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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INFORMATION

请参会嘉宾妥善保管会议证件及材料。出入会场及用餐，需佩戴会议证件。如有遗失，请及时通知会务组。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本次论坛实行闭环管理，参与嘉宾出席会议期间请勿离开酒店。

本次会议为国际会议，请与会嘉宾着正装出席。

本次论坛提供中文、英文、法文同传服务。主办方将为参会嘉宾提供同传设备，请爱护使用，用毕请放回原处。

请参会嘉宾在出席会议期间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状态。

会议期间酒店房间的长途电话、房间迷你酒吧、洗衣及商务中心等费用自理。

“北京人权论坛”中国人权网（中文版） http://www.humanrights.cn/

                                    中国人权网（英文版） http://www.chinahumanrights.org/

       中文专题网址二维码                            英文专题网址二维码                     图片直播二维码

 

会议酒店

北京会议中心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88 号

酒店电话使用方法

总机：+86 10 8490 1668

房间之间通话：房间号

北京市内通话：9+ 号码

国内长途：9+0+ 号码 

国际长途：需找前台开通 

会议秘书处

房间：1114         电话：+86 10 8490 1114

与会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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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RUCTIONS防疫须知

为切实做好“2022·北京人权论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根据国家和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的相

关规定，本次论坛疫情防控要求如下：

1. 会前 14 日内，无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旅居史人员，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会。

2. 进入会场前请配合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酸检测、测量体温，并通过微信小程序“北京健康宝 – 本人信

息扫码登记”出示扫码结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及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3. 确保参会嘉宾全程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4. 进入会场需要出示证件。无证人员禁止入场。

5. 为了避免人员聚集，保持安全距离，参会人员实行分散就座，座位保持间隔 1 米左右。

6. 各分论坛门口布置消毒凝胶、口罩、消毒纸巾等防疫物品供各位参会人员使用。

7. 各论坛结束后，为避免离场拥挤，请按顺序依次离场。 

8. 论坛期间若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结膜炎、肌肉酸痛等

可疑症状，请及时与会务组或酒店联系，并配合防疫部门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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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5 日（星期一）
07:00-09:00 早餐（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12:00-14:00 午餐（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18:00-20:00 晚餐（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7 月 26 日（星期二）
07:00-09:00 早餐（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12:00-13:30 午餐（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

 开幕式 （15:00-15:50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蒋建国先生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15:00-15:1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先生致辞   

15:10-15:20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孟复先生致辞 

15:20-15:30 利比里亚众议长布法尔·钱伯斯先生致辞 

15:30-15:40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先生致辞

15:40-15:50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第一副议长、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曼·卡尔马托维奇·萨义

多夫先生 致辞 

15:50-16:10 茶歇

 大会发言 （16:10-17:40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王国庆先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16:10-16:16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  

16:16-16:22 罗马尼亚前总理维奥丽卡·登奇勒女士 

16:22-16:28 白俄罗斯副外长尤里·安布拉泽维奇先生 

16:28-16:34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先生 

16:34-16:40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先生 

16:40-16:46 布隆迪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西斯特·维尼·尼姆拉巴先生 

16:46-16:52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阿莱娜·杜晗女士

PROGRAMME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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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PROGRAMME会议日程

16:52-16:58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先生

16:58-17:04 尼日尔人权委员会副主席法蒂玛·穆萨女士 

17:04-17:10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总编塔希尔·法鲁克先生 

17:10-17:16 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先生 

17:16-17:22 中非国家调解委员会主席、前议长洛朗·恩贡 - 巴巴先生 

17:22-17:28 柬埔寨首相助理大臣兼人权委员会主席高烈米先生

17:28-17:34 中国外交部大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刘昕生先生

17:40-18:40 晚餐

 分论坛 （18:45-21:15 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

分论坛一  主题：可持续发展与人权保障      地点：第 18 会议室

分论坛二  主题：民主与人权保障                    地点：第 19 会议室

分论坛三  主题：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权保障  地点：第 21 会议室

分论坛四  主题：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地点：第 20 会议室

分论坛五  主题：开放包容发展与人权保障  地点：第 22 会议室

21:15-21:30 休息转场

 闭幕式 （21:30-22:10 北京会议中心 9 号楼三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沈永祥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委员

