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7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本屆政府的提名和任命人選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公佈了新的提名人選和他這屆政府的任命人選，這些提名人選已

經得到參議會的確認。  

  
「冠狀病毒疫情是對全國政府的壓力測試，但紐約州展示了政府為人民服務意味著什

麼，」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團隊的新成員帶來了豐富的專業技能和知識，這將是無價

的，因為我們正努力從冠狀病毒危機中更好地重建，並繼續為紐約州民眾帶來大膽、進步

的成就。」  

  
史蒂文 M. 科恩 (Steven M. Cohen)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批准為城市發展公司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成員，他將被任命為主席，並擔任財務管理委員會 

(Financial Control Board) 成員。科恩先生之前是安德魯和福布斯公司 (MacAndrews & 

Forbes Incorporated) 總法律顧問和執行長。科恩先生此前曾擔任紐約州州長安德魯 M. 

葛謨的秘書、此外還在總檢察長葛謨任期內擔任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顧問和辦公室主任。私人執業期間，科恩先生在複雜的商

業、犯罪和監管事務中代理眾多公司和個人。他曾任美國檢察官辦公室 (U.S. Attorney's 

Office) 暴力幫派工作組 (Violent Gangs Unit)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負責人。科恩先生在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獲得學士學位，在賓夕法尼亞

大學法學院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獲得博士學位。他是紐約大學董事

會 (New York Un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賓夕法尼亞大學法學院顧問委員會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School Board of Advisors)、美國樂美銀行董事會 (Bank 

Leumi USA Board of Directors) 和全球品牌董事會 (Whole Earth Brands Board of 

Directors) 的成員。他現為捷威科技發展公司 (Gatew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紐約

州受託人，曾任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Y & NJ) 副主席。  

  
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得到參議會批准，擔任城市發

展公司名譽主席，他將繼續其在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發展方面開展的傑出工作。澤穆斯基

先生曾擔任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SDC) 總裁兼執

行長以及經濟發展廳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廳長。他還曾擔任四年的

紐約州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並密切參與州長設立的水牛城羅十億美元計畫 (Buffalo 



 

 

Billion initiative)。澤穆斯基擁有密歇根州立大學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學士學位和

羅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羅拉·布拉哈姆 (Lola Brabham)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得到參議會的批准，擔任紐約州

公務員制度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委員和主席。她目前擔任

紐約州公民服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Civil Service) 代理廳長。2019 年，

葛謨州長任命布拉哈姆為紐約州公務員制度委員會成員，並任命她為委員會主席。布拉漢

姆女士此前擔任公民服務廳代理廳長兼執行副廳長。此前，布拉漢姆女士曾任紐約州勞工

廳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行政副廳長兼財務長，再以及州預算署 (State Division of 

the Budget) 助理首席預算核查員。她在戴維德·帕特遜 (David Paterson) 州長的行政委員

會中擔任過衛生、醫療補助和監管副處長和人類服務主任。另外，她曾擔任眾議院籌款委

員會(Assembly Committee on Ways and Means)的立法預算分析師，並在其職業生涯初

期擔任過眾議員 N. 尼克·匹瑞 (N. Nick Perry) 的辦公室主任。布拉哈姆女士擁有紐約州立

大學 (SUNY) 刑事司法和社會學專業的雙文學士學位及洛克菲勒公共事務與政策學院 

(Rockefeller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and Policy) 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美瑞·蒂斯 (Merryl Tisch) 博士 再次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主席。2019 年，葛謨

州長任命蒂斯博士為董事會主席。在此之前，她自 2018 年 3 月起擔任紐約州立大學董事

會副主席。蒂斯博士此前在校務委員會 (Board of Regents) 任職長達 20 年，在 2007 至 

2009 年擔任副會長職務。作為紐約州州會考委員會會長，蒂斯博士負責制定紐約州的教

育政策，並監管紐約州的公私教育。她憑著在教育、社區服務以及慈善事業領域的數十年

經驗制定知情的政策，包括她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拉瑪茲學校 (Ramaz School) 和

博納約書亞學校 (B'nai Jeshurun School) 擔任一年級教師的職務。她擁有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授予的文學士學位、紐約大學授予的教育學文學碩士學位、哥倫比亞

