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州長葛謨宣佈行政任命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其政府的多項新職務任命。  

  
「在這一政府作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重要之時，我很欣慰能歡迎這些具有奉獻精神且在

個人領域最傑出的人士能貢獻出自己豐 富的知識，從而協助把紐約建設得比從前更

好，」葛謨州長表示。「我僅代表紐約州人民感謝丹妮·利弗 (Dani Lever) 的傑出工作。

她對公共事業的貢獻和專業技能是無價的，她所做的工作為數百萬紐約民眾產生了長期影

響。我們會常常想念她，葛謨團隊的所有成員祝她在這一激動人心的新職位上一切順

利。」 

  
彼得·阿傑米安 (Peter Ajemian) 被升職為通訊部主任。他自 2018 年 11 月起擔任通訊部

高級副主任，在此之前他曾在交通部擔任通訊副主任。入職州長辦公室之前，他曾擔任州

參議員布拉德·霍爾曼 (Brad Hoylman) 的幕僚長。他也曾在一次州總檢察官的成功活動上

擔任發言人，並擔任一間咨詢公司馬拉松戰略 (Marathon Strategies) 的高級副總裁。任

職期間，他在華盛頓州 (Washington)、緬因州 (Maine)、馬里蘭州 (Maryland) 和明尼蘇

達州 (Minnesota) 針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一題舉行的四場成功的州投票表決活動中工作。他

畢業於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和新學院大學 (The New School)。  

  

彼得將接任丹妮·利弗，後者以新聞首席副秘書長的身份於 2014 年加入州長政府。 隨後

她任職新聞秘書，後升職為通訊主任。利弗女士將入職臉書網 (Facebook) 的戰略響應溝

通 (Strategic Response Communications) 團隊。  

  
史蒂芬 B. 希爾弗曼 (Stephen B. Silverman) 被任命為高級通訊顧問。史蒂夫最近以獨

立顧問的身份就克林頓總統及其政府的溝通記錄對克林頓基金會 (Clinton Foundation) 提

出建議，並協助成功創建了一個校友參與平台。他與阿菲亞基金會 (Afya Foundation) 合

作，透過對主要利益相關者開展有效的外延工作而提高公眾對該基金會人道主義援救工作

的意識。他曾在彭博 (Bloomberg) 2020 年的競選會政治團隊中擔任戰略顧問，其工作職

責主要是優化競選活動的全國聯合主席的政府參與度和公眾支持。希爾弗曼先生先前曾任

副主席和變動管理執行長，再之前他在聯邦儲備銀行 (Federal Reserve Bank) 擔任副主

席和首席信息官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 的辦公室主任。希爾弗曼先生於 1993-

1998 年間為花旗集團 (Citigroup) 的客戶商業領導了全球的公私溝通工作，希爾弗曼先生

曾在克林頓總統執政期間在白宮 (White House) 為總統和內閣副秘書擔任副助理，在此他



 

 

制定和實施的溝通項目透過內閣和次內閣組織的公共參與工作加強了總統的核心訊息。他

還曾任政府災難響應工作的領導，並在組織公共活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些活動包括 

1996 年的亞特蘭大奧運會 (Atlanta Olympic Games)、總統美國未來峰會 (President's 

Summit for America's Future)、美國正式參加伊扎克·拉賓 (Yitzhak Rabin) 總統的葬禮活

動，以及總統和中西部州長為響應密西西比河 (Mississippi River) 的洪災而張開的洪水峰

會。希爾弗曼先生從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和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學士學位。  

  
馬其他·桑德斯 (Marquita Sanders) 被任命為調度和運營部助理秘書。她工作的大部分都

是在奧巴馬-拜登 (Obama-Biden) 政府期間制定《平價保健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當時她在政府間事務辦公室 (Off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Affairs) 的外部事務處

擔任副主任，在美國住房與城市發展部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擔任健康項目的高級顧問。她在為科里·布克 (Cory Booker) 參議員的總統