21:30-22:00 分论坛代表发言（每人 6 分钟）

第一分论坛代表发言

第二分论坛代表发言

第三分论坛代表发言

第四分论坛代表发言

第五分论坛代表发言

22:00-22:10 致闭幕辞

         蒋建国先生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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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 PROGRAMME分论坛一 PARALLEL SESSION 1

论坛主题

可持续发展与人权保障
地     点：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第 18 会议室

主持人：杨清清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周戎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联络员：李鑫鹏先生 电话：15614346879

论坛议程

开幕式

主 持 人：杨清清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致辞嘉宾：王文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第一节

主 持 人：杨清清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发言嘉宾：

1. 翁诗杰先生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2. 理查德·莫拉雷斯先生 巴拿马知名政治学者

3. 斯蒂芬·布鲁尔先生 瑞典“一带一路”执行小组主席

4. 马尔科斯·科尔德伊罗·皮雷斯先生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

5. 卢邦巴女士 刚果（金）人权事务部打击性暴力犯罪部长顾问

6. 让 - 盖·卡里埃先生 国际商会前秘书长、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执行主任

7. 埃兹基·卡什卡瓦尔·奥克亚伊女士 土耳其人权与平等协会国际合作部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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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民主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一 可持续发展与人权保障

第二节

主持人：周戎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发言嘉宾

1. 张爱宁女士 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 纳米扎塔 • 桑加雷女士 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

3. 娜丽叻·帕猜亚蓬女士 泰国司法部人权与自由保障厅国际人权处处长

4. 罗莎·塞韦拉女士 “知华讲堂”主席

5. 侯赛因·阿斯卡里先生 瑞典“一带一路”执行小组副主席

6. 威廉·琼斯先生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

级研究员

7. 纳科·雷诺夫·斯特凡诺夫先生 保加利亚国家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联合会成员

参会嘉宾

1. 沈永祥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委员

2. 王琰文女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副局长

3. 刘昕生先生 中国外交部大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

4. 汪习根先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权法律研究院院长、教授

5. 刘志勤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6. 何晓斌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7. 周文章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8. 杨宸宇先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9. 谭雅甘·丹素帕女士 泰国司法部人权与自由保障厅国际人权处法律事务官员

10. 安妮·施塔格女士 苏里南外交部中东司高级主管

11. 皮特·凯尼格先生 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12. 马可先生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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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

1. 于涛先生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2. 胡安·德·迪奥斯·帕拉先生 拉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

3. 米扎努尔·拉赫曼先生 孟加拉国法律和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人权委员会前主席

4. 安托尼 • 奥居库先生 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

5. 于运全先生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研讨交流

研讨主题：

◉    民主制度与人权保障

◉ 世界民主多元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实践

◉ 国际关系民主化：人权发展的新机遇

论坛主题

民主与人权保障
地    点：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第 19 会议室

主持人：王育宁先生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联络员：罗慧芳女士 电话：15510229767

论坛议程

分论坛二 PROGRAMME分论坛二 PARALLEL SE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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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发言嘉宾

1. 张树华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 苏傲古先生 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教授、“与中国对话”项目负责人

3. 李云龙先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4. 威伦·披差翁帕迪先生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5. 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先生 巴基斯坦巴中学会执行主任

6. 陶文昭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

7. 司芙兰女士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8. 娜塔莉亚·波莫佐娃女士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副教授

9. 卡赫卢先生 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

10. 马马迪·卡巴先生 几内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委员

11. 博喜文先生 德国黑森州政府办公厅欧洲与国际事务司前司长

12. 哈尼·马斯里先生 巴勒斯坦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13. 莱昂 - 玛丽·恩科洛·恩乔多先生 喀麦隆马鲁阿大学哲学系教授

14. 斯蒂芬 • 恩德戈瓦先生 肯尼亚传媒专家、“南南对话”智库主任、美国国际大学讲师

15. 迭戈·帕乌达索先生 巴西阿雷格里港军事学院教授

16. 易思男爵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会主席

17. 伍志伟先生 阿根廷《当代》杂志创始人兼主编

18. 李彼得先生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

参会嘉宾

1. 鲁广锦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2. 任丹红女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副局长

民主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二 民主与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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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

