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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28 April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二十九次会议
2021 年 6 月 24 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 5
根据《公约》第八条第一至第五款选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九名委员接替任期将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

选举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九名委员接替任期将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八条，《公约》缔约国会议

第二十九次会议定于 2021 年 6 月 24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对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
名单(第二节)进行投票，选出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九名委员，接替任期将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第一节)。另有九名委员将继续在委员会任职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第三节)。

一. 任期将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会委员
委员姓名

国籍国

西尔维奥·何塞·阿尔布克尔克·席尔瓦先生

巴西

努尔雷迪纳·埃米尔先生

阿尔及利亚

马克·博叙伊先生

比利时

钟金星女士

大韩民国

巴卡里·西迪基·迪亚比先生

科特迪瓦

丽塔·伊扎克－恩迪亚耶女士

匈牙利

高惠子女士

日本

居恩·屈特先生

土耳其

杨俊钦先生

毛里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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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缔约国提名的候选人
2.

根据《公约》第八条第三款的规定，秘书长在 2020 年 12 月 21 日的一份

普 通照会中请缔约国于两个月内为选举委员会的九名委员提出推荐人选。在
2021 年 2 月 21 日前收到的所有履历载于本文件(见附件)。
3.

提名的委员会候选人姓名(按收到提名的顺序排列)以及提名的缔约国如下。

候选人姓名

提名国

巴卡里·西迪基·迪亚比先生

科特迪瓦

米哈乌·巴尔采扎克先生

波兰

居恩·屈特先生

土耳其

钟金星女士

大韩民国

杨俊钦先生

毛里求斯

丽塔·伊扎克－恩迪亚耶女士

匈牙利

盖伊·麦克杜格尔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努尔雷迪纳·埃米尔先生

阿尔及利亚

三. 任期将于 2024 年 1 月 19 日届满的委员会委员
委员姓名

国籍国

谢哈·阿仆杜拉·阿里·米斯纳德女士

卡塔尔

伊普拉西马·吉斯先生

塞内加尔

李燕端女士

中国

叶姆赫尔赫·明德·穆罕默德女士 a

毛里塔尼亚

梅赫达德·巴彦德先生

德国

韦雷纳·艾伯塔·谢泼德女士

牙买加

斯塔玛蒂亚·斯塔里那基女士

希腊

费斯·迪克勒迪·潘斯·特拉库拉女士

南非

爱德华多·埃内斯托·伟加·卢那先生

秘鲁

a

穆罕默德女士于 2020 年 11 月逝世。毛里塔尼亚已任命一名本国国民担任该职，任满

剩余任期。这项任命正在提交委员会第一〇三届会议(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30 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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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简历*
巴卡里·西迪基·迪亚比(科特迪瓦)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6 年 12 月 28 日，Zahia S/P DALOA(科特迪瓦)
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担任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自 2018 年以来)
积极参与审议 36 个缔约国的报告。
担任以下国家情况的报告员：安道尔、柬埔寨。
担任预警措施和紧急行动程序工作组成员。
鼓励缔约国及时提交报告。
支持加强国家人权机构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之间的互动。
努力让民间社会更多参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法国昂格斯大学和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客座讲师，
致力于增进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了解。

主要专业活动

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
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国国家人权机构网络常务秘书
•

负责协调国家人权机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行动。

•

加强国家人权机构的能力，协调次区域的文书和做法。

自 2011 年 11 月以来
非洲武装部队人权协调处总协调员(创始成员)
•

制定战略并监督非洲武装部队人权协调处的活动。

•

代表非洲武装部队人权协调处出席与国家当局、外交界、民间社会组
织和联合国举行的高级别会议。

2013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
科特迪瓦国家人权委员会副执行秘书
•

负责领导和监督项目合作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

科特迪瓦 31 个地区人权委员会副协调员、科特迪瓦武装部队侵犯人权
案件监测机制国家协调员。

* 履历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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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和 2014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
科特迪瓦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
科特迪瓦阿比让南北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

关于国家人权保护体系、非洲体系和普遍人权保护体系的讲座。

2013 年 1 月－2016 年 6 月
科特迪瓦白化病患者福祉组织(BEDACI)白化病问题顾问
•

负责促进和保护白化病患者的权利，支持在科特迪瓦维护白化病患者
权利的这一主要组织。

2002 年 10 月－2012 年 7 月
律师、自由职业顾问
•

非洲人权委员会，关于科特迪瓦人权维护者的法律(冈比亚)；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科特迪瓦和西非的无国籍问题；与魁北克大学
蒙特利尔分校(加拿大)战略与外交研究 Raul-Dandurand 教席人员一起在
非洲执行和平使命。