競選擔任全國調度與進步主任後就來到了紐約。桑德斯在全國從事政府競選活動方面已有 

10 年的經驗，如 2013 年就任委員會 2013 (2013 Inaugural Committee) 和 2012 年民主

會議 (2012 Democratic Convention)。 桑德斯從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獲得犯罪學和犯罪司法學學士學位。 

理查德·貝克 (Richard Becker) 醫學博士被任命為衛生與公眾服務副秘書。貝克博士先前

曾任先前在托尼考弗合作夥伴公司 (ToneyKorf Partners) 擔任高級管理主任，該公司是負

責戰略咨詢和過渡管理的公司，主要負責複雜和貧困的醫療保健情形。理查德在加入托尼

考弗合作夥伴公司之前曾領導布魯克林醫院中心 (Brooklyn Hospital Center) 的臨床、運

營和財政重整工作，該中心擁有 464 個床位，是位於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家具有安全保障

的教學醫院。他在這裡擔任院長和首席執行官，重建了該醫療中心對臨床和傑出學術的承

諾，也加強了其在紐約地區的聲望，同時還構建了一套包括醫生和社區機構在內的強健醫

療保健網路。理查德先前曾在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的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ospital) 擔任首席執行官和醫學主任，他也在這裡因引

領全面臨床和財政的重整工作而受到稱讚。理查德在喬治華盛頓大學醫療中心任職期間，

他曾在麻醉學和急救醫學部擔任副教授，並活躍在患者護理、研究和教學工作崗位上。他

最近的經驗包括透過合作關係提供戰略咨詢和盡職服務，從而協助有工作使命的醫療保健

機構實現持續轉型。理查德在弗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藝術和科學學院獲得

文學學士，從弗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從喬治華盛頓大學商學院獲得工商

管理碩士學位。 

  
珍妮弗·倫塔司 (Jennifer Rentas) 被任命為衛生與公眾服務助理秘書。她從 2012 年起在

特殊外科手術醫院 (Hospital for Special Surgery, HSS) 擔任多個職位，最近的職位是高

級副主席和辦公室主任。她領導特殊外科手術醫院在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危機期間

開展了「重返新常態 (Return to new Normal)」工作，其中包括評估臨床實踐和政策、修

改患者護理操作、在機構內進行溝通和為潛在的再次爆發做準備，從而確保患者、員工和

社區安全。她在特殊外科手術醫院任職之前曾在亨利 J. 凱瑟家庭基金會 (Henry J.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中擔任高級政府分析師，也在紐約-長老教會醫院 (New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 和聖巴納巴斯醫療中心 (Saint Barnabas Medical Center) 就職。



 

 

倫塔司女士從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獲得學士學位、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和商業行

政碩士學位。  

  
朱麗薩·古鐵雷斯 (Julissa Gutierrez) 被任命為首席多元官。古鐵雷斯女士先前在州長的

選民事務部擔任副主任。古鐵雷斯女士在此之前曾在全國拉丁推選和任命官員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tino Elected and Appointed Officials, NALEO) 教育基金會擔

任數職，包括全國項目和社區關係主任，以及公民參與度東北區主任。她曾在紐約市青年

與社區發展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Youth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為局

長擔任特別助理，與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建立了長期關係，她從高中

起就在該聯盟的項目中擔任職務或參與其中。古鐵雷斯女士是新移民社區賦權 (New 

Immigrants Community Empowerment) 董事會主席，也是皇后區公共圖書館 (Queens 

Public Library) 董事會成員。古鐵雷斯女士從特拉華大學 (University of Delaware) 獲得學

士學位，從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獲得文學碩士。 

  
勞拉·蒙特羅斯 (Laura Montross) 被任命為政策與事務支持部通訊副主任。蒙特羅斯女士

最近在麥可·彭博的 2020 年總統競選活動中擔任婦女外展主任，在此之前曾在紐約的一家

公共事務和通訊公司，即基威特 (Kivvit) 擔任總裁。蒙特羅斯女士在此之前兩次獲得馬德

里 (Madrid) 西班牙教育部長研究生獎金。蒙特羅斯女士從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獲得大都市研究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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