1. 玛莎·德尔加多·佩拉尔塔女士 墨西哥外交部主管多边和人权事务副外长

2. 梁万年先生 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

发言题目：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3. 塔尼娅·罗莎女士 萨尔瓦多外交部人权司负责人

发言题目：抗击新冠疫情的萨尔瓦多经验

4. 王晨光先生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突发疫情应对中的健康权及其在人权体系中的地位

5. 张添财先生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发言题目：健康权作为一项全球基本人权

6. 陈云良先生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 

发言题目：个体人权的整体立场

7. 满洪杰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公权力干预个人健康选择的限度——以慢性病防控中的健康权实现为视角

论坛主题

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权保障
地     点：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第 21 会议室

主持人：付子堂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联络员：刘秋岑女士 电话：13883150299

论坛议程

分论坛二 PROGRAMME分论坛三 PARALLEL SESS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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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8. 丽娜女士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部主任、高级研究员 

发言题目：公共卫生政策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人权

9. 曾益康先生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法治与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题目：健康信息的法律属性与保护机制

10. 阮全胜先生 河内法律大学讲师

发言题目：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新冠疫情对越南的考验

11. 龚向和先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疫情防控中政府应急行为对社会权的限制与保障

12. 高斯先生 渥太华大学助理教授 

发言题目：非洲人民民主人权的满意度

13. 刘红春先生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发言题目：政社协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中人权的路径

14. 蒋祎女士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发言题目：中国国际卫生合作中的人权保障——以对南太岛国的卫生援助为例

15. 陆志安先生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发言题目：公共卫生安全措施的人权影响评估

16. 张永和先生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发言题目：论生命权的价值

17. 周燕女士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数字抗疫与人权保障

参会嘉宾

1. 吴雷芬女士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

2. 秦亮先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民主与人权保障分论坛三 公共卫生安全与人权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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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

1. 柳华文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发言题目：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人权治理

2. 埃尔温·弗雷迪·马马尼先生 玻利维亚外交部主管多边事务副外长

发言题目：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3. 毛俊响先生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发言题目：中国推进全球人权治理的整体性方案

4. 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先生 秘鲁前驻华大使

发言题目：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5. 钱锦宇先生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发言题目：重塑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人权治理框架

6. 基莫·诺蒂奥先生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教授、前院长，芬兰中国法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 

发言题目：欧洲和全球法律背景下的人权保护

7. 黄金荣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美式人权观及其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危害

论坛主题

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地     点：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第 20 会议室

主持人：莫纪宏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陈国平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

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联络员：沈倩女士 电话：18610080860

论坛议程

分论坛二 PROGRAMME分论坛四 PARALLEL SESS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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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8. 埃克多尔·康斯坦特·罗萨莱斯先生 委内瑞拉常驻日内瓦代表 

发言题目：当前人权领域多边主义的挑战

9. 刘小妹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文明多样性与全球人权治理

10. 司芙兰女士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发言题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治理方式

11. 大卫·比尔奇茨先生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

发言题目：多边主义对于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重要性

12. 卡修斯·吉马拉内斯·柴先生 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巴西马拉尼昂州打击有组织犯罪刑事检察官

发言题目：《多哈宣言》之后改进关于人权和刑事司法的法律相互对应原则：共同的发言和关切

13. 黎尔平先生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 

发言题目：以澜湄国家为例的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14. 法比奥·马切利先生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发言题目：外交政策和人权

15. 鲁伊·洛里多先生 葡萄牙“中国观察”主席

发言题目：人权不是西方的财产

16. 李哲浩先生 朝鲜驻华使馆参赞 

发言题目：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17. 普罗维登斯·乌姆龙吉女士 卢旺达司法部国际司法合作司负责人

发言题目：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18. 萨妮娅·阿雷兹娜女士 贝尔格莱德大学副教授  

发言题目：重新思考多元世界秩序中的人权问题

19. 戴瑞君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发言题目：中国对全球人权治理的贡献

参会嘉宾

1. 唐献文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

民主与人权保障分论坛四 多边主义与全球人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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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嘉宾

1. 诺哈希玛女士 文莱首相府副常秘

2. 乔治·加洛韦先生 英国工人党主席 

3. 穆赫森·加纳伊先生 伊朗外交部人权和妇女总司人权司司长

4. 常健先生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5. 卓勒宝先生 蒙古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6. 李昀祚先生 智利发展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7. 肖君拥先生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8. 艾默里克·蒙维尔先生 法国德尔佳出版社发行部主任、作家

