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2 月 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主要反恐專家將提供建議用於加強協調紐約州反恐能力並強化防禦

當前的恐怖主義威脅   

  

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稿和預算案演講稿發佈前，  

初步的高度安保建議將變革政策和決策   

  

專家包括喬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總統白宮 (White House) 前國土安全顧問

肯尼斯  L. 瓦恩斯特恩  (Kenneth L. Wainstein)、紐約市  (New York City) 警察局局

長拉蒙德  W. 科利  (Raymond W. Kelly)、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白宮

前國土安全顧問麗薩  O. 蒙那柯  (Lisa O. Monaco)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設立反恐顧問小組，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  (Davis Polk 

& Wardwell) 合夥人兼喬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總統前國土安全顧問尼斯  L. 

瓦恩斯特恩  (Kenneth L. Wainstein) 擔任該小組主席。顧問小組的成員還包括蒙德  

W. 科利 (Raymond W. Kelly)，大衛·丁金斯 (David Dinkins) 市長和邁克爾·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市長在任期間他曾擔任紐約市警察局局長，還有巴拉克 ·奧巴

馬  (Barack Obama) 總統白宮前國土安全顧問麗薩  O. 蒙那柯  (Lisa O. Monaco)。   

瓦恩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同意擔任該小組的主席，隨後立即深入評估紐約州的

反恐資源、機構和總體效率，並據此提出建議，用於加強紐約州反恐機構的協作，

並強化機場、橋樑、隧道以及全州各地其他主要資源的安保措施。這些建議將會同

科利  (Kelly) 先生以及蒙那柯  (Monaco) 女士制定，並及時提交給州長，用於宣佈其  

2018 年州情咨文演講稿和預算案演講稿。顧問小組提交初步建議後，將繼續開展

其重要工作，針對其初步建議制定執行計畫、進一步研究紐約州為應對當今恐怖主

義危險開展的準備工作、並提供其他可行的提案，用來強化反恐計畫的有效性。  

  

「全世界都知道，紐約州象征著自由和平等，現實情況是，因為這個寶貴的傳統，

我們也成為了反對這些價值觀的人員的攻擊目標，」州長葛謨表示。「幸運的

是，有三位全球頂尖的反恐專家協助我們開展工作，使我們能夠保持警惕，調整安

保措施以應對那些企圖加害我們的人不斷改變的策略。感謝瓦恩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科利  (Kelly) 先生以及蒙那柯  (Monaco) 女士過去和今後為幫助保

障紐約 民眾的安全而開展的所有工作，並期待收到他們提供的建議。」   

  

相關的州機構和部門已提供報告，供該顧問小組審閱。該小組將與機構領導人員密

切合作，包括：  

•  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羅傑·帕里諾 (Roger Parrino)  

• 紐約州警察局局長喬治·比奇二世  (George Beach II)  

• 紐約州軍務海事局  (New York State Division of Military and Naval Affairs) 

紐約副官長、少將安東尼·日耳曼  (Anthony German)  

•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理事瑞克·

考頓  (Rick Cotton)  

•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署長約瑟夫·

勒霍塔  (Joseph Lhota)  

•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廳長保羅·

卡拉斯  (Paul Karas)  

• 紐約州公路局  (New York State Thruway Authority) 執行理事馬修·德里

斯科爾  (Matthew Driscoll)  

  

該顧問小組還將咨詢其他地方、州、聯邦官員以及外部國土安全專家，並將獲得充

分權限用於查閱現有的安保評估資料及其他政策和資料，這些政策和資料奠定了紐

約州國土安全措施的  基礎。 

 

反恐顧問小組   

  

瓦恩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服務於公眾達  20 年時間，期間擔任多個重要的國家

安保職務，包括擔任喬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總統國土安全顧問。他於  

1989 年開始職業生涯，在紐約南區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和哥倫比亞特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擔任聯邦檢察官，隨後擔任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總顧問，隨後擔任羅伯特·米勒 (Robert Mueller) 局長辦公室主

任，期間參與多項敏感的國家安全工作和刑事執法工作。他結束在聯邦調查局的任

期後，兩次被司法局  (Justice Department) 提名並確認擔任領導職務：第一次是擔

任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美國聯邦檢察官，隨後擔任國家安保首席檢察官

助理。他擔任該職務期間負責設立司法局國家安全處  (National Security Division)、

整合該機構在執法與情報國家安全方面的人員和資產，並與情報界  (Intelligence 

Community) 機構開展工作協調。2008 年，瓦恩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被喬治  W. 

