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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
 项目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任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25 名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4/69 号决议，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由各国

政府任命的、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25 名成员组成。成员来自税务政策和税务管理

领域，其人选体现适当公平地域分配，代表不同税务制度。成员应由秘书长在通

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后任命，任期四年。 

2. 2013 年 2 月 28 日，秘书长以普通照会请会员国提名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合格

候选人。截至 2013 年 6 月 12 日，共收到 39 个提名。 

3. 根据各会员国的提名，秘书长决定任命下列人士为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

的成员，任期自通知任命之日起，到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获任命人员简历见本

说明附件。 

 Khalid Abdulrahman Almuftah 先生(卡塔尔) 

 Mohammed Amine Baina 先生(摩洛哥) 

 Bernadette May Evelyn Butler 女士(巴哈马) 

 Andrew Dawson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El Hadj Ibrahima Diop 先生(塞内加尔) 

 
 

 * E/201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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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an Cornelius de la Rey 先生(南非) 

 Noor Azian Abdul Hamid 女士(马来西亚) 

 Liselott Kana 女士(智利) 

 Toshiyuki Kemmochi 先生(日本) 

 Cezary Krysiak 先生(波兰) 

 Armando Lara Yaffar 先生(墨西哥) 

 Wolfgang Karl Albert Lasars 先生(德国) 

 Tizhong Liao 先生(中国) 

 Henry John Louie 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Enrico Martino 先生(意大利) 

 Eric Nii Yarboi Mensah 先生(加纳) 

 Ignatius Kawaza Mvula 先生(赞比亚) 

 Carmel Peters 女士(新西兰) 

 Jorge Antonio Deher Rachid 先生(巴西) 

 Satit Rungkasiri 先生(泰国) 

 Pragya S.Saksena 女士(印度) 

 Christoph Schelling 先生(瑞士) 

 Stig B.Sollund 先生(挪威) 

 Ingela Willfors 女士(瑞典) 

 Ulvi Yusifov 先生(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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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获任命的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简历 
 
 

姓名：Khalid Abdulrahman Almuftah 先生 

国籍：卡塔尔 

现任职务 

 卡塔尔经济和财政部税收和税务司副司长 

曾任职务 

 卡塔尔多哈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和审计师 

 卡塔尔商业银行企业银行业务部主管 

学历 

 美利坚合众国丹佛大学企业管理学学士学位 

 
 

姓名：Mohammed Amine Baina 先生 

国籍：摩洛哥 

现任职务 

 摩洛哥经济和财政部税务司国际合作处处长 

曾任职务 

 摩洛哥经济和财政部税务司研究和对外关系处处长 

 摩洛哥经济和财政部税务司行政诉讼处处长 

学历 

 比利时蒙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 

姓名：Bernadette May Evelyn Butler 女士 

国籍：巴哈马 

现任职务  

 巴哈马财政部法律顾问 

曾任职务 

 巴哈马财政部国际司互助和条约谈判事务法律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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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马上诉法院代理副书记员 

 巴哈马贸易委员会法律顾问 

学历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华威大学发展法律专业法学硕士学位 

 联合王国雷丁大学法学学士 

 
 

姓名：Andrew Dawson 先生  

国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现任职务  

 联合王国税收及海关总署税务条约司司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5-2009 年) 

 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经济) 

 联合王国财政部税务政策司直接税务处处长 

 联合王国国内税收局政策顾问 

学历 

 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研究生证书 

 
 

姓名：El Hadj Ibrahima Diop 先生  

国籍：塞内加尔 

现任职务 

 塞内加尔经济和财政部立法和诉讼研究司司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9-2013 年) 

 塞内加尔检查和税务调查司高级税务检查组检查员兼审计员 

 塞内加尔税务司检查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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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经济学硕士 

 塞内加尔国家行政管理和司法学院税务专业研究生 

 塞内加尔国家高级技术学院会计学研究生 

 
 

姓名：Johan Cornelius de la Rey 先生  

国籍：南非 

现任职务  

 南非税收署法律和政策司法律干事 

曾任职务 

 私营部门审计师 

学历 

 南非兰特大学高级研究所国际税务/离岸金融中心专业高级文凭 

 南非大学税务专业高级证书 

 
 

姓名：Noor Azian Abdul Hamid 女士 

国籍：马来西亚 

现任职务  

 马来西亚国内税收署国际税务司司长  

曾任职务 

 马来西亚税务研究院院长 

 马来西亚审计培训中心主任 

学历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的夫威尔士大学科学和技术学院应用化学

专业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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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Liselott Kana 女士 

国籍：智利 

现任职务 

 智利国内税务局国际税务司司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8-2009 年、2009-2013 年) 

 智利对外关系部国际经济关系局美洲自由贸易处处长 

 智利经济部外国投资委员会 

 伦敦安达信公司税务部 

学历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学士 

 伦敦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硕士 

 
 

姓名：Toshiyuki Kemmochi 先生  

国籍：日本 

现任职务  

 日本国税厅相互协商程序司司长 

曾任职务 

 日本国税厅转让定价司司长  

 日本国税厅国际业务司副司长 

 日本国税厅相互协商程序司副司长 

学历 

 东京大学理学学士  

 
 

姓名：Cezary Krysiak 先生  

国籍：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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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波兰财政部税务政策司司长 

曾任职务 

 波兰财政部税务政策司副司长 

 波兰财政部所得税司副司长 

 波兰财政部所得税司国际税务合作处处长 

学历 

 波兰华沙国家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位 

 波兰托伦哥白尼大学法学硕士 

 
 

