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谟  

 

 

葛謨州長公佈第  3 屆任期的第三輪政府任命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其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從第一天起，我們的政府就為紐約民眾創造真正的成果，我很自豪能夠與這支才

華橫溢的團隊合作，保持我們的發展勢頭，」州長葛謨表示。「我們將共同為全

體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強大、更公平、更繁榮。」   

  

吉爾·戴斯羅斯  (Jill DesRosiers)，被任命為辦公室主任。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此前擔任州長副行政秘書。她擔任該職務期間負責管理政府間事務辦公室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行程與事務辦公室  (Scheduling and Operations)、地區

與選區事務辦公室  (Regional and Constituency Affairs)、特殊事務與約會辦公室  

(Special Events and Appointments)。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在該職務前擔任行

政事務副秘書和州長行程主任。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多年來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政府和州政府擔任多個領導職務。戴斯羅斯  (DesRosiers) 女士從賓夕法

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取得系統工程學位，此後  12 年在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擔任多個高級職務並聽命于發言人吉福德·米勒  (Gifford 

Miller) 和克麗絲汀·奎恩  (Christine Quinn)。  

  

帕特里克  A. 墨非  (Patrick A. Murphy) 少將，將被任命為國土安全及緊急服務署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署長。帕特里克  A. 墨非少

將在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五角大樓  (Pentagon) 擔任國民警衛局聯合參謀

部  (National Guard Bureau Joint Staff) 主任，結束了超過  41 年的服役工作。他曾擔

任國民警衛隊局局長參謀，監督超過  45 萬個國民警衛隊士兵和飛行員。墨非少將

的職責包括監督國民警衛局聯合參謀部的工作，重點提供國土防禦和民政部門防禦

支持。他此前曾擔任紐約國民警衛隊副官，指揮一支由  16,000 多個公民士兵和飛

行員組成的部隊。在紐約州工作前，他曾擔任駐科威特  (Kuwait) 美國第三集團軍  

(US Third Army) 國民警衛隊事務副參謀長和美國北方司令部  (U.S. Northern 

Command) 公民支持計畫  (U.S. Northern Command) 主任。墨非少將曾擔任直升機

飛行員，指揮連營級活動，並擔任旅級高級參謀。他持有愛荷華州立大學  (Iowa 

State University) 授予的理學士學位、賓州西彭斯堡大學  (Shippen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授予的碩士學位，並畢業於美國陸軍軍事學院  (U.S. Army War 

College)。  



 

 

  

安吉拉·費爾南德斯  (Angela Fernandez)，將被任命為人權局  (Division of Human 

Rights) 局長。她目前擔任北曼哈頓移民權利聯盟  (Northern Manhattan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Rights) 執行董事和指導律師。費爾南德斯女士在全國範圍內面向遭拘留

的移民制定首個通用的法院代理計畫。她還在南布朗克斯區  (South Bronx) 和華盛

頓特區創建並管理兩所小學，並在雷克島懲教所  (Rikers Island Correctional Facility) 

面向被拘留的女性帶頭實施了第一個此類女性研究項目  (Women's Studies 

Program)。費爾南德斯女士此前曾在美國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  (Bill Bradley) 的辦公

室任職，並擔任國會議員何塞·塞拉諾  (José Serrano) 的地區辦公室主任。她畢業於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在美國和國際上擁有  20 

多年支持人權和公民權利的經驗。   

  

戴勒·布瑞克  (Dale Bryk)，將被任命為能源與環境署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副署長。她目前在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任職，在該委員會擔任過各種職務，包括首席規劃官、項目主任和能源與交通計畫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 Program) 主任。她在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工作了  21 

年，期間始終致力於開發和實施氣候政策、能源效率政策、可再生能源政策和清潔

運輸政策。2002 到  2010 年，她還在耶魯大學法學院  (Yale Law School) 教授環境

法診所。加入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前，她在紐約從事公司法方面的工作。她擁有科

爾蓋特大學  (Colgate University) 授予的學士學位、塔夫茨大學  (Tufts University) 弗

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授予的碩士學位，以及

哈佛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喬納森·史密斯  (Johnathan Smith)，將被任命爲民權副部長。他目前在華盛頓特區

國家民權組織穆斯林倡導者機構  (Muslim Advocates) 擔任法律總監，他此前曾在奧

巴馬  (Obama) 政府擔任美國司法部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民權司 (Civil Rights 

Division) 助理檢察長高級顧問。此前，他擔任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 專職律師，並擔任弗雷德·弗蘭克·哈瑞斯·斯

瑞維與雅各森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LLP) 訴訟助

理。他在職業生涯之初，擔任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ifth Circuit) 卡爾  E. 斯特瓦 (Carl E. Stewart) 閣下的書記員。史密斯

先生擁有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以及紐約大學法學院  

(NYU School of Law) 授予法學博士的學位。   

  

瑪利亞·武洛  (Maria Vullo)，將被任命為紐約州抵押貸款機構  (State of New York 

Mortgage Agency) 成員。她目前擔任金融服務廳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DFS) 主管。加入金融服務廳前，武洛女士在保羅、維斯、瑞弗坎德、瓦頓與噶瑞

森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 LLP) 擔任訴訟合夥

人，她在該公司面向全國各地的法院和政府機構帶頭開展民事、刑事和監管調查。



 

 

武洛女士還曾擔任紐約州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經濟司法司  (Economic Justice Division) 執行副檢察長，以及後來的紐約州

