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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全体会议 

第一届会议 

2013 年 1 月 21 至 26 日，德国波恩 

临时议程
*
 项目 6  

提名和选举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 
 
 
 

  收到的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提名 
 
 

  秘书处的说明  
 

1.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1 日，在巴拿马城举行了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

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确定模式及机构安排的全体会议第二届会议。会上商定，将

邀请平台的成员按区域提名候选人担任多学科专家小组的临时成员，待全体会议

批准(见 UNEP/IPBES.MI/2/9，附件一，附录二，第 24 条)。 

2. 按在巴拿马的商定，将就小组成员问题做出一项临时安排，直至全体会议就

该小组的最终区域结构和专家组成情况做出决定。将从联合国五大区域中每个区

域选出五名代表，担任临时成员。该安排有效期将不得超过两年，以便能够在全

体会议某届会议上商定最终区域结构和专家组成情况(见 UNEP/IPBES.MI/2/9，附

件一，附录一，第 16 段)。关于提名和选举专家小组成员的进一步细节，见《平

台全体会议的议事规则》(UNEP/IPBES.MI/2/9，附件一，附录二)和《关于提名

和选举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主席团成员和专家小组

成员流程的指导文件》(IPBES/1/INF/11)。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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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普发了一封信，邀请平台的

成员，在闭会期间，提出合适的候选人，参选小组成员。因此，设在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平台临时秘书处收到了下列提名。候选人的完整简历见平台的网站

(www.ipbes.net/plenary/mep-nominations.html)和 IPBES/1/INF/13 号文件。 

 

收到的多学科专家小组成员提名(截至 2013 年 1 月 3 日) 

提名国 姓名 职务 性别

非洲国家    

埃塞俄比亚 Sebsebe Demissew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植物学教授 

男 

加纳 Alfred Apau Oteng 
Yeboah 

加纳，加纳大学植物系 男 

肯尼亚 Beatrice Nangami 
Khayota 

肯尼亚，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生物多样性中心，

系主任 

女 

肯尼亚 Matiku Paul 
Musengy'a  

肯尼亚，“肯尼亚自然”组织，执行主任 男 

肯尼亚 Agnes Wangui 
N.Muthumbi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生物科学学院，海洋和

淡水科学系，主任 

女 

肯尼亚 Gideon 
H.N.Nyamasyo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生物科学学院，高级讲师 男 

肯尼亚 Stella Wattimah 
Simiyu 

肯尼亚，环境和矿产资源部，技术顾问 女 

尼日利亚 Caroline O. Akachuku 尼日利亚，迈克尔奥克帕拉农业大学，林业和环

境管理系，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学院，副院长 

女 

尼日利亚 Callistus Akosim 尼日利亚阿达马瓦州，Modibbo Adama 科技大

学，林业和野生动物管理系，讲师 

男 

尼日利亚 Augustine 
Ibukunoluwa Ayodele

尼日利亚，奥约州，伊巴丹，伊巴丹大学，农

业和林业学院，野生动物和渔业管理学教授 

男 

尼日利亚 Patricia Donli 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理学院，生物科学

系，讲师 

女 

尼日利亚 Susu Sumaila Sanusi 尼日利亚，迈杜古里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 男 

南非 Luthando Dziba 南非，科学、工业、自然资源和环境研究委员

会首席研究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学

特级研究员 

男 

南非 Carmel Mbizvo 南非，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副总干事

兼研究、政策和知识管理部主任 

女 

南非 Albert S.van Jaarsveld 南非，国家研究基金会，会长兼行政总裁 男 

津巴布韦 Cecil Machena 津巴布韦，本土资源共同区域管理方案，项目

管理员 

男 



 IPBES/1/9/Rev.2

 

313-20390 (C) 

 

提名国 姓名 职务 性别

津巴布韦 Rodger Lewis Mpande 日本，联合国大学高级研究所，生物多样性政

策和做法专业研究生 

男 

亚太国家    

中国 付博杰 中国，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城市

与地区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环境生态学教授 

男 

斐济 Randolph R.Thaman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科学、技术和环境学院，

地理、地球科学和环境学院，教授 

男 

印度 Vinod Bihari Mathur 印度，印度野生生物研究所所长  男 

印度 L. M. S. Palni 印度，G.B. Pant 喜马拉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所长  

男 

印度 N. H. Ravindranath 印度，印度科学研究院可持续技术中心教授 男 

印度 Paramjit Singh 印度，印度植物调查所所长 男 

印度 Raman Sukumar 印度，印度科学研究院生态科学中心教授 男 

印度 K. Venkataraman 印度，印度动物调查所所长 男 

印度尼西亚 Dedy Darnaedi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科学研究院，生物研

究中心前主任，植物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ehrasa Mehrdad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自然环境和生物

多样性司，技术专家 

女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Naser Moghaddas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研究中心，生境

和保护区局，局长 

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ostafa Panahi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环境部，常务副部长高级

顾问 

男 

日本 Kazuhiko Takeuchi 日本，东京大学可持续科学综合研究系统主

任、教授；联合国大学副校长 

男 

马来西亚 Anantha Kumar 

Duraiappah 

德国波恩，联合国大学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

因素计划执行主任 

男 

马来西亚 Leng Guan Saw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森林生物多样

性处处长 

男 

尼泊尔 Umesh Kumar Mandal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中央地理系副教授 男 

