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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第  3 屆任期的第四輪政府任命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其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通過我們完成的最廣泛、最全面的州預算案後，我很自豪延續本屆政府的成就

履歷，通過這支敬業的公務員隊伍為紐約民眾帶來切實的成果，」葛謨州長表

示。「隨著聯邦政府繼續挑戰紐約州的核心價值觀，我期待與這些有才能的人合

作，繼續推動紐約州的發展勢頭。」   

  

瑪麗·特蕾澤·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將被提名為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署長。多明格斯女士在交通、水利和能源基礎設

施、安全以及物流行業工作了  20 多年，在聯邦政府內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最近

一次是在 2015 年，奧巴馬 (Obama) 總統提名並經美國參議會  (U.S. Senate) 一致

確認多明格斯女士擔任美國交通廳管道和有害物質安全管理局  (Pipeline and 

Hazardous Materials Safety Administration, PHMSA) 管理員。在管道和有害物質安

全管理局，  多明格斯女士負責制定和執行安全法規，並監督全國州際天然氣管道

和液體管道的安全運作，以及所有通過鐵路、公路、海上和空中運輸的危險材

料。她還曾擔任美國國防部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土木工程陸軍  (Army for 

Civil Works) 首席副助理部長，為美國陸軍工程兵團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監督政策和預算方向；美國郵政總局  (United States Postal Service) 政府關係與公

共政策副總裁，她在那裡為當時美國第二大平民雇主帶頭制定立法目標和公共政

策目標；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副總參謀長兼

法律顧問；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會長特別助

理、比爾•克林頓  (Bill Clinton) 總統特別助理，以及白宮  (White House) 總統人事

副主任。她目前擔任美國基督教女青年會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 USA) 戰略長兼運營長，她在那裡為國家機構設定戰略願景，推動創新和

增長。瑪麗·特蕾澤從維拉諾瓦大學法學院  (Villanov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從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 獲得美國研究學士學位。   

  

大衛·亞斯克  (David Yassky) 已被任命為國家政策主任。亞斯克先生在被任命前，

曾擔任佩斯大學法學院  (Pace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院長和法學教授。2010 到 

2013 年,他在紐約市計程車與豪華轎車委員會  (New York City 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 擔任領導職務、2002 到 2009 年他在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擔任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代表、擔任紐約市議會濱水區委員會  

(Committee on Waterfronts) 會長及其小企業委員會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會長、編寫立法創建經濟適用房區劃要求、計程車排放標準，以及影視製作和稅

收優惠。亞斯克先生在今年年初任此後的眾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領導下的美國眾議會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犯罪問題小組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Crime) 擔任首席法律顧問。他從耶魯大學法學院  (Yale Law 

School)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從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獲得公共政策

學士學位。   

  

瑪杜麗·考瑪瑞迪  (Madhuri Kommareddi) 已被任命為人力發展總監。考瑪瑞迪女

士曾任黑石集團  (BlackRock) 信貸投資者關係及產品管理主管。她曾在克林頓基金

會 (Clinton Foundation) 擔任第一工作負責人，並在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辦公室  

(Office of Hillary Rodham Clinton) 擔任計畫開發主任。職業生涯早期，她曾在白宮

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和國家經濟委員會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擔任國際經濟事務主任，並在那裡領導白宮  (White House) 工作，主持了

首屆 20 國集團勞工和就業部長會議  (G20 Labor and Employment Ministers)。她還

擔任過白宮副幕僚長、奧巴馬  2008 年美國總統競選政策助理，以及奧巴馬 -拜登

過渡項目 (Obama-Biden Transition Project) 政策協調員，曾在時任參議員奧巴馬的

辦公室擔任政策協調員，並在政治競選活動中擔任過各種職務。她畢業於耶魯大

學法學院，曾任職於《耶魯大學法律期刊  (Yale Law Journal)》和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莫莉·瑪西  (Molly Marcy) 已被委任為機構運作立法事務主任。瑪西女士帶著多年

的政府工作經驗擔任行政辦公室  (Executive Chamber) 的新職務。最近，瑪西女士

在紐約州參議會  (New York State Senate) 擔任民主黨副主席高級顧問，負責制定

立法重點工作，並針對運營、立法和政治問題提供戰略建議。此前，她擔任米拉

姆集團 (MirRam Group) 和漢密爾頓競選網路  (Hamilton Campaign Network) 副總裁

助理。她擁有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授予的學士學位。   

  

尼爾·奧赫加蒂  (Niall O'Hegarty) 已被委任為財政事務副秘書長。奧赫加蒂先生此

前曾擔任卡拉股權合夥公司  (Cara Equity Partners) 聯合創始人兼董事總經理，  

負責公司所有的戰略職能和運營職能，該公司專注於訴訟融資領域的投資。他曾

在葛謨州長的政府中擔任州長第一助理顧問，並在私營部門擔任律師超過  10 年，

主要負責州和聯邦金融及保險監管事務以及訴訟。奧赫加蒂先生在多倫多大學  

(University of Toronto) 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在約克大學  (York University) 阿斯谷

德阿爾法學院  (Osgoode Hall Law School) 獲得法學學士學位。   

  

艾瑞克·噶拉尼  (Eric Galarneau) 將被任命為紐約州刑事司法服務署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總法律顧問。噶拉尼先生在奧爾巴尼郡地區檢察官辦公

室 (Office of the Albany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 工作了近 20 年。他目前擔任奧爾



巴尼郡地方檢察官辦公室金融犯罪與特別調查組  (Financial Crimes and Special 

Investigations Unit) 局長。他在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獲得學士學位，在奧

爾巴尼法學院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瓊安·埃爾南德斯  (Joanne Hernandez) 將被委任為運輸事務高級政策顧問。埃爾南

德斯女士目前在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擔任高級

安全工程師。在此之前，她擔任紐新航港局紐約州『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研究員。埃爾南德斯女士獲得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學士學

位和馬列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  (Marxe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Baruch College) 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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