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9 年 1 月 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第  3 個任期的第二輪政府任命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其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在過去兩個任期內，本屆州政府不懈開展工作改善紐約民眾的生活，我很自豪迎

來這屆任期，幫助鞏固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州长葛谟表示。  「在這些具有進

取精神的優秀人員的幫助下，我們將繼續為全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和公

正。」  

  

州行動辦公室  (Office of State Operations)。 為了促進更高效率的州運作，葛謨州

長高興地宣佈，他已經拆分此前與州行動辦公室相關聯的運作、政策和應急管理責

任，並做出下列任命：  

  

•  凱利·庫明斯  (Kelly Cummings) 已被任命為州行動與基礎設施主任。

庫明斯女士此前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兼州長顧問。庫明斯女士在此期間

負責管理州長的主要基礎設施項目和優先工作，包括摩尼翰火車站  

(Moynihan Train Hall)、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雙軌鐵路 

(Double Track) 和第三軌道 (Third Track) 擴建項目、新柯西邱思科大橋  

(Kosciuszko Bridge) 以及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六座機場實施現代化建

設。此前，庫明斯女士擔任參議會多數黨通訊主任。  庫明斯女士在州

議會內任職  20 多年，在參眾兩會擔任多個通訊職位和政策職位。  

她擁有圣勞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  艾達姆·祖羅弗斯奇  (Adam Zurofsky) 已被任命為州政策與機構管理主

任。 祖羅弗斯奇先生此前擔任能源與金融服務副秘書長。入職州政府

前，祖羅弗斯奇先生是卡希爾戈登  & 瑞恩達爾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Cahill Gordon & Reindell LLP) 的合夥人，他在該公司針對法規、管理

以及訴訟事務為公司和董事會提供咨詢服務。祖羅弗斯奇先生在福特

漢姆大學法學院  (Fordham Law School) 擔任兼職教授和課程負責人，

並擔任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和治理研究領導委員會  

(Governance Studies Leadership Council) 會員。他以優等成績從哈佛

大學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畢業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並從斯



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他在該大學被推

選成為美國大學優等生之榮譽學會會員。   

  

•  邁克爾·考匹  (Michael Kopy) 已被任命為州長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應急管理主任。考匹先生在紐約州警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任職已超過 30 年，包括擔任檢察官和警隊指揮官。他至今擔

任瑪瑪羅內克鄉消防局  (Village of Mamaroneck Fire Department) 志願

者消防隊長，在此期間被提名為威徹斯特郡年度志願者消防員  

(Westchester County Volunteer Firefighter of the Year)，並擔任威徹斯特

郡警長協會  (Westchester County Chiefs of Police Association) 主任。  

考匹先生接受過全面的應急預備培訓，包括紐約州野火學院  (New 

York State Wildfire Academy) 以及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國家突發事件管理系統  

(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授予的資格認證書，並領導全

州各類災害的處理工作。他擁有佩斯大學  (Pace University) 授予的文

學士學位。  

  

此外，州長還做出下列政府任命：  

  

邁克爾·斯科米德  (Michael Schmidt) 將被任命為紐約州財政稅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 廳長。 斯科米德  (Schmidt) 先生最近擔任州長

高級經濟顧問，在擔任該職務期間，他領導本州對  2017 年聯邦稅務法案做出政策

回應，並管理州長的其他首要經濟政策計畫。斯科米德  (Schmidt) 先生此前曾擔任

經濟發展副署長，負責監管十二間州政府機構和權威部門的政策和運營，包括財政

稅務廳、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Division of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和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斯科

米德 (Schmidt) 先生還擔任希拉里·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的經濟政策顧問、美國財

政部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國內金融辦公室  (Office of Domestic Finance) 

政策分析師、耶魯投資辦公室  (Yale Investments Office) 高級金融分析師。他擁有耶

魯大學 (Yale)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和學士學位。  

  