9. 张万洪先生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10. 廖奕先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11. 权起植先生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 

12. 伊赛尔·冈萨雷斯·加西亚女士 古巴外交部多边总司二秘

13. 刘雪斌先生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14. 卿娜女士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副教授 

15. 塔乌莱·坎迪沙亚先生 津巴布韦非政府组织“公民论坛” 国家协调员

16. 豪尔赫·卡斯特罗先生 阿根廷战略研究所所长

参会嘉宾

1. 左锋先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论坛主题

开放包容发展与人权保障
地     点：北京会议中心会议楼三层第 22 会议室

主持人：张伟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联络员：孙淼女士 电话：18516891152

论坛议程

分论坛二 PROGRAMME分论坛五 PARALLEL SESS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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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CHINESE PARTICIPANTS中方嘉宾名单

白玛赤林 先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

黄孟复 先生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蒋建国 先生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杜占元 先生  中国外文局局长

王国庆 先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李君如 先生   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马怀德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付子堂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

沈永祥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联合国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委员

鲁广锦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唐献文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

左    锋 先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于    涛 先生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王琰文 女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副局长

任丹红 女士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副局长

吴雷芬 女士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

李晓军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

秦    亮 先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于运全 先生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

王    文 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宏盛 先生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华北电力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人权会议手册7-25-中文.indd   15人权会议手册7-25-中文.indd   15 2022/7/25   下午6:252022/7/25   下午6:25



16

王育宁 先生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王晨光 先生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教授

毛俊响 先生 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田    立 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曲相霏 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刘小妹 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刘双燕 女士  中国外文局国际合作部主任

刘红春 先生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刘志勤 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刘昕生 先生   中国外交部大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专家

刘雪斌 先生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孙    萌 女士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

孙世彦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李    晓 女士  中国司法研究会秘书长、高级法官

李云龙 先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寿平 先生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杨宸宇 先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杨清清 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肖君拥 先生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与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何晓斌 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汪习根 先生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人权法律研究院院长、教授

张    伟 先生   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张万洪 先生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CHINESE PARTICIPANTS中方嘉宾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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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张永和 先生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张国斌 先生 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理事

张树华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爱宁 女士 外交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陆志安 先生 复旦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陆海娜 女士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权研究中心秘书长

陈云良 先生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院长

陈佑武 先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陈国平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罗艳华 女士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岳阳花 女士 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

周    戎 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周    燕 女士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周文章 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郝鲁怡 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柳华文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莫纪宏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钱锦宇 先生 西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卿    娜 女士  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副教授

陶文昭 先生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黄金荣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龚向和 先生 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常    健 先生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方嘉宾名单 CHINES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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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茹 女士 郑州大学国际学院助教、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高等学院访问学者

梁万年 先生 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

蒋     祎 女士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公共管理系副主任

曾益康 先生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法治与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谢增毅 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满洪杰 先生 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廖     奕 先生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黎尔平 先生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

戴瑞君 女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

中方嘉宾名单 CHINESE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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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携手推动人权事业发展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外方嘉宾名单

阿根廷

伍志伟 先生 阿根廷《当代》杂志创始人兼主编

牛望道 先生 阿根廷驻华大使

豪尔赫·卡斯特罗 先生 阿根廷战略研究所所长

司芙兰 女士 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孟加拉国

米扎努尔·拉赫曼 先生 孟加拉国法律和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
孟加拉国人权委员会前主席

马赫布·乌兹·扎曼 先生 孟加拉国驻华大使

郭路超 女士 孟加拉国驻华使馆大使秘书

白俄罗斯 尤里·安布拉泽维奇 先生 白俄罗斯副外长

玻利维亚 埃尔温·弗雷迪·马马尼 先生 玻利维亚外交部主管多边事务副外长

巴西

古娜 女士 人民网外籍专家

卡修斯·吉马拉内斯·柴 先生 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
巴西马拉尼昂州打击有组织犯罪刑事检察官