布什  (George W. Bush) 總統任命為國土安全顧問。瓦恩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在

任期間，負責協調美國反恐、國土安全、基礎設施保護、災害處理與災後重建工



 

 

作。他目前是美國達維律師事務所訴訟科  (Litigation Department) 的合夥人。瓦恩

斯特恩  (Wainstein) 先生的完整個人簡歷請見此處。 

  

科利  (Kelly) 先生在公共服務領域有五十年的經驗，包括擔任紐約市警察局局長達

十四年，他是全球執法界一位最著名並且備受尊敬的領袖。科利  (Kelly) 先生在  

2002 年  1 月被邁克爾·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市長任命為警察局局長，因此成

為該市歷史上任期最長的警察局局長，並成為首個獨立連任該職務的人。1992  

年至  1994 年，他還擔任大衛  N. 丁金斯  (David N. Dinkins) 市長那屆市政府的警察

局局長。他是個越戰老兵，也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U.S. Marine Corps) 服役達 30  

年的退休預備役上校，他還是貝爾斯登有限公司  (Bear, Stearns & Co. Inc.) 全球企

業安保高級常務董事，此前擔任美國海關總局  (U.S. Customs Service) 局長。1996 

至  1998 年，科利  (Kelly) 局長擔任美國財政部  (U.S. Treasury Department) 執行副部

長。此外，1996 至  2000 年，科利  (Kelly) 先生還曾任職於美國國際刑警組織  

(Americas of Interpol) 執行委員會並當選副主席，該組織是個國際警察組織。1994 

年，他被任命為海地  (Haiti) 國際警察監督員主任。他是紐約警察局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NYPD) 有  43 年經驗的老警察。科利  (Kelly) 局長持有曼哈頓學

院  (Manhattan College) 授予的企業管理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聖約翰大學  (St. John's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授予的法學碩士學位  (Master of Laws, LLM)、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肯尼迪

政府學院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並獲得法國總統頒發的法國榮譽軍團勛章  (Legion de 

Honoraire)。科利 (Kelly) 先生目前擔任佳定集團  (Guardian Group) 總裁，該公司針

對風險管理問題和企業安保問題為客戶提供咨詢建議。科利  (Kelly) 先生的完整個

人簡歷請見此處。 

  

蒙那柯  (Monaco) 女士在司法局、聯邦調查局、白宮最高層級擔任國家安全職務。

蒙那柯 (Monaco) 女士是職業聯邦檢察官，曾擔任當時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  S. 

穆勒三世 (Robert S. Mueller, III) 的辦公室主任，隨後獲得美國參議會  (United States 

Senate) 兩黨確認，擔任國家安全首席檢察官助理，負責領導全國恐怖主義調查工

作和起訴工作。  蒙那柯  (Monaco) 女士在  2013-2017 年擔任白宮國土安全顧問，  

負責協調所有國土安全與反恐政策，並針對各類風險管理危機響應工作，包括恐怖

主義襲擊、大規模槍擊事件、大範圍流行病和網路安全事件。她目前擔任紐約大學

法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School) 特聘高級研究員，以及哈佛大學貝爾佛科

學與國際事務中心  (Belfer Center on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高級研究員。

蒙那柯 (Monaco) 女士的完整個人簡歷請見此處。  

  

州長在今年十一月宣佈紐約州國土安全與緊急服務署反恐辦公室  (Office of Counter 

Terrorism) 2017 年在紐約州多個企業和機構完成了逾  900 次『營運保全  (Operation 

Safeguard)』演習，用以考驗企業和機構的可疑活動舉報計畫和反恐方案。  這意味

著考驗的場所數量相比於  2016 年增加了  31%，全州各郡目前都開展演習。  

https://www.davispolk.com/professionals/ken-wainstein/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Raymond_Kelly_Bio_2017.pdf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isa_Monaco_Bio.pdf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ompletion-over-900-joint-counter-terrorism-exercises-new-york-state#_blank


 

 

  

今年年初，州長還宣佈撥發超過  2.2 億美元的聯邦資金，這筆資金將支持各郡開展

反恐活動和應急準備活動，還撥發  3,900 萬美元資金強化港口和交通系統的反恐保

護工作。紐約州公民準備團隊計畫  (State's Citizen Preparedness Corps program) 訓

練民眾如何應對災害或緊急情況，並在今年年初達成里程碑進展，訓練了超過  19 

萬個紐約民眾。  

  

伴隨恐怖分子不僅增加攻擊頻率，還尋找新途徑危害無辜的公眾，這些持續強化安

保和準備度的工作變得愈發重要。僅在  2017 年，這些花樣百出的卑劣行動就造成

數百人死亡，紐約市、巴塞羅那  (Barcelona)、倫敦  (London)、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發生汽車撞死民眾事件；倫敦、曼徹斯特市  (Manchester)、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發生炸彈爆炸事件；拉斯維加斯市  (Las Vegas)、德克薩斯州  

(Texas)、巴黎  (Paris) 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over-220-million-fund-counterterrorism-and-emergency-preparedness#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over-39-million-federal-grants-awarded-combat-terrorism-new-york-state#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more-190000-new-yorkers-have-taken-citizen-preparedness-corps-training#_blank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