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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大会工作

2016 年 1 月 8 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普通照会
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埃尔比奥·罗塞利致意，并奉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佐
兰·米拉诺维奇的信件，内容涉及提名克罗地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和欧洲
事务部部长韦斯娜·皮习克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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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 月 8 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
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2016 年 1 月 5 日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给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们谨提名韦斯娜·皮习克出任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我们因此重申已在 2015
年10 月21 日信中宣布的对皮习克女士的提名。
随函附上皮习克女士的简历(见附文)。
在过去四年里，皮习克女士一直担任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并在过去三年兼
任克罗地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
皮习克女士作为政治家和学者，拥有杰出的国家和国际生涯，这使她完全适合
担任这一承担全球领导作用和责任的职务。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她一直积极参与国
家和国际政治，并在克罗地亚加入欧洲联盟谈判期间担任负责监测谈判的议会委员
会主席，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在此之前，她还曾任国民议会副议长和欧洲自由
党副主席。
在担任第一副总理兼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期间，她一直非常积极地处理发展、
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她的一个特别工作重点是增强妇女和女童权能，尤其是在冲
突后社会和转型社会之中，她在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框架内均极力倡导上述专题。
我们相信，皮习克女士将为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带来强有力领导才能、愿景、正
直人格、管理技能、渊博学术背景的独特和喜人结合，特别是对全球和区域问题的
深刻理解。
我们坚决支持并相信联合国系统最高领导职位的公平地域分配原则。鉴于迄今
为止仅东欧集团尚无代表出任本组织最高官员职务，我们认为下一任秘书长应来自
东欧区域。
此外，我们还坚决支持秘书长职位甄选和任命进程的性别平等原则。鉴于本组
织已成立 70 年，现在应当考虑由一名具备无可挑剔的出色资历的妇女在平等基础上
担任这一非常显赫的职位，皮习克女士拥有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以及在全球、发展和
人权问题上多年积累的丰富领导才能，我们坚信她是执行这一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
请按照 1997 年 7 月 31 日大会第 51/241 号决议第 60 段安排协商并向会员国和
安全理事会通报，同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我们随时愿意提供所需的任何补充资料。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理
佐兰·米兰诺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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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韦斯娜·皮习克，博士学位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兼第一副总理



克罗地亚议会成员
o

克罗地亚议会副议长

o

克罗地亚议会的自由民主党议会领袖

o

监测加入欧洲联盟谈判国家委员会主席



社会和政治理论学教授，萨格勒布大学



萨格勒布大学学士，1976 年——社会学和哲学



萨格勒布大学博士，1984 年——社会学



芝加哥大学(美国)，1972 年——社会学-学期研究



汉弗莱研究员，博士后项目，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1984/85 年——人
力资源管理

学历

摘要
我在三个领域发展职业生涯：


学术和科学研究



非政府部门的社会活动



政治——政府

长期以来，我先后在上述三个领域工作，但也有重叠，我一直同时积极参与
上述多个领域的工作。我在一个领域的经验必定指导和影响了我在其他领域的工
作，这形成了协同作用而非刻板的先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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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和科学生涯始于 1975 年并持续至 2010 年。然而，在此前 10
年——2000 年至 2010 年，我将更多的重点放在政治方面，同时仍在萨
格勒布大学授课。



1979 年，我与其他 6 名妇女创建了我的首个非政府组织，也是前南斯
拉夫的首个女权主义团体。1992 年，我共同创办了一个非政府、非党
派的民主文化智囊团“伊拉斯谟协会”并担任主席。该智囊团在 1992
年至 1998 年期间开展活动。在任职期间，我是促进民主文化的期刊《伊
拉斯谟》的发行人。



2000 年，我首次当选议员并进入政坛。此后，我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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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科学研究
主要学术和研究领域：政治理论、民主理论、共产主义后和冲突后社会的转
型与变革、组织理论、劳资关系、工业民主和性别平等研究。我在上述所有领域
发表了科学著作并授课。


1975-1979 年：担任欧洲工业民主组织国际研究小组成员，在柏林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协调下对 12 个欧洲国家的工业民主开展比较研究。在研
究基础上合著了《欧洲的工业民主》和《欧洲的劳资关系》(牛津克拉
伦登出版社，1981 年)。