迭戈 . 帕乌达索 先生 巴西阿雷格里港军事学院教授

马尔科斯·科尔德伊罗·皮雷斯 先生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教授

马可 先生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葛明德 先生 巴西驻华使馆外交官、二秘

文莱 诺哈希玛 女士 文莱首相府副常秘

保加利亚 纳科·雷诺夫·斯特凡诺夫 先生 保加利亚国家和平委员会主席、世界和平联合会成员

布隆迪 西斯特·维尼·尼姆拉巴 先生 布隆迪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

柬埔寨 高烈米 先生 柬埔寨首相助理大臣兼人权委员会主席

喀麦隆 莱昂 - 玛丽·恩科洛·恩乔多 先生 喀麦隆马鲁阿大学哲学系教授

加拿大
高斯 先生 渥太华大学助理教授

姜闻然 先生 加拿大智库和平与外交研究所顾问

人权会议手册7-25-中文.indd   19人权会议手册7-25-中文.indd   19 2022/7/25   下午6:252022/7/25   下午6:25



20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外方嘉宾名单

智利
胡安·德·迪奥斯·帕拉 先生 拉美人权委员会秘书长

李昀祚 先生 智利发展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刚果（金） 卢邦巴 女士 刚果（金）人权事务部打击性暴力犯罪部长顾问

科特迪瓦 纳米扎塔 • 桑加雷 女士 科特迪瓦国家人权理事会主席

古巴 伊赛尔·冈萨雷斯·加西亚 女士 古巴外交部多边总司二秘

多米尼克
梅丽莎·摩根 女士 多米尼克青年发展、性别事务、

老年人安全和残疾事务部性别事务局局长

卡米拉·贝尔 女士 多米尼克外交、国际商务和侨民关系部外交事务官员

朝鲜
李哲浩 先生 朝鲜驻华使馆参赞

金成浩 先生 朝鲜驻华使馆二秘

埃及

伊萨姆·什哈 先生 埃及人权组织主席

穆罕默德·库扎 先生 埃及驻华使馆二秘

哈莱·艾哈迈德 女士 新华社阿语外籍专家

萨尔瓦多 塔尼娅·罗莎 女士 萨尔瓦多外交部人权司负责人

埃塞俄比亚
梅克德拉维特·塔耶·阿勒马耶胡 女士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国际条法司人权处处长

库拉巴乔·提尔费萨 先生 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国际条法司人权处二秘

芬兰 基莫·诺蒂奥 先生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教授、前院长，
芬兰中国法研究中心理事会成员

法国
艾默里克·蒙维尔 先生 法国德尔佳出版社发行部主任、作家

莫言先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法语部外籍主持人

德国 博喜文 先生 德国黑森州政府办公厅欧洲与国际事务司前司长

几内亚 马马迪·卡巴 先生 几内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委员

印度尼西亚 丽娜 女士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部主任、
高级研究员

中非共和国 洛朗·恩贡 - 巴巴 先生 中非国家调解委员会主席、前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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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穆赫森·加纳伊 先生 伊朗外交部人权和妇女总司人权司司长

萨曼·约瑟夫·万德 先生 伊朗外交部人权和妇女总司人权司职员

意大利
法比奥·马切利 先生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尼古拉·佩德 先生 意大利智库全球研究所主任

肯尼亚 斯蒂芬·恩德戈瓦 先生 肯尼亚传媒专家、“南南对话”智库主任、
美国国际大学讲师

老挝

坎蓬·提蒙达利 先生 老挝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社会研究院院长

通沙瓦·潘塔冯 先生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综合研究局副局长

蓬佩·潘端西 女士 老挝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社会研究院人权研究处处长

牢索连·西应 先生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综合研究局
多边联络处处长

维拉达·占宋普 女士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综合研究局
多边联络处副处长

万玛尼·西马莱冯 女士 老挝国家经济社会研究院社会研究院研究员

佩乌泰·皮赛 先生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亚太非局中国处干部

坎巴色·沙湾丝萨 女士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综合研究局
多边联络处干部

利比里亚 布法尔·钱伯斯 先生 利比里亚众议长

马来西亚
张添财 先生 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翁诗杰 先生 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墨西哥
玛莎·德尔加多·佩拉尔塔 女士 墨西哥外交部主管多边和人权事务副外长

里卡多·巴列斯特罗斯·奎瓦斯 先生 墨西哥驻华使馆政治事务部主管

蒙古 卓勒宝 先生 蒙古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荷兰 李彼得 先生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