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師範學院 (Teacher's College) 授予的教育學博士學位。  

  
卡米爾·發拉克 (Camille Varlack) 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受託人。發拉克女士現任

皮爾斯·斑布里奇·貝克·普萊斯與赫赫特有限責任合夥公司 (Pierce Bainbridge Beck Price 

& Hecht LLP) 運營長兼副總法律顧問。她曾擔任葛謨州長的州運營副主任。2017 年間，

她被任命為紐約州風控長和特別顧問。發拉克女士曾擔任行政辦公室道德、風險和合規副

主管，並曾擔任紐約州最高法院 (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 的主法官助理。她還

曾擔任 AXA 金融公司 (AXA Financial, Inc.) 助理副總裁兼法律顧問，並曾擔任金斯郡 

(Kings County) 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的助理地區檢察官。發拉克女士持有紐約州立大學布法

羅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學士學位、布魯克林法學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法學博士學位。  

  
詹姆斯·哈登 (James Haddon) 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受託人。目前，哈登先生是

拉米雷斯資產管理公司 (Ramirez Asset Management, RAM) 戰略行銷董事總經理。他於 

2015 年 1 月加入拉米雷斯資產管理公司，從事資產管理和投資銀行業務 36 年。在拉米

雷斯資產管理公司，他負責向養老基金、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企業推銷拉米雷斯資產管

理公司的固定收益產品和服務。加入拉米雷斯資產管理公司前，哈登先生曾在 PFM 資產



 

 

管理公司 (PFM Asset Management) 任職 5 年，擔任總經理，負責全國客戶行銷。在加 

PFM 資產管理公司之前，他曾在花旗集團 (Citigroup) 擔任各種資產融資和投資銀行工

作。他獲得了衛斯理大學 (Wesleyan University) 經濟學學士學位和斯坦福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馬科斯 A. 克雷斯波 (Marcos A. Crespo) 被任命為紐約州立大學董事會受託人。克雷斯

波先生曾是紐約州眾議會 (New York State Assembly) 的成員，2009 年首次當選時，他

是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最年輕的成員之一，他代表第 85 眾議會選

區 (Assembly District)，包括南布朗克斯區 (South Bronx) 桑德維尤區 (Soundview)、克

拉克森角區 (Clason Point)、朗伍德區 (Longwood) 和亨茨波因特區 (Hunts Point)。克雷

斯波眾議員在任職期間，曾在多個委員會任職，包括酒精與藥物濫用委員會 (Committee 

on Alcoholism and Drug Abuse)；城市委員會 (Committee on Cities)；能源委員會 

(Committee on Energy)；環境保護委員會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保險委員會 (Committee on Insurance)；運輸委員會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他也是黑人、波多黎各人、西班牙人和亞洲人的立法核心小組 (Black, 

Puerto Rican, Hispanic & Asian Legislative Caucus) 成員，波多黎各裔/拉美裔工作組 

(Puerto Rican/Hispanic Task Force) 主席，以及人口研究與重新分配立法工作組 

(Legislative Task Force on 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Reapportionment) 副主席。克

雷斯波先生畢業於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已

婚，有兩個年幼的女兒。  

  
小威廉·托馬斯 (William Thompson, Jr.)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批准為金融管理

委員會 (Financial Control Board) 成員。托馬斯先生在成功管理美國一座最大城市的財務

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他因此對地方市政債券發行者的需求有獨特的見解。在擔任審計長

期間，托馬斯先生還擔任紐約市五家養老基金的託管人和投資顧問，在任期結束時，他管

理的投資組合總計超過 1,000 億美元。在這個職位上，托馬斯先生向紐約市的經濟適用

房和商業地產投資了數億美元。在任期內，托馬斯先生還與金融服務業的領導人合作，改

革了紐約證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的業務，並牽頭推動了紐約市創新的

銀行發展區 (innovative Banking Development District) 計畫。在擔任審計長之前，他曾

擔任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副區長、紐約市教育委員會 (New York City Board of 

Education) 成員和五屆主席。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托馬斯先生還擔任過公共財政部門

