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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届会 

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2018 年 7 月 26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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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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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由秘书长在通

知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后任命。任期四年。 

2. 会员国在大会 2015 年 7 月 27 日第 69/313 号决议核可的《第三次发展筹资

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29 段再次确认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并

重申委员会成员应由秘书长同会员国协商任命。 

3. 2017 年 4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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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会员国协商过程中，秘书处于 2017 年 5 月 5 日和 6 月 14 日就提名

过程和甄选标准作了特别情况通报。共收到 60 个提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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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任期自通知任命之日起，到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Natalia Aristazabal Mora (哥伦比亚) 

Abdoulfatah Moussa Arreh (吉布提) 

Rajat Bansal (印度) 

Margaret Moonga Chikuba (赞比亚) 

 
 

 * E/2018/1。 

https://undocs.org/ch/A/RES/69/313
https://undocs.org/ch/E/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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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Babatunde Fowler (尼日利亚) 

Mitsuhiro Honda (日本) 

Cezary Krysiak (波兰) 

Eric Nil Yarboi Mensah (加纳) 

Dang Ngoc Minh (越南) 

Patricia Mongkhonvanit (泰国) 

Marlene Patricia Nembhard-Parker (牙买加) 

George Omondi Obell (肯尼亚) 

Carmel Peters (新西兰) 

Carlos E. Protto (阿根廷) 

Jorge Antonio Deher Rachid (巴西) 

Aart Roelofsen (荷兰) 

Christoph Schelling (瑞士) 

Aleksandr Anatolyevich Smirnov (俄罗斯联邦) 

Stephanie Smith (加拿大) 

Elfrieda Stewart Tamba (利比里亚) 

Titia Stolte-Detring (德国) 

José Troya (厄瓜多尔) 

Ingela Willfors (瑞典) 

Yan Xiong (中国) 

Sing Yuan Yong (新加坡) 

5. 获任命人员简历见本说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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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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lia Aristazabal Mora 女士 

国籍：哥伦比亚 

现任职务 

世界银行集团全球税务小组国际税务问题咨询顾问 

曾任职务 

哥伦比亚国家税收与海关总局特别行政股，国家税收和海关总局长特别顾问 

学历 

哥伦比亚波哥大罗萨里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国际税务课程证书 

 

姓名：Abdoulfatah Moussa Arreh 先生 

国籍：吉布提 

现任职务 

吉布提经济和财政部税务政策股股长 

曾任职务 

吉布提税务问题全国会议协调员 

经济和财政部负责税务和改善商业环境问题高级顾问 

经济和财政部秘书长助理、财务稽查员 

学历 

法国第戎勃艮第大学法律系经济和社会行政学士学位 

法国国家进口学校(克莱蒙费朗)税务检查文凭 

 

  

 
 

 * 本附件印发前未经正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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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Rajat Bansal 先生 

国籍：印度 

现任职务 

印度政府直接税中央事务局印度税务局联合秘书 

曾任职务 

印度政府印度税务局首席税务条约谈判员 

印度政府印度税务局官员 

学历 

坎普尔印度技术研究院电气和电子工程学士学位 

德里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姓名：Margaret Moonga Chikuba 女士 

国籍：赞比亚 

现任职务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财政部税务政策司助理司长 

曾任职务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财政部税务政策司高级预算分析师 

赞比亚共和国政府财政部财税政策司高级经济师 

学历 

卢萨卡赞比亚大学发展研究学士学位 

美国威廉斯敦威廉姆斯学院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 

 

姓名：Babatunde Fowler 先生 

国籍：尼日利亚 

现任职务 

尼日利亚联邦国家税务局执行主席 

非洲税务管理论坛主席 

曾任职务 

尼日利亚里昂信贷有限公司南商业银行集团总经理、集团负责人 

强生公司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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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姓名：Mitsuhiro Honda 先生 

国籍：日本 

现任职务 

日本筑波大学商业科学研究生院法学教授 

日本明治大学全球商业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会计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曾任职务 

日本高松地方税务局助理区域专员 

日本东京地方税务局助理区域专员 

法国巴黎经合组织税务政策及行政中心高级顾问 

日本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事务主任 

日本财政部税务局副局长 

学历 

日本东北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硕士学位 

美国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税务法硕士学位 

 

姓名：Cezary Krysiak 先生 

国籍：波兰 

现任职务 

波兰财政部税务制度司副司长 

曾任职务 

波兰财政部税务政策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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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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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波兰华沙国家公共行政学院公共行政学位 

波兰托伦尼古拉·哥白尼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姓名：Eric Nil Yarboi Mensah 先生 

国籍：加纳 

现任职务 

加纳税务局负责法律事务和国际税务协定的助理专员 

曾任职务 

加纳税务局法律干事 

学历 

加纳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学士学位 

加纳法学院法律资格证书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商业税和税收管理现代化证书 

 

姓名：Dang Ngoc Minh 先生 

国籍：越南 

现任职务 

越南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 

曾任职务 

越南安沛省税务局局长 

越南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司司长 

越南财政部税务政策司副司长 

越南财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 

越南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司长 

学历 

越南语言教学大学英语学士学位 

越南财经会计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河内法律大学法学学士水平 

美国安娜堡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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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Patricia Mongkhonvanit 女士 

国籍：泰国 

现任职务 

泰国税务局副局长 

曾任职务 

泰国税务局税务政策和规划处处长 

泰国税务局电子处理处处长 

泰国税务局公共部门发展集团主任 

学历 

经济学和专门研究(发展政策和公共行政)硕士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税务法硕士学位 

 