尼加拉瓜 迈克尔·坎贝尔 先生 尼加拉瓜总统国际关系和大加勒比事务顾问

尼日尔
法蒂玛·穆萨 女士 尼日尔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尤金·克莉丝蒂安 女士 尼日尔驻华使馆参赞

外方嘉宾名单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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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
安托尼亚·恩瓦布泽 女士 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高级调查官

安托尼·奥居库 先生 尼日利亚国家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

挪威 埃里克·索尔海姆 先生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副主席，世界资源研究所
高级顾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巴基斯坦

法蒂玛·纳斯琳 女士 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参赞

穆斯塔法·海德尔·赛义德 先生 巴基斯坦巴中学会执行主任

塔希尔·法鲁克 先生 巴基斯坦《每日团结报》总编

巴勒斯坦 哈尼·马斯里 先生 巴勒斯坦政策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巴拿马 理查德·莫拉雷斯 先生 巴拿马知名政治学者

秘鲁 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 先生 秘鲁前驻华大使

葡萄牙 鲁伊·洛里多 先生 葡萄牙“中国观察”主席

罗马尼亚 维奥丽卡·登奇勒 女士 罗马尼亚前总理

韩国 权起植 先生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

俄罗斯 娜塔莉亚·波莫佐娃 女士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副教授

卢旺达 普罗维登斯·乌姆龙吉 女士 卢旺达司法部国际司法合作司负责人

沙特阿拉伯 谢克尔·阿瓦吉 先生 沙特驻华使馆官员

塞尔维亚 萨妮娅·阿雷兹娜 女士 贝尔格莱德大学副教授

斯洛文尼亚 达尼洛·图尔克 先生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

南非
大卫·比尔奇茨 先生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

孟大为 先生 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主任

西班牙
苏傲古 先生 西班牙 ESADE 商学院教授、“与中国对话”项目负责人

罗莎·塞韦拉 女士 “知华讲堂”主席

外方嘉宾名单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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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南
安妮· 施塔格 女士 苏里南外交部中东司高级主管

梅丽尔·马龙 女士 苏里南外交部国际司高级主管

瑞典
斯蒂芬·布鲁尔 先生 瑞典“一带一路”执行小组主席

侯赛因·阿斯卡里 先生 瑞典“一带一路”执行小组副主席

瑞士
让 - 盖·卡里埃 先生 国际商会前秘书长，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执行主任

皮特·凯尼格 先生 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

坦桑尼亚 恩卡索里·米丽卡·萨拉基科亚 女士 坦桑尼亚宪法和法律事务部人权司司长

泰国

娜丽叻·帕猜亚蓬 女士 泰国司法部人权与自由保障厅国际人权处处长

谭雅甘·丹素帕 女士 泰国司法部人权与自由保障厅国际人权处法律事务官员

威伦·披差翁帕迪 先生 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土耳其 埃兹基·卡什卡瓦尔·奥克亚伊 女士 土耳其人权与平等协会国际合作部协调员

乌干达 卡赫卢 先生 乌干达人权委员会委员

英国

易思 男爵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会主席

乔治·加洛韦 先生 英国工人党主席

罗思义 先生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美国
聂子瑞 先生 中国日报社外籍专家

威廉·琼斯 先生   美国《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

乌兹别克斯坦  阿克曼·卡尔马托维奇·萨义多夫 先生 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第一副议长、
国家人权中心主任

委内瑞拉
埃克多尔·康斯坦特·罗萨莱斯 先生 委内瑞拉常驻日内瓦代表

玛利亚·多斯拉莫斯 女士 委内瑞拉玻利瓦多共和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外方嘉宾名单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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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 姆泰萨 先生 赞比亚中国友好协会秘书长

津巴布韦 塔乌莱·坎迪沙亚 先生 津巴布韦非政府组织“公民论坛”国家协调员

联合国
阿莱娜·杜晗 女士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的

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

希姆·梅洛 女士 联合国大会主席办公室人权事务负责人

越南

阮明遵 先生 越南驻华使馆参赞

范孝忠 先生 越南驻华使馆第三秘书

阮全胜 先生 河内法律大学讲师

朱氏秋姮 女士 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越南人权研究所人权法讲师

外方嘉宾名单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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