的高級副總裁。托馬斯先生畢業於塔夫斯大學 (Tufts University)。  

  
紐約州務卿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批准為金融

管理委員會成員。作為紐約州務卿，羅薩多州務卿會帶來深刻而豐富的經驗。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2 月 3 日任命州務卿羅薩多擔任該職務，並於 2016 年 6 月 15 日獲得紐約州參

議會一致通過。她的領導使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 成為州政府最具活力的機構之

一。州務卿羅薩多最為人所知的是她在《新聞報 (El Diario La Prensa)》擔任出版人兼執

行長的成功經歷，她在那裡工作了 18 年，管理超過 2,200 萬美元的年收入。2012 至 

2015 年，州務卿羅薩多還曾擔任紐新航港局董事。州務卿羅薩多加入葛謨州長的政府部

門之前，曾是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 的傑出講



 

 

師，自 2012 年以來一直是該學院的基金會理事會 (Foundation Board of Trustees) 成

員。州務卿羅薩多是土生土長的紐約人，在佩斯大學 (Pace University) 獲得新聞學學士

學位。  

  
凱利·卡明斯 (Kelly Cummings) 已經被葛謨州長提名，並得到參議會的確認，成為奧林

匹克地區發展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的成員，並將被任命為主

席。卡明斯女士目前擔任紐約州運營與基礎設施主任。此前，她曾擔任葛謨州長的高級顧

問和副幕僚長。在州長政府工作之前，她曾擔任參議會多數党的通訊主任。在這個職位

上，她負責參議會多數黨會議的整體溝通和新聞工作，並擔任參議會多數党領袖的首席發

言人。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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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明斯女士曾擔任參議會少數党政策發展主任，協助參議員及其工作人員制定、起草和宣

傳新的立法計畫。在此之前，卡明斯女士是參議員查理斯·福斯奇略 (Charles Fuschillo) 

的幕僚長，負責管理行動、制定立法、指導新聞和通訊。2002-2005 年，卡明斯女士還

擔任眾議會少數派 (Assembly Minority) 通訊主任和公共事務主任。她擁有圣勞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學士學位。  

  

參議員貝蒂·麗托 (Betty Little) 已被葛謨州長提名，並得到參議會的批准，成為奧林匹克

地區發展局 (Olympic Region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的一名成員。目前，她已經是第

九次擔任紐約州參議員，代表第 45 參議會選區 (Senate District) 的居民，該選區包括克

林頓郡 (Clinton)、埃塞克斯郡 (Essex)、佛蘭克林郡 (Franklin)、沃倫郡 (Warren) 以及聖

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和華盛頓郡 (Washington) 的部分地區。在 2002 年 11 月首次

當選州參議員之前，麗托參議員在紐約州議會任職了七年。曾經當過教師的麗托參議員很

高興成為參議會教育委員會 (Senate's Education Committee) 的少數党成員。她也在下列

委員會任職：文化、旅遊、公園和娛樂委員會 (Cultural Affairs, Tourism, Parks and 

Recreation)；環境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金融委員會 (Finance)；

健康委員會 (Health)；住房、建築和社區發展委員會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紐約市教育委員會 (New York City Education) 和規則委員會 

(Rules)。麗托參議員出生於格倫斯福爾斯市 (Glens Falls)，畢業於聖瑪麗學院 (St. 

Mary's Academy) 和聖羅斯學院 (College of Saint Rose)，並獲得基礎教育學位。她曾是

一名教師和房地產經紀人，現居住在昆斯伯裡鎮 (Queensbury)。麗托參議員是六個孩子

的母親，分別是伊莉莎白 (Elizabeth)、大衛 (David)、羅伯特 (Robert)、湯瑪斯 

(Thomas)、卡洛琳 (Carolyn) 和盧克 (Luke)，還是 18 個孩子引以為傲的祖母。  

  
準將米歇爾·納里塔 (Michel A. Natali) 被提升為紐約州陸軍國民警衛隊 (New York Army 

National Guard) 少將。在此之前，他曾擔任紐約國民警衛隊 (New York National Guard) 

