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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葛謨宣佈行政任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下列行政任命，為執行其大膽計畫的團隊增添成員。
「本屆州政府制定大膽進步議程，用於提升中產階級的地位並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
供更多機會，」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新增的成員將鞏固我們的團隊，並帶來新觀
點和人才用來強化我們的團隊，我期待合作繼續推動紐約州發展。」
瑪利亞·考美拉 (Maria Comella)，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考美拉 (Comella) 女士是
戰略溝通顧問，在為政治、政府、商業領域全球知名領袖管理與債券發行及品牌化
有關的複雜整合營銷活動方面有 15 年經驗。她在與高層政府官員合作方面有豐富
的經驗。從 2010 年起，考美拉 (Comella) 女士擔任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 ·克裡斯蒂
(Chris Christie) 辦公室溝通與戰略規劃副主任，並擔任克裡斯蒂 (Christie) 處理官方
總統競選活動的首席訊息官。考美拉 (Comella) 女士還在喬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2004 年總統連任競選活動，以及紐約市長魯迪·朱利亞尼 (Rudy Giuliani) 和
參議員約翰·麥克凱恩 (John McCain) 2008 年的競選活動中擔任高級職務。她還為
頂級企業客戶和非營利客戶擔任顧問，包括第一人權組織 (Human Rights First)、福
特汽車公司 (Ford Motor Company)，並參與清潔飲水問題運動。考美拉 (Comella)
女士畢業於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羅傑·帕里諾 (Roger Parrino)，被任命為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部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部長。帕里諾 (Parrino) 先生在執法和
公共安全領域有 30 多年的經驗，在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任
職 20 多年，他在那裡被晉升為指揮官、小組警長，並擔任人質談判專家 (Hostage
Negotiator)。帕里諾 (Parrino) 先生近期曾擔任國土安全部部長高級顧問，提供與國
家安全、反恐、執法、危機管理有關的專業知識。帕里諾 (Parrino) 先生還擔任情
報分析部 (Under Secretary) 副部長高級政策顧問。帕里諾 (Parrino) 先生擁有紐約
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文學士學位。
羅伯特·威廉姆斯 (Robert Williams)，被任命為博彩部 (Gaming) 副部長。威廉姆斯
(Williams) 先生近期擔任紐約州博彩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Gaming Commission) 執
行理事。威廉姆斯 (Williams) 先生此前擔任紐約州賽車博彩理事會 (New York State

Racing and Wagering Board) 助理顧問，並擔任紐約樂透局 (New York Lottery) 代理
局長。他目前還擔任紐約州特許經營監督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Franchise
Oversight Board) 主席。威廉姆斯 (Williams) 先生此前還曾在行政辦公室擔任特別
助理顧問。威廉姆斯 (Williams) 先生曾擔任紐約州賭場博彩工作組 (New York
State Task Force on Casino Gambling) 顧問，並擔任紐約州未來賽車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ommittee on the Future of Racing) 的執行理事。威廉姆斯 (Williams) 先
生曾就讀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畢業於戴頓大學 (University
of Dayton) 和匹茲堡大學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羅伯特 H. 薩姆森 (Robert H. Samson)，被任命為紐約州資訊技術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首席資訊官。薩姆森
(Samson) 先生曾為 IBM 公司工作 36 年，包括擔任環球系統技術集團 (Worldwide
Systems and Technology Group) 副總裁，兼 IBM 全球公共事業部 (Global Public
Sector) 總經理。薩姆森 (Samson) 先生獲得《政府 VAR (Government VAR)》雜誌
頒發的終生成就獎，並被提名為技術領域 100 個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是紐
約州立大學政府技術中心 (SUNY Center for Technology in Government) 顧問委員會
(Advisory Board) 以及紐約州 SAGE 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AGE Commission) 的
成員。薩姆森 (Samson) 先生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普拉茨堡分校 (SUNY
Plattsburgh)。
凱利·歐文斯 (Kelli Owens)，被任命為婦女事務部 (Women's Affairs) 部長。凱利·歐
文斯 (Kelli Owens) 最近曾擔任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法律事務協調員。加入州政府前，歐文斯 (Owens) 女士曾擔任家庭規劃
外事支持/紐約州計畫生育支持 (External Affairs for Family Planning
Advocates/Planned Parenthood Advocates of New York) 副總裁。她在職業生涯初期
曾擔任後任美國國會議員舍伍德·伯樂特 (Sherwood Boehlert) 的國會職員助理。歐
文斯 (Owens) 女士還曾擔任奧奈達縣縣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Oneida County
Executive) 公共事業協調員，紐約州參議員雷蒙德 ·梅爾 (Raymond Meier) 運營理
事。她還曾擔任紐約州勞動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紐約州中部地
區 (Central New York) 和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區域行政長官。歐文斯 (Owens)
女士獲得錫拉丘茲大學尤迪卡學院 (Utica College of Syracuse University) 政治科學
文學士學位，並在錫拉丘茲大學麥克斯韋爾學院 (Maxwell School) 完成畢業論文。
諾亞·雷曼 (Noah Rayman)，被任命為行政辦公室演講稿撰寫人。雷曼 (Rayman)
先生最近擔任世紀挑戰集團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首席執行官以及美
國政府對外援助機構的演講稿撰寫人。雷曼 (Rayman) 先生此前在《時代雜誌
(TIME Magazine)》擔任編輯，工作側重於國際事務。雷曼 (Rayman) 先生為彭博新
聞社 (Bloomberg News)、《每日野獸 (Daily Beast)》以及中東地區 (Middle East) 的
地方報紙撰稿。他獲得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文科學士學位，在那裡擔任校
報《哈佛深紅報 (The Harvard Crimson)》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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