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0 年 4 月 19 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葛謨州長、墨菲州長、拉蒙特州長、沃爾夫州長、卡尼州長、雷蒙多州長和貝克
州長宣佈將任命多州委員會成員，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並恢復經濟

獲得任命的人員包括一名衛生專家、一名經濟發展專家和來自每個州的參謀長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M. 葛謨、新澤西州 (New Jersey) 州長菲爾·墨菲 (Phil Murphy)、
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州長內德·拉蒙特 (Ned Lamont)、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州長湯姆·沃爾夫 (Tom Wolf)、特拉華州 (Delaware) 州長約翰·卡尼
(John Carney)、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州長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麻薩
諸塞州 (Massachusetts) 州長查理·貝克 (Charlie Baker) 今天宣佈給多州委員會任命
多個成員來恢復經濟，並讓人們重返工作崗位。獲得任命的人員包括一名衛生專
家、一名經濟發展專家和來自每個州的參謀長。
各州任命的人員包括：
紐約州
•
•

梅麗莎·德羅薩 (Melissa DeRosa)，州長秘書
羅伯特·穆希卡 (Robert Mujica)，紐約州預算局 (NYS Division of the Budget)
局長

•

邁克爾·道林 (Michael Dowling)，諾斯威爾健康公司 (Northwell Health)
總裁兼執行長

•

喬治·赫爾米 (George Helmy)，州長辦公室主任
理查·貝瑟 (Richard Besser) 博士，羅伯特·伍德·詹森基金會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總裁兼執行長，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前代理主任

新澤西州
•

•

康涅狄格州

傑·詹森 (Jeh Johnson)，巴拉克·奧巴馬 (Barack Obama) 總統時期的美
國國土安全部前部長

•
•
•

小保罗·芒兹 (Paul Mounds, Jr.)，州长办公室 (Office of the Governor) 办
公室主任
英德拉·盧英德 (Indra Nooyi)，非營利組織 AdvanceCT 副主席、百事可
樂公司 (PepsiCo) 前董事長兼執行長
阿爾貝·高 (Albert Ko) 博士，流行病學和醫學教授，耶魯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系主任

賓夕法尼亞州
• 邁克爾·布魯內爾 (Michael Brunelle)，州長辦公室辦公室主任
• 瑞吉兒·萊文 (Rachel Levine) 博士，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秘書
• 鄧尼斯·達文 (Dennis Davin)，社區和經濟發展廳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秘書
特拉華州
•
•
•

希拉·格蘭特 (Sheila Grant)，州長辦公室主任
卡拉·奧多姆·沃克 (Kara Odom Walker) 博士，特拉華州衛生和社會服
務廳 (Delawar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廳長
庫爾特·福爾曼 (Kurt Foreman)，特拉華州繁榮夥伴關係公司 (Delaware
Prosperity Partnership) 總裁兼執行長

羅德島州
•
•
•

大衛·奧爾蒂斯 (David Ortiz)，州長辦公室主任
妮可·亞歷山大·斯科特 (Nicole Alexander-Scott) 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
士，羅德島州衛生廳 (Rhode Isl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廳長
斯蒂芬·普賴爾 (Stefan Pryor)，羅德島州商務部長

麻薩諸塞州
•
•
•

克裡斯汀·萊波雷 (Kristen Lepore)，辦公室主任
邁克爾·肯尼利 (Michael Kennealy)，住房和經濟發展執行辦公室
(Executive Office of Hou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秘書
勞倫·彼得斯 (Lauren Peters)，衛生與人類服務執行辦公室 (Executive
Office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副主任

「我們一直與我們的鄰州密切合作，通過統一的方法來保持社交距離和減少人口密
度，以抗擊這一流行病。現在是時候在觀察感染率的同時慢慢謹慎打開閥門了，這
樣我們就不會引發第二波新的感染，」葛謨州長表示。「這不是我們可以按下燈
具開關就可以讓一切都會恢復正常的事情，我們必須想出聰明的、一致的策略來重
新開啟已關閉的系統，讓人們恢復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想要通過區域方法來
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是區域經濟。紐約州正在與這五個州合作創建多州委員會，

該委員會將提出基於科學和數據的框架，以逐步放寬在居家限制，使我們的經濟恢
復和運行。」
州長菲爾·墨菲表示，「沒有人比我考慮得更多，也沒有人比我更迫切地想要重啟
經濟，但如果我們不按照正確的順序來做，就會把更多人置於危險之中。實現經濟
可持續復蘇，唯一途徑是實現強勁的醫療復蘇。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我們才能
使經濟得到充分發展，使我們州的居民重返工作崗位，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疾
病的危險。由多州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提出協調一致的區域辦法將幫助我們避免可能
造成災難性後果的重大挫折。我期待著有一天，實地情況將使我們能夠放鬆限制，
推動我們的區域經濟向前發展。」
州長內德·拉蒙特表示， 「有一件事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這種病毒並 不局限於任
何一個郡、州或國家的邊界，但它對我們各自的經濟和醫療系統的影響是相同的。
作為區域聯盟做出正確的決定，將為我們全體居民帶來最佳的公共衛生結果。我們
必須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州長湯姆·沃爾夫表示， 「我們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保護賓夕法尼亞州人民的健康和
安全。在我的政府繼續採取關鍵步驟來減緩新型冠狀病毒擴散的同時，我也認識到
必須向前看，採取慎重、謹慎的方式為未來做準備，同時確保我們不會撤銷所有的
努力。賓夕法尼亞州將與各州及周邊各州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制定全面戰略，首
先關注健康，但同時也解決逐步恢復經濟的需要。」
州長約翰·卡尼表示，「特拉華州的情況仍在惡化。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人數和住
院人數正在上升。特拉華州人應該待在家裡。不必要的時候不要到公共場所去。除
非你需要看醫生或照顧家人，否則不要去特拉華州。否 則你只會增加每個人的風
險。與此同時，我們需要向前看。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需要一致的方法來讓
各州走出這場危機。我對在該地區的州長夥伴的合作表示感謝。他們都在夜以繼日
地工作，以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病例激增，保護醫院接收最危重病人的能力並拯救生
命。我們會一起努力度過難關的。」
州長吉娜·雷蒙多表示， 「在我們努力減緩冠狀病毒傳播和拯救生命的過程中，各
州正在起帶頭作用。我為我們採取的措施感到自豪，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安全地
重新開放我們的經濟。但我們知道，這種病毒是不分國界的，很明顯，我們需要強
有力的、協調一致的區域辦法來避免這種疾病的第二波。我感謝諸位州長同仁在這
場危機中發揮的領導作用，我相信，這一新的夥伴關係將支持我們開展工作，使羅
德島州居民以及所有美國人安全返回工作崗位。」
州長查理·貝克表示，「貝克-波利托 (Baker-Polito) 政府期待著與鄰國和專家討論目
前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作出的反應。麻薩諸塞州還繼續集中努力擴大檢測，確保

醫院的容量，並向前線人員提供必要的個人防護裝備，以減緩新型冠狀病毒在我們
社區中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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