姓名：Armando Lara Yaffar 先生 

国籍：墨西哥  

现任职务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税收司国际事务处处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主席(2009-2013 年)、成员(2005-2009 年)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税收司国际税务条约处副处长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税收司条约谈判和特别项目处科长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税收司国际法律程序处科长 

学历 

 墨西哥自由法学院法学学士 

 墨西哥伊比利亚美洲大学金融学学位 

 
 

姓名：Wolfgang Karl Lasars 先生 

国籍：德国 

现任职务 

 德国联邦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司长 



E/2013/9/Add.10  
 

13-37918 (C)8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9-2013 年) 

 德国联邦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副司长 

学历 

 柏林自由大学法律和中文专业国家一级司法考试 

 柏林自由大学法学博士 

 
 

姓名：廖体忠先生  

国籍：中国 

现任职务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主管税收协定)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6-2009 年、2009-2013 年)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信息交流和非居民税收管理处处长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税收协定处处长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税收协定处副处长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合作处咨询顾问 

学历 

 伦敦大学法学硕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 

 
 

姓名：Henry John Louie 先生  

国籍：美利坚合众国 

现任职务 

 美国财政部国际税务(条约事务)副法律顾问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9-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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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财政部税务政策办公室国际经济学家 

 美国财政部高级财政谈判专家 

学历 

 美国乔治敦大学学士 

 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硕士 

 
 

姓名：Enrico Martino 先生  

国籍：意大利 

现任职务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财政司国际关系处处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9-2013 年) 

 意大利经济和财政部财政司国际关系处税务条约科科长 

 意大利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税务部)高级主管 

学历 

 罗马“智慧”大学经济学学士 

 税法专业研究生 

 
 

姓名：Eric Nii Yarboi Mensah 先生  

国籍：加纳 

现任职务  

 加纳双重征税条约公约小组首席税务条约谈判代表 

学历 

 加纳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士 

 加纳法学院法律专业资格证书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商业税和税收管理现代化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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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Ignatius Kawaza Mvula 先生  

国籍：赞比亚 

现任职务  

 赞比亚税务总署助理署长 

曾任职务 

 赞比亚税务总署高级税务检查员 

学历 

 赞比亚基特韦铜带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 

 
 

姓名：Carmel Peters 女士  

国籍：新西兰 

现任职务  

 新西兰国内税收总署政策主管 

曾任职务 

 新西兰国内税收总署高级政策分析员和高级政策顾问 

 Rudd Watts & Stone 律师事务所高级职员 

学历 

 纽约大学法学硕士(税务专业)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姓名：Jorge Antonio Deher Rachid 先生  

国籍：巴西 

现任职务  

 巴西驻美国大使馆税务和海关事务专员 

 巴西财政部联邦税收局税务审计长 

曾任职务 

 巴西联邦税收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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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西联邦税收总局副局长 

 巴西联邦税收总局税务检查司总协调员 

学历 

 巴西里约热内卢坎迪多·门德斯大学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姓名：Satit Rungkasiri 先生  

国籍：泰国 

现任职务  

 泰国财政部税收司司长 

曾任职务 

 泰国财政政策办公室主任 

 泰国财政部税收司副司长 

 泰国财政部副常务秘书 

学历 

 美利坚合众国亚特兰大大学经济学硕士 

 泰国农业大学经济学学士 

 
 

姓名：Pragya S. Saksena 女士  

国籍：印度 

现任职务  

 印度财政部税务司直接税收署税务政策和法规处联合秘书 

曾任职务 

 印度财政部税务司直接税收署直接税收法处所得税主管 

 印度财政部税务司直接税收署外国税务和税务研究负责人 

学历 

 勒克瑙大学心理学硕士 

 旁遮普大学社会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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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Christoph Schelling 先生  

国籍：瑞士 

现任职务  

 瑞士联邦财政部国际财政事务司国际税收事务处处长 

曾任职务 

 瑞士控股公司国际部服务处处长兼执行委员会主管税务工作的成员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现名普华永道)税务和法律事务部副主任 

学历  

 瑞士税务专家证书 

 伯尔尼和日内瓦大学法律学位 

 
 

姓名：Stig B. Sollund 先生  

国籍：挪威 

现任职务 

 挪威财政部税法司司长 

曾任职务 

 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成员(2005-2009 年、2009-2013 年) 

 奥斯陆 Bugge、Arentz-Hansen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挪威财政部税法司企业和能源税务处处长 

 奥斯陆 Arntzen & Underland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国际财政协会挪威分会主席 

学历 

 奥斯陆大学法律学位 

 
 

姓名：Ingela Willfors 女士  

国籍：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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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务 

 瑞典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司长 

曾任职务 

 瑞典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副司长 

 瑞典财政部国际税务司法律顾问 

 瑞典斯德哥尔摩行政上诉法院助理及代理法官 

 瑞典斯德哥尔摩地区行政法院律师 

学历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硕士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税法学位 

 
 

姓名：Ulvi Yusifov 先生  

国籍：阿塞拜疆  

现任职务 

 阿塞拜疆税务部国际关系司国际条约处处长 

曾任职务 

 阿塞拜疆税务部国际关系司国际条约处国家首席税务检查员 

 阿塞拜疆税务部国际关系司国际条约处国家高级税务检查员 

学历  

 阿塞拜疆国立经济大学税务专业硕士 

 阿塞拜疆国立经济大学金融和信用专业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