会，2014 年

－2015 年)；协调监狱改革方案(刑事改革研究所，2001 年－2015 年)；就防范酷

刑问题对国家防范机制成员、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医生和法医专家、辩护律

师、检察官和法官进行培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 年－2015 年)；就防范酷

刑问题起草监察员和国家防范机制法律框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

/修正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司法部、酷刑一览项目，2009 年－2014 年)；作为

刑事司法和人权问题专家，参与多个组织的评价和研究项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欧安组织、欧洲委员

会、欧盟驻摩尔多瓦代表团、司法部、内政部、监察员办公室、缓刑服务处、监

狱司等，2005-2015 年)。 

教育背景： 

摩尔多瓦国立大学：法学博士(2006 年)，法学硕士(2001 年)，大学学位(2000

年)；专业培训：“联合国条约监督机构”，日内瓦，国际人权服务社(2008

年)；“国际人权培训方案”，蒙特利尔，衡平国际人权教育中心(2008 年)；

“刑事诉讼中以当事人为核心的辩护”，联合王国，开放社会学会(2007 年)；

“监狱中的教育”，卑尔根，欧洲委员会(2005 年)；“国际人权保护学校”，华

沙，医生促进人权协会(2001 年)。 

在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其他主要活动： 

编写了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报告的平行报告，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2003

年；制定人权和防范酷刑方案并评价其执行情况(关于摩尔多瓦防范和打击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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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囚犯权利、被监禁青少年的权利、国家人权保护机制、中小学和大学人

权教育、拘留场所地方监督委员会运作情况的基线研究，2006 年－2015 年)；监

督儿童问题监察员的活动情况(2008 年)；拟订法律援助政策(国家法律援助委员

会，2008 年-2015 年)；作为执法机构改革委员会的成员，监督《司法部门改革

战略》的执行情况；以专家和教练员身份，参加了刑事司法和人权领域的 300 多

次会议和讲习班(2001 年-2015 年)。 

在有关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职权领域中的最新著作： 

记录和报告国家酷刑和虐待现状的方法，刑事改革研究所，2014 年；监狱中的

人员安全，刑事改革研究所，2012 年；摩尔多瓦共和国保留情况研究，2011

年；关于摩尔多瓦防范和打击酷刑的基线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年；

关于尊重遭审前逮捕的人员权利情况的监督报告，2010 年；拘留场所地方监督

委员会指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 年；申诉委员会。被拘留者和监狱管理

部门指南，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