1976-1978 年：担任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978 年以来：在萨格勒布大学社会学系工作；1992-1994 年，任系主任。



1998 年：当选全职教授，讲授政治社会学和工业民主理论课程。



2010 年以来：仍正式隶属萨格勒布大学，但并不再从事教学。

在我的职业生涯期间，我领导或参与了一些实证研究项目。


1989 年至 1991 年，我开展了一项关于克罗地亚境内 18 个最成功工业
组织管理风格的实证研究。这是分析管理精英在克罗地亚转型期间担任
看守政治精英的可能性的基础。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我的著作《领导人
和管理者》(Novi Liber，1992 年)之中。



1995/96 年，我协调了一个关于克罗地亚的主要政治、宗教、家庭、工
作和环境价值观的实证研究项目，这是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在 17 年
前启动的全球价值观调查的组成部分。这项研究成为克罗地亚题为“新
民主的新议程”的更广泛项目的一部分。

非政府部门的社会活动


妇女和社会——1979 年，与其他 6 名妇女一起创办了前南斯拉夫的首
个女权主义团体。当时，女权主义在政治和社会上均被视为极具争议的
话题。但政治压力和攻击产生了反作用，该团体吸引了浓厚兴趣并迅速
发展。当时，非政府组织在南斯拉夫前所未闻且前所未有，我们也被视
为非法并遭到官方行动的威胁。克罗地亚社会学协会同意将我们纳入其
在当时框架内生存的活动和举措之中。我们的团体其后成为克罗地亚的
开创性妇女和女权主义组织。



伊拉斯谟协会——1992 年，我共同创办了一个非政府、非党派的民主
文化智囊团“伊拉斯谟协会”并担任主席。该智囊团在 1992 年至 1998
年期间开展活动。伊拉斯谟协会出版了一本政治期刊《伊拉斯谟》以及
关于政治文化、民主和政治转型的系列丛书，并举办了一些讨论各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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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问题的圆桌会议。我们所有活动的重点是就当时肆虐克罗地亚及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倡导对话并寻找和平解决办法。我们还对
1990 年代克罗地亚和区域其他国家的独裁政权进行了批判分析。为了
打击极端民族主义，1993 年秋季，伊拉斯谟举办了“塞族和克族”圆
桌讨论会议。这是战争开始以来，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
民间社会代表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会官员的首次会议。在六年时间
里，伊拉斯谟在克罗地亚以强有力的声音反对独裁主义、极端民族主
义和战争。它遭到了当局的强烈批评，但对 90 年代后半期出现的变革
产生了积极影响。
政治


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部长兼第一副总理



克罗地亚议会成员，2000 年、2003 年、2007 年和 2011 年当选：
o

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一体化委员会、宪法、现行条令和政治制度
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克罗地亚-欧洲联盟联合议会委员会成员；

o

2003-2007 年克罗地亚议会副议长；

o

2007-2011 年监测加入欧洲联盟谈判国家委员会主席；

o

2000-2003 年及 2007-2011 年

克罗地亚议会克罗地亚人民党议会

领袖；


欧洲自由民主和改革党副主席——当选两届



克罗地亚人民党领导人，2000 年至 2008 年，2013 年至今。

特邀授课和专业委员会


1992 年至 1997 年——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东欧联合委员会成员。国际
民主研究论坛研究委员会成员。



我曾在芝加哥大学、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
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华盛顿特区国际民主
论坛、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授课，并在一些其他的欧洲和美国机构举
办讲座。



1996/1997 学年，我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任民主化问题
E.L.Wiegand 杰出访问教授。



1984/85 学年，我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任汉弗莱研究员，
专攻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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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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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书籍


《民主政体和独裁统治》
，Durieux，1998 年



《领导人和管理者》
，Novi Liber，1992 年



《工业民主和民间社会》
，Sociološko društvo Hrvatske，1986 年



《欧洲的工业民主》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1 年(合著)



《欧洲的工业关系》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81 年(合著)



为国内和国际刊物撰写了约 50 篇科学和专业文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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