学历
2019-2020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西非天主教大学法学博士四年级
2018 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国际大学法学博士二年级
2012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马格里布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硕士学位
2008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和平研究和行动中心尊严和人权研究所人权专业文凭
2007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西非天主教大学基础公法高级研究文凭
2005 年：科特迪瓦阿比让费利克斯·乌夫埃-布瓦尼大学药学和生物科学系公共卫
生学士学位
2002 年：科特迪瓦布瓦凯大学公法学士学位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国际人道主义法竞赛评审团成员
全球打击大规模暴行犯罪行动非洲工作组法语西非联络人
训研所全球外交倡议 R2P 课程的客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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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乌·巴尔采扎克(波兰)
出生日期和地点：1979 年 9 月 5 日，波兰锡拉德兹
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和波兰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法学院人权系教授，Toruń(波兰)。

主要专业活动
大学人权国际保护与国际公法的教学与研究
人权和自由领域的倡导者、执业律师

学历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国际公法资格认证(博士后)，波兰 Toruń(2014 年)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波兰 Toruń(2007 年)
欧洲大学学院欧洲法学院文凭(人权)，佛罗伦萨(2007 年)
国际人权研究所文凭(斯特拉斯堡，2004 年)
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波兰 Toruń(2003 年)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非洲人后裔问题专家工作组成员(2014-2021 年)、主席(2018-2019 年)(人权理事会
特别程序)
外交部法律咨询委员会成员(2017-)
国际法协会正式会员、国际法协会紧急情况下人权问题委员会成员(2017-)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Uses and Underu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8, vol. XXXVIII, pp. 11–27.
Preser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CLOS despite a party’s non-appearance? Some
remarks on the 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v. Russia)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Wroclaw Review of Law,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ics”
2018, vol. 8, no. 2, pp. 172–187.
Responsibility of State Parties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in Polish] Toruń
2013, p.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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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恩·屈特(土耳其)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7 年 3 月 4 日，伊斯坦布尔
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土耳其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1996 年至今：伊斯坦布尔 Bogazici 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1996-2017 年：欧洲委员会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土耳其成员
2010-2021 年：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教授国际关系课程，内容包括国际人权保护机制
指导大学的研究、论文撰写及相关学术活动
承担高校行政职责

学历
Galatasaray 高中，1976 年(高中毕业文凭)
博加齐奇大学，1981 年(政治学学士)
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1985 年(政治学硕士)
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1985 年(政治学博士)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作为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监测活动的一部分工作，担任若干国别报告
的报告员。
作为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常设工作组或特设工作组成员，处理委员会
与欧洲民间社会的关系，起草关于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内种族主义、仇外心理、
反犹太主义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等具体问题的一般政策建议草案。
筹备各种公开活动(会议、座谈会、圆桌会议、媒体活动)，并/或为这些活动做出
贡献，内容涉及在土耳其和欧洲委员会其他成员国打击种族主义、仇外心理、
反犹太主义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也涉及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和职能。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参与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若干报告、建议、
宣言的起草和定稿(欧洲反对种族主义和不容忍委员会的文件列表见其网站
www.coe.int/ecrit)。
出席关于国际机构支持民间社会活动努力打击歧视的学术研讨会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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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金星(大韩民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53 年 7 月 28 日，韩国首尔
工作语言：英语、韩语和日语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2018-2022 年)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荣休教授(2018 年至今)
大韩民国外交部咨询委员会委员(2018 年至今)
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2014 年至今)
韩国联合国人权政策中心(非政府组织)主席(2005 年至今)

主要专业活动
韩国人权研究会会长(2017-2018 年)
韩国社会学协会会长(2013 年)
韩国妇女研究协会会长(2012 年)
首尔国立大学董事会成员(2018-2020 年)
总统民族凝聚力委员会成员(2013-2014 年)
总统社会凝聚力委员会成员(2009-2010 年)
性别平等部性别、人权与和平基金会咨询委员会主席(2019-2020 年)
司法部妇女儿童政策咨询委员会主席(2010-2011 年)
教育部韩日联合历史研究委员会成员(2007-2010 年)
首相府朝鲜战争期间老斤里事件受害者组织顾问(1999-2000 年)