第 53 警隊司令部的指揮官。2004 至 2005 年，納里塔少將還在伊拉克作戰，擔任第 42 

步兵師 (Infantry Division) 副情報官。他畢業於諾維奇大學 (Norwich University)，在馬里

斯特學院 (Marist College) 獲得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在美國陸軍戰爭學院 (U.S. Army War 

College) 獲得戰略研究碩士學位。  

  
紐約州索賠法庭 (New York State Court of Claims)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紐約州索賠法院：  

  
• 維羅妮卡 G. 胡默爾 (Veronica G. Hummel)  

• 查理斯 M. 特羅亞 (Charles M. Troia)  

• 艾德里安 N. 阿姆斯壯 (Adrian N. Armstrong)  

• 亞當 W. 西爾弗曼 (Adam W. Silverman)  

  
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ORDA)  

  
下列人員也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奧林匹克區域發展管理局：  

  
• 黛安·芒羅 (Diane Munro)  

• 艾利諾·塔特姆 (Elinor Tatum)  

• 湯瑪斯·基岡 (Thomas Keegan)  

  
紐約州少數族裔健康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Minority Health Council)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紐約州少數族裔健康委員會：  

  
• 恩戈齊·摩西 (Ngozi Moses)  

• 吉爾莫勒·查康 (Guillermo Chacon)  

• 拉瑞·布朗 (LaRay Brown)  

• 譚德·拉格羅尼 (Tandra LaGrone)  

• 麥加（桑塔納）米切爾 (Mecca (Santana) Mitchell)  

• 魯斯·福瑞迪·莫蘭諾 (Luis Freddy Molano) 博士  

• 黛安·霍爾特 (Diann Holt) 牧師  

• 海倫·阿特亞加·蘭達沃爾德 (Helen Arteaga Landaverde)  

  
紐約州行為健康服務諮詢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Advisory Council)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紐約州行為健康服務諮詢委員會：  

  
• 葛籣·利伯曼 (Glenn Liebman)  

• 查庫·馬泰 (Chacku Mathai)  

• 邁克爾·奧爾特 (Michael Orth)  

• 卡莉·胡思澤 (Carlee Hulsizer)  

• 布麗安娜·高爾 (Brianna Gower)  

• 黛布拉·潘廷 (Debra Pantin)  

• 伊恩·謝弗 (Ian Shaffer)  

• 由·吳 (Yiu Ng)  



 

 

• 戴維德·伍德羅克 (David Woodlock)  

• 克裡·惠蘭-米格里 (Kerry Whelan-Megley)  

• 派翠克·塞 (Patrick Seche)  

• 康斯坦絲·維勒 (Constance Wille)  

• 希爾達·羅薩里奧·埃舍爾 (Hilda Rosario Escher)  

  
紐約州橋樑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Bridge Authority)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紐約州橋樑管理局：  

  
• 盧·蘭扎 (Lou Lanza)  

• 米歇爾·歐布萊恩 (Michael O'Brien)  

• 依蘭·吉伯特 (IIan Gibert)  

• 約翰·麥克唐納 (Joan McDonald)  

• 亞歷山大·貝拉爾迪 (Alexander Berardi)  

• 瑪利亞·布魯尼 (Maria Bruni)  

• 科林·賈維斯 (Colin Jarvis)  

  
尼亞加拉邊境運輸管理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NFTA)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紐約州橋樑管理局：  

  
• 詹尼弗·珀西科 (Jennifer Persico)  

• 馬克·布魯 (Mark Blue) 教士  

• 史蒂芬·塔克 (Stephen Tucker)  

  
奧登斯堡橋樑與港口管理局 (Ogdensburg Bridge and Port Authority)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奧登斯堡橋樑與港口管理局：  

  
• 托尼·肯尼迪 (Toni Kennedy)  

• 詹尼弗·奎克-皮克曼 (Jennifer Quirk-Pickman)  

• 妮可·特米尼利 (Nicole Terminelli)  

• 梅根·惠頓 (Megan Whitton)  

• 弗農「山姆」伯恩斯 (Vernon "Sam" Burns)  

  
斯圖爾特機場委員會 (Stewart Airport Commission)  

  
下列人員由葛謨州長提名，並經參議會確認入職斯圖爾特機場委員會：  

  
• 羅傑·希金斯 (Roger Hig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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