菲律宾 Angel C.Alcala 菲律宾，Silliman 大学，Angelo King 研究和

环境管理中心，主任 

男 

大韩民国 Kwi-Gon Kim 大韩民国，首尔国立大学，景观和生态规划学

荣誉退休教授 

男 

沙特阿拉伯 Yousef Saleh 

al-Hafedh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城”组织，

野生动物研究卓越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男 

泰国 Utis Kutintara 泰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全国委员

会，高级顾问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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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国 姓名 职务 性别

东欧国家    

匈牙利 András Báldi 匈牙利 MTA 生态研究中心主任 男 

匈牙利 György Pataki 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环境经济和技

术系副教授 

男 

匈牙利 Katalin Török 匈牙利，匈牙利科学院生态与植物研究所生态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巴西 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 

职务，巴西，人类学荣誉退休教授 女 

巴西 Carlos Alfredo  

Joly 

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生物学研究所，植

物生态学教授 

男 

巴西 Peter Herman May 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农村大学，副教授 男 

危地马拉 Edgar Selvin Pérez 危地马拉，国家保护区委员会，生物多样性技

术办公室主任 

男 

洪都拉斯 Adoni Cubas Guerra Chemonics 国际协会，水生资源管理和经济可

择办法区域方案 

男 

墨西哥 Rodrigo Medellín 
Legorreta 

墨西哥，墨西哥大学，生态学研究所，生态学

资深教授 

男 

墨西哥 Julia Carabias 

Lillo 

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理学院教员，

生物多样性与环境跨学科中心主任 

女 

墨西哥 José Sarukhán 墨西哥，生物多样性知识和利用全国委员会，

国家协调员 

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Dave D. Chadee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生命科学

系教授 

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Floyd M. Homer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环境和水资源部环境政策

和规划司多边环境协定股生物多样性专家 

男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Howard P. Nelso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西印度群岛大学生命科学

系讲师 

男 

西欧和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 Mark Lonsdale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生态科

学部主任 

男 

加拿大 Jedediah Farrell 

Brodie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系和动

物学系和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男 

加拿大 Kai M.A.Chan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资源、环境和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男 

加拿大 Philippe G.Le 

Prestre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男 

加拿大 Sarah Perin Otto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教授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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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 Volker Loeschcke 丹麦，奥胡斯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 男 

丹麦 Eva Roth 丹麦，南丹麦大学，副教授兼环境和商业经济

系主任 

女 

芬兰 Eeva Furman 芬兰，芬兰环境研究所，环境政策中心主任 女 

芬兰 Janne Sakari 

Kotiaho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系，

教授 

男 

芬兰 Atte Moilanen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科学系，教授 男 

芬兰 Mikko Mönkkönen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系，

教授 

男 

芬兰 Jari Kalevi Niemelä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生物和环境科学学院，

教授 

男 

法国 Wolfgang Cramer 法国，地中海海洋和陆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研

究所，教授兼副科研主任 

男 

法国 Philippe Maurice 

Cury 

法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科学家和研究部主任 男 

法国 Paul Leadley 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兼生态学、系统学和

进化实验室主任 

男 

新西兰 Eckehard 

G.Brockerhoff 

新西兰，新西兰森林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男 

新西兰 Dennis Preston 

Gordon 

新西兰，国家水和大气研究研究所，海洋生物

多样性和生物安全首席科学家 

男 

新西兰 Philip Lyver 新西兰，“土地保护研究”组织，生态学家 男 

新西兰 Anton Diderik 

Meister 

新西兰梅西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荣誉退休教

授 

男 

新西兰 Simon Francis 

Thrush 

新西兰，国家水和大气研究研究所，沿海生态

系统学首席科学家； 

奥克兰大学/海洋科学联合研究生院，环境学

院，教授 

男 

挪威 Dag Olav Hessen 挪威，奥斯陆大学，生物系，生态和进化分析

中心，教授 

男 

挪威 Kit M.Kovacs 挪威，挪威极地研究所，生物多样性研究方案

负责人 

女 

挪威 Ståle Navrud 挪威，挪威生命科学大学，经济和商业学院，

教授 

男 

挪威 G.Kristin Rosendal 挪威，南森研究所，政治学教授 女 

瑞典 Thomas Elmqvist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系统生态系，斯德哥

尔摩复原中心，教授 

男 

瑞士 Markus Fischer 瑞士，伯尔尼大学，植物科学研究所，教授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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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国 姓名 职务 性别

联合王国 James Bullock 联合王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生态和水文中

心，教授 

男 

联合王国 Iain James Gordon 联合王国，詹姆斯·赫顿研究所，行政总裁兼

主任 

男 

联合王国 Edward Maltby 联合王国，利物浦大学，水和生态系统管理学

荣誉退休教授 

男 

联合王国  Dominic Moran 联合王国，苏格兰农业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 男 

联合王国 Ken Norris 联合王国，雷丁大学，教授兼农业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 

男 

美利坚合众国 Ann M.Bartuska 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农业部，主管研究、教育

和经济学事务的副部长帮办 

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