姓名：Marlene Patricia Nembhard-Parker 女士 

国籍：牙买加 

现任职务 

牙买加财政部税务管理局法律、条约和国际税务问题首席税务顾问 

曾任职务 

牙买加财政部税务管理局法律和条约事务部主任 

牙买加财政部税务管理局法律和条约事务部高级法律顾问 

牙买加财政部税务管理局法律和条约事务部法律顾问 

学历 

牙买加莫纳西印度群岛大学公共管理理学学士学位(荣誉毕业) 

牙买加莫纳西印度群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荣誉毕业) 

牙买加莫纳西印度群岛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商学院国际税务硕士学位 

 

姓名：George Omondi Obell 先生 

国籍：肯尼亚 

现任职务 

肯尼亚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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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务 

肯尼亚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管理办公室审计方案总经理 

学历 

内罗毕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内罗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美国国际大学(非洲)会计学士学位 

 

姓名：Carmel Peters 女士 

国籍：新西兰 

现任职务 

新西兰税务局政策经理 

曾任职务 

新西兰税务局高级政策分析员、高级政策顾问 

Rudd Watts & Stone 律师事务所高级助理 

学历 

美国纽约大学(税收)法学硕士学位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姓名：Carlos Protto 先生 

国籍：阿根廷 

现任职务 

阿根廷经济和公共财政部国际税务关系主任和直接税收事务主任 

曾任职务 

阿根廷经济和公共财政部税务事务协调员 

阿根廷海关税收制度事务局顾问 

学历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苏威布鲁塞尔学校税务管理硕士学位 



 E/2018/9/Add.1 

 

9/13 17-13826 (C) 

 

姓名：Jorge Antonio Deher Rachid 先生 

国籍：巴西 

现任职务 

巴西联邦税务局局长 

曾任职务 

美国华盛顿特区巴西大使馆税务和海关事务随员 

巴西联邦税务局副局长 

巴西联邦税务局税务检查事务总协调员 

财政部巴西联邦税务局秘书处税务审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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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rt Roelofsen 先生 

国籍：荷兰 

现任职务 

荷兰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副司长 

曾任职务 

荷兰财政国务秘书政策顾问 

荷兰财政部税务局公司税和所得税专家 

荷兰阿姆斯特丹税务管理局税务稽查员 

学历 

荷兰瓦赫宁根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社会学学位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税法学位 

 

姓名：Christoph Schelling 先生 

国籍：瑞士 

现任职务 

瑞士联邦财政部国际金融事务国务秘书处国际税务事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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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务 

负责税务事务的瑞士控股执行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国际部服务处处长 

Coopers & Lybrand(现称普华永道)税务和法律事务副主任 

学历 

伯尔尼大学和日内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瑞士税务问题认证专家 

 

姓名：Aleksandr Anatolyevich Smirnov 先生 

国籍：俄罗斯联邦 

现任职务 

俄罗斯联邦财政部财政和海关政策司副司长 

曾任职务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独联体有限公司莫斯科办事处财政和法律执业部主任 

安达信国际有限公司莫斯科办事处财政和法律执业部经理 

学历 

俄罗斯联邦莫斯科莫斯科国立教育大学经济学博士 

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国家教育研究所历史学和法学硕士学位 

 

姓名：Stephanie Smith 女士 

国籍：加拿大 

现任职务 

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财政部税收政策司税务条约处高级主管 

曾任职务 

法国巴黎经合组织国际税务合作股股长 

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税务局税务条约事务高级顾问 

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财政部高级税务政策干事 

加拿大多伦多麦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McCarthy Tetrault LLP)助理 

加拿大汉密尔顿 Harper Jaskot 公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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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加拿大魁北克伦诺克斯维尔主教大学商业学士学位 

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女王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加拿大法律协会律师执照 

 

姓名：Alfrieda Steward Tamba 女士 

国籍：利比里亚 

现任职务 

利比里亚税务局局长 

曾任职务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财政部负责税务事务副部长 

利比里亚蒙罗维亚利比里亚发展投资银行首席财务官 

学历 

利比里亚邦加卡廷顿大学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摩根州立大学财务工商管理硕士 

 

姓名：Titia Stolte-Detring 女士 

国籍：德国 

现任职务 

柏林联邦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副司长 

曾任职务 

德国柏林联邦财政部税务政策总司主管干事 

德国柏林和科特布斯地区财务办公室海关事务科科长 

学历 

德国柏林上诉法院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 

德国帕绍大学德国法律研究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相当于硕士) 

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西班牙民法和商法研究 

德国帕绍大学德国、英国和西班牙法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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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José Troya 先生 

国籍：厄瓜多尔 

现任职务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大企业税收和国际税务司司长 

曾任职务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协调股股长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特别税务专家(采矿)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专家 

厄瓜多尔国家税务局国际税务审计专家 

学历 

比利时弗拉瑞克-鲁汶-根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天主教宗教大学商业工程学士学位 

 

姓名：Ingela Willfors 女士 

国籍：瑞典 

现任职务 

瑞典财政部税务和海关事务司司长 

曾任职务 

瑞典财政部税务和海关事务司司长 

瑞典财政部国际税务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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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法官和助理 

瑞典斯德哥尔摩行政区法院律师 

学历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税法 

 

姓名：Yan Xiong 女士 

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任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协定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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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多个领域工作过，其中包括税务条约、

转让定价、信息交流以及与外国税务管理部门和国际组织合作。 

学历 

美国密歇根大学国际税法硕士学位 

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 

中国律师资格 

 

姓名：Sing Yuan Yong 女士 

国籍：新加坡 

现任职务 

新加坡税务管理局税务政策和国际税务司国际税务处税务处长 

曾任职务 

新加坡税务管理局税务政策和国际税务司国际税务处集团税专家 

新加坡税务管理局税务政策和国际税务司国际税务处高级税务(认证)专家 

学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 

荷兰莱顿大学国际税法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