總檢察長葛謨的執行副檢察長。她在那裡負責管理投資者保護局  (Bureau of 

Investor Protection)、反托拉斯局  (Bureau of Antitrust)、房地産金融局  (Bureau of 

Real Estate Finance)、消費者欺詐局  (Bureau of Consumer Frauds) 及互聯網局  

(Bureau of Internet)，在紐約州帶頭開展調查，以保護投資者和消費者免受欺詐。

她持有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法學院  (School of Law) 授予的法律博士學

位、紐約大學瓦格納公共行政研究生院  (Wagner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Service) 

授予的公共事務碩士學位、聖文森特山學院  (College of Mount Saint Vincent) 授予的

文學士學位。她從法學院畢業後，在弗吉尼亞州東區  (Eastern District of Virginia)  

美國地區法院  (U.S. District Court) 擔任約翰  A. 麥肯錫  (John A. MacKenzie) 閣下的

書記員，隨後私人執業。   

  

米密·瑞斯納  (Mimi Reisner)，已被任命為通信與數字戰略高級顧問。瑞斯納  

(Reisner) 女士曾擔任通訊高級顧問。此前，她曾擔任克林頓基金會  (Clinton 

Foundation) 通信倡議主任，以及美國國務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禮賓司長辦

公室  (Office of the Chief of Protocol) 媒體外聯聯絡員。瑞斯納  (Reisner) 女士擁有利

哈伊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以及賓夕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士學位。   

  

約翰·馬焦雷  (John Maggiore)，已升職為州長高級顧問。在這個職位上，他將代表

州長辦公室，與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共同監督紐約州北部

地區的最新經濟發展，並將指導紐約州北部地區政府間事務。馬焦雷  (Maggiore) 

先生最近擔任政策主任。他之前曾擔任副州長羅伯特·杜菲  (Robert Duffy) 的辦公室

主任，並於  2011 年擔任葛謨州長的地區事務主任。他之前亦曾擔任過總檢察長葛

謨的政策顧問、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 HUD) 部長葛謨的助理、布法羅州立學院  (Buffalo State College) 校長

穆里爾·霍華德  (Muriel Howard) 的公關主任。2005 年，他為水牛城尼亚加拉合伙公

司  (Buffalo Niagara Partnership) 管理伊利郡稳定项目  (Erie County Stabilization)。  

馬焦雷  (Maggiore) 閣下的職業生涯始自擔任马里奥·葛谟  (Mario Cuomo) 州長的機

要檔案室助理。他是水牛城  (Buffalo) 本地人，擁有康涅狄格學院  (Connecticut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授予的文碩士學位、

哈佛肯尼迪學院  (Harvard Kennedy School) 授予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戴勒·萊弗頓  (Amanda Lefton)，將被任命為能源與環境署第一助理署長。她目前擔

任紐約自然保護協會  (The Nature Conservancy in New York) 副政策主任。此前，  

萊弗頓女士領導羅切斯特地區聯合工人聯合委員會  (Rochester Regional Joint Board 

of Workers United) 奧爾巴尼區 (Albany District)，並擔任州眾議會  (State Assembly) 

立法助理，還曾為州參議會  (State Senate) 工作。她擁有奧爾巴尼大學  (University 

at Albany)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   



 

 

  

勞倫·梅倫德茲  (Lauren Melendez)，將被任命為交通廳助理廳長。她目前擔任紐約

州參議會財政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交通運輸與基礎

設施高級分析師。梅倫德茲  (Melendez) 女士此前曾擔任潮汐中心  (Tides Center)  

帝國州未來  (Empire State Future) 項目的項目助理。她持有奧爾巴尼大學授予的文

學士學位和區域規劃碩士學位。   

  

丹尼爾·霍維特茲  (Daniel Horwitz)，已入職公共道德聯合委員會  (Joint Commission 

on Public Ethics, JCOPE)。霍維特茲先生曾於  2011 至  2016 年擔任公共道德聯合委

員會專員，並於  2013 至  2016 年擔任主席。他是麥克勞克林與斯特恩律師事務所  

(McLaughlin & Stern) 白領辯護與調查實踐小組組長。之前，霍維特茲先生曾擔任

紐約郡 (New York County) 助理地區檢察官近十年，期間曾在欺詐局  (Frauds 

Bureau) 調查和起訴過多起錯綜複雜的商業罪案。2012 年以來，他被紐約超級律師

機構  (New York Super Lawyers) 評為紐約大都會  100 強律師 (Top 100 New York 

Metro Attorney)，2009 年起成為超級律師  (Super Lawyer)，並從  2012 年起在白領刑

事辯護領域獲得美國最佳律師機構  (Best Lawyers in America) 的認可。霍維特茲先

生以優異成績獲得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院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College 

of Law)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

士學位。  

  

吉宏·吉姆  (Jihoon Kim)，被任命為高級顧問約翰·馬焦雷  (John Maggiore) 辦公室主

任。擔任該職務期間，吉姆  (Kim) 先生將幫助協調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政府間事務和政策。吉姆先生曾擔任紐約州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General) 的各種職務，最近擔任法律事務副主任。吉姆先生此前還

為紐約州參議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工作。他擁有瑪麗斯特大學  (Marist 

College) 授予的理學士學位，以及亨特學院  (Hunter College) 西爾伯曼社會工作學

院  (Silberman School of Social Work) 授予的社會工作碩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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