学历
哈佛大学 Weatherhead 国际事务中心访问学者(2002-2003 年)
首尔国立大学教授(1996-2018 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1978-1984 年)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研究生院(硕士)(1976-1978 年)
首尔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学士)(1972-1976 年)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黑山和巴勒斯坦国别报告员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预警和紧急行动程序工作组主持人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2020 年审查的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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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活动：冠状病毒病工作组成员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和解特设委员会成员
首尔国立大学人权中心主任(2012-2015 年)
联合国来文工作组成员(2012-2013 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副主席(2009-2010 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成员(2008-2013 年)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基于工作和出身原因的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
(2005-2007 年)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关于通过更好地了解人类的传统价值增进人权和基本
自由的研究报告”(A/HRC/22/71)(以报告员身份撰写)(2012 年)
“Social Attitudes to Cross-Border Marriages in Korea and Taiwan”Development and
Society 45(2)，327-352 (Chinsung Chung & Keuntae Kim) (2016)
“需要采取人权办法和建立有效的联合国老年人人权机制”(A/HRC/AC/4/CRP.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工作文件。(2010 年)
“Marriage migration in Southeast and East Asia revisited through a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lens” Critical Asian Studies. Vol.48-Issue 4: Rethinking Marriage Migration in Asia:
Development, Gender and Transnationalism, Part I: Pages 463–472 (Chinsung Chung,
Keuntae Kim & Nicola Piper) (2016)
UN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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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钦(毛里求斯)
出生日期：1947 年 1 月 1 日
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副主席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来文工作组主席
卡塔尔和阿联酋和解委员会委员
毛里求斯路易港 Dauphine 街 9 号 BYSY 协会负责人
法律顾问、仲裁员、调解员

主要专业活动
毛里求斯前首席大法官，从事法律和司法工作 41 年。在毛里求斯担任过各种司
法职位，曾担任首席大法官[2007 年至 2013 年]。在毛里求斯司法机构进行了深
入改革，缩短了最严重刑事案件的审理时间。在法院系统内推行调解做法，无需
民事诉讼当事人承担额外费用。荣获下列许多奖项：(一) G.O.S.K(毛里求斯国家
星辰钥匙大勋章)；(二) 路易港市自由勋章；(三) 库雷皮市自由勋章；(四) 中庙
荣誉会名誉会员；(五) 林肯律师学院荣誉会荣誉会员；(六) 世界法学家协会
(美国)颁发的杰出律师奖； (七) 2012 年古斯和平奖(菲律宾)；(八) 2013 年
国际法学家奖(印度)。
对所有人权问题都非常感兴趣，曾服务于：(一) 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人权高专办)[1998-2002 年]；(二)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2007 年至
2020 年 5 月]；(三)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2013 年至今。

学历
毛里求斯圣约瑟夫学院(由拉萨利安兄弟经营)。英语、法语和拉丁语 A 级。
利兹大学(1966-1969 年)法学学士(荣誉)。
通过法律教育委员会律师考试，在伦敦林肯学院获得律师资格(1970 年)。
在巴黎第二大学(先賢祠)修读法国民法(1970-1972 年)。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罗姆人的人权问题和保护”工作文件(E/CN.4/Sub.2/2000/28)的作者。
关于“人权与大规模毁灭性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或具有造成无谓伤害或不
必要痛苦性质的武器”的工作文件的作者。E/CN.4/Sub.2/2002/38 号文件，并于
2003 年就该文件采取后续行动。
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工作组前主席，在任期内制定了
两项关于老年人和残疾人权利的议定书草案。这两项议定书目前正在等待《非洲
宪章》15 个缔约国的批准才能生效。
在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多次担任国别报告的报告员。
自当选以来，一直积极参加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来文工作组的工作，目前担任
工作组主席。
GE.21-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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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见上文关于罗姆人和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工作文件的作者。
2013 年 3 月 4 日庆祝法律日的首场公众讲座，主题是“民主与法治”。
在 2020 年 10 月 29 日由人权部举办的研讨会上，与非政府组织和毛里求斯公务员
讨论“司法中的人权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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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塔·伊兹萨克－恩迪亚耶(匈牙利)
出生日期和地点：1980 年 8 月 7 日，匈牙利 Szekszárd
工作语言：英语、法语、匈利语(母语)