萊提扎·塔利亞費羅  (Letizia Tagliafierro) 將被任命為紐約州檢察長。塔利亞費羅  

(Tagliafierro) 女士目前擔任政府間事務部副部長和州長特別顧問。她此前擔任公共

安全特別顧問兼紐約州財政稅務廳犯罪調查組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Division)  

副組長。2013 年，塔利亞費羅  (Tagliafierro) 女士被任命為公共道德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on Public Ethics) 執行主任並擔任該職務至  2015 年。擔任執行主

任前，她擔任聯合委員會調查與執行主任。塔利亞費羅  (Tagliafierro) 女士還擔任紐

約州檢察長特別顧問，以及伊利郡  (Erie County) 助理檢察官。她獲得了奧爾巴尼法

學院 (Albany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律學位，以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朱迪·莫谷爾  (Judith Mogul) 將被任命為州長特別顧問。她在擔任該職務期間，  

將主要針對公共廉政和刑事司法政策計畫提供建議。她從莫爾維洛、阿布拉莫維

茨、格蘭德、拉遜  & 安妮羅公司  (Morvillo Abramowitz Grand Iason & Anello, PC)  

入職行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在該公司期間主要負責民事、刑事、法律事

務及調查工作。  莫谷爾  (Mogul) 女士此前擔任佩斯大學法學院  (Pac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兼職教授，並擔任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美國助理檢察官。  她獲得了康乃迪克州  (Connecticut) 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法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莫谷爾 (Mogul) 女士在康乃迪克州地區的美國地區法

院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任職期間擔任約瑟  A. 卡布尼斯 (José A. Cabranes) 

法官的助理。  

  

哈羅德·莫瑞  (Harold Moore) 已被任命為首席技術官。莫瑞  (Moore) 在紐約州行政

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Executive Chamber) 工作，17 年來提供創新技術解決方

案，最近擔任技術特別助理。他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勞拉·艾迪丁  (Laura Edidin) 已被任命為道德、風險、合規性首席特別法律顧

問。 艾迪丁 (Edidin) 女士最近擔任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Brooklyn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人口販賣小組  (Human Trafficking Unit) 主任。 加入地區檢察官辦

公室前，她擔任紐約市民事訴訟審查委員會  (New York City Civilian Complaint 

Review Board) 行政訴訟小組  (Administrative Prosecution Unit) 創始人。  艾迪丁 

(Edidin) 女士此前擔任紐約州東部地區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美國助理檢察

官，並且是紐約市同性戀與反暴力項目  (New York City Gay & Lesbian Anti-Violence 

Project) 法律服務創始理事。她還曾擔任紐約州南部地區理查德 ·歐文 (Richard 

Owen) 閣下的法官助理。  艾迪丁 (Edidin) 女士擁有芝加哥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塔夫斯大學  (Tufts University) 授予

的文學士學位。   

  

帕特里克·姆賽  (Patrick Muncie) 已被任命為交通廳通訊副主任。  姆賽 (Muncie)  

先生最近曾擔任圖斯克戰略與圖斯克投資公司  (Tusk Strategies and Tusk Ventures) 

總經理。他還曾擔任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塞魯斯 ·萬斯 (Cyrus Vance) 的高級通訊顧

問，並在邁克爾·彭博  (Michael Bloomberg) 市長的政府中擔任多個職務，包括市長

辦公室 (Mayor's Office) 副新聞秘書、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  (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公共事務副主席。他擁有邁阿密大學  (Miami University) 

授予的美術學士學位。  

  

麗薩·薩特拉莫  (Lisa Santeramo) 已被任命為政府間事務副秘書。她最近曾擔任長

島地區 (Long Island) 運作主任，在那裡負責管理長島地區員工和機構的日常運作，



並幫助推進重要的地區計畫。薩特拉莫  (Santeramo) 女士入職行政辦公室前，曾擔

任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的副郡長兼辦公室

主任。薩特拉莫  (Santeramo) 女士在眾議員提姆·比紹普 (Tim Bishop) 辦公室開始

公共領域的職業生涯，她在該辦公室擔任地區主任。  她擁有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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