现任职位/职务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报告员(2018-2022 年)
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顾问、高级人权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参与国际网络研讨会、座谈会、会议，举行讲座，发表主题演讲。
(国际良知遗址联盟：变革性文件，社区驱动文件倡议新方法(主旨发言人)；大赦
国际：解码基于工作和出身原因的种族歧视(发言者)；CEU/哈佛大学：疫情中的
罗姆人(主持人)；国际良知遗址联盟：妇女与冠状病毒病(发言者)；全球反对大
规模暴行预防行动：非洲工作组定期会议(成员)；大赦国际：#下一战略(发言者)
等等)。
关于在公民领域保护年轻人的咨询：研究和综合报告，提出更系统、更可持续、
注意年龄和性别问题的保护机制的指导方针和建议。
辅导：指导尼泊尔年轻女性担任公共领导职务。
写文章，在媒体上露面，接受采访。

学历
法学硕士学位：匈牙利佩特·帕兹曼尼天主教大学(1999-2004 年)
罗伯特·舒曼实习方案：欧洲议会，布鲁塞尔，2008 年
少数群体奖学金计划：人权高专办，日内瓦，2006 年
实习：欧盟委员会，就业、社会事务和平等机会部，布鲁塞尔，2006 年
Equitas 国际人权培训方案，蒙特利尔，2003 年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为各种组织提供咨询和指导：
国际良知遗址联盟，妇女领导理事会(纽约)：成员
达利特人国际团结网络(哥本哈根)：大使
全球保护责任中心(纽约)：咨询委员会成员
Kona Connect (伯尔尼)：顾问

GE.21-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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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COVID 时代女性和平建设者的一天》一书中的文章，由“今日民主”出版
(2020 年)
“预防暴行专家之声”，全球保护责任中心播客系列，第一集访谈(可在
Spotify、SoundCloud、YouTube、Apple Podcast 上观看)，2020 年
“消除种族歧视的斗争”，由联合王国联合国协会在《色线》杂志上发表的文章
(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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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伊·麦克杜格尔(美利坚合众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7 年 8 月 13 日，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工作语言：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莱特纳国际法和正义中心杰出常驻学者

主要专业活动
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独立专家(2005-2011 年)。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家委员(1998-2001 年)(2015-2019 年，副主席)。
全球权利小组执行主任(1994-2006 年)。
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律师委员会南非项目主任(1980-1994 年)。

学历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学硕士；英国伦敦。方向：国际公法(1978 年)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72 年)
本宁顿学院学士学位；佛蒙特州本宁顿(1969 年)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福特汉姆法学院国际法杰出客座教授(2013 年)。
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人权客座教授(2011-2012 年)。
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召集人(2007-2011 年)。
美利坚大学华盛顿法学院驻校杰出学者(2006-2008 年)。
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成员(1994 年)。
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专家成员(候补)(1997-2000 年)。
武装冲突中系统性强奸和性奴役做法问题特别报告员(1995-1999 年)。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Roma in Europe: Racism is Alive and Well, EDINBURGH JOURNAL, November 22, 2008.
Minorities, Poverty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Assessing Global Issues,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and Group Rights 333 (2007).
Decade of Human Rights Struggles, 11 Human Rights Brief 12 (Spri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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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雷丁·阿米尔(阿尔及利亚)
[原件：法文]
出生日期和地点：1940 年 12 月 5 日，突尼斯
工作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阿尔及利亚人权委员会成员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国际专家

主要专业活动
负责国际关系的外交官。
国际法教授。
负责组建和解委员会，调解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参加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作为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主席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工作；会晤联合国秘书长。

学历
社会学学士学位(1980 年，阿尔及尔)。
阿尔及尔大学普通文学证书。
阿尔及尔大学西班牙裔美国人研究(文化少数群体)证书。
社会学学士学位(特别是对当代理论的作用和社会变革的批判性分析)。
政治学博士，此前曾获得两个高等深入研究文凭，分别主修国际关系和国防政策
(巴黎第一大学 索邦大学 ，论文导师：苏联问题专家、 法兰西学院院士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女士)。

在与相关条约机构任务有关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自 2002 年起担任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许多次专门讨论打击种族歧视的
会议和座谈会。

在该领域的最新出版物
2017 年在普朗克研究所(卢森堡)举办的与国际条约有关的决策进程讲习班。
2017 年关于专门针对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国际条约的信息通报(开罗)。
2017 年就世界人权状况向欧洲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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