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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對以色列開展經濟建設與聯合訪問期間成立紐約州 -以色列委員會   

(NEW YORK-ISRAEL COMMISSION) 

 

22 人小組將探索新機會以強化紐約州與以色列的經濟文化關係  

 

該計畫將擴展貿易並鞏固紐約州與以色列的關係  

 

讓紐約州和以色列執法機構合作分享反恐工作的最佳實踐方法  

 

支持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與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各學院開展學術研究交流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設立『紐約州-以色列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構

建框架以強化紐約州與以色列的經濟文化關係。摩特 ·祖克曼 (Mort Zuckerman) 將

擔任 22 人委員會的名譽主席，艾倫 ·費金  (Allen Faigin)、馬爾科姆·霍恩雷恩  

(Malcolm Hoenlein)、琳達·米瑞斯 (Linda Mirels)、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將擔任副主席。州長在對以色列做經濟建設與聯合訪問期間宣佈此公告，此前在大

衛王酒店 (King David Hotel) 會見了耶路撒冷市長尼爾·巴卡特 (Nir Barkat) 和主要跨

國企業領袖。  

 

「紐約州和以色列始終保持深厚的文化、社會和經濟關係，我很自豪雙方共同努力

把合作關係建設得比以往更牢固，」葛謨州長表示。「這些人將幫助繼續強化我們

與耶路撒冷社區的關係，並重申我們對以色列的承諾，我期待見證該合作關係產生

的效益在未來幾年覆蓋整個紐約州和整個世界。」  

 

副主席馬爾科姆·霍恩雷恩  (Malcolm Hoenlein) 表示，「我很高興擔任葛謨州長的

紐約州-以色列委員會副主席。這次出訪是探索新持續發展途徑和擴大紐約州與以

色列牢固關係邁出的重要一步。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對猶太社區展現出堅

定的承諾，該計畫將持續鞏固我們雙方的文化經濟關係，並確保雙方將以良好態勢



共同面向未來發展。」  

 

副主席琳達·米瑞斯 (Linda Mirels) 表示，「紐約州和以色列不止是重要的經濟合

作夥伴，還保有跨越國境的關係。紐約州 -以色列委員會將合作加強雙方關係、尋

找新途徑實現經濟增長、增加文化交流並確保雙方最優秀、最出類拔萃的人繼續推

進尖端研究和技術。感謝葛謨州長多年來與我們堅定合作，並期待為下一代以色列

民眾和紐約民眾推動新增長和機會。」  

 

副主席艾倫·費金 (Allen Faigin) 表示，「從進出口到就業，紐約州與以色列的牢固

關係對雙方經濟產生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透過設立紐約州 -以色列委員會，

葛謨州長再次設法進一步強化雙方經濟關係來為兩個全球巨頭帶來成果。我感謝州

長在這個亟需的時刻發揮領導作用，並期待合作造福於我們的社區並為國際合作樹

立全球榜樣。」  

 

紐約州-以色列委員會  

 

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摩特·祖克曼 (Mort Zuckerman)（名譽主席），曾擔任波士頓物業  (Boston 

Properties) 首席執行官、《紐約每日新聞  (New York Daily News)》和《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道  (New York Daily News and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所有者與出版人  

  艾倫·費金 (Allen Faigin)（副主席），美國猶太正教聯盟  (Orthodox Union) 

執行副主席  

  馬爾科姆·霍恩雷恩  (Malcolm Hoenlein)（副主席），主要猶太組織主席大會  

(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Jewish Organizations) 首席執行官  

  琳達·米瑞斯 (Linda Mirels)（副主席），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  (UJA 

Federation of New York) 前任主席  

  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副主席），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

首席執行官兼廳長  

  斯圖爾特·阿帕爾鮑姆  (Stuart Appelbaum)，零售、批發與百貨商店工會  

(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RWDSU) 主席兼猶太勞工委

員會 (Jewish Labor Committee) 主席 

  傑克·本海姆 (Jack Bendheim)，理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主席兼輝寶動物

保健公司 (Phibro Animal Health)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薩拉·柏曼 (Sara Berman)，希伯來語言學院特許學校  (Hebrew Language 

Academy Charter School) 創始人兼董事會主席  

  鮑勃·柯恩 (Bob Cohen)，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merican-Israeli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 主席 

  艾麗莎·多特洛夫  (Alisa Doctoroff)，紐約猶太社區聯合會前任主席  



  亞博·福克斯曼 (Abe Foxman)，反誹謗聯盟  (Anti-Defamation League) 國家名

譽退休理事兼猶太遺址博物館  (Museum of Jewish Heritage) 副館長  

  理查德·喬伊 (Richard Joel)，葉史瓦大學 (Yeshiva University) 校長  

  喬治·柯恩 (George Klein)，猶太遺址博物館副主席  

  邁克爾·米勒 (Michael Miller)，紐約州猶太社區關係委員會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of New York) 首席執行官  

  喬伊·珀塔斯尼克  (Joe Potasnik)，紐約州拉比委員會  (New York Board of 

Rabbis) 執行副會長  

  伯頓·雷斯尼克 (Burton Resnick)，傑克·瑞斯尼克父子有限公司  (Jack 

Resnick & Sons, Inc.)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以色列債券發展公司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or State of Israel Bonds) 理事會名譽退休主席  

  比爾·魯丁 (Bill Rudin)，改善紐約協會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 主

席 

  傑弗里·理查德 (Jeffrey Richard)，美國科技理工學院學會  (American 

Technion Society) 執行理事  

  查爾斯•泰美爾  (Charles Temel)，UBS 金融服務公司  (UBS Financial 

Services) 高級副總裁兼紐約州猶太社區關係協會  (Jewish Community 

Relations Council, New York) 會長  

  蘭迪·維恩加爾騰  (Randi Weingarten)，美國教師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主席兼猶太勞工委員會秘書  

  索爾·韋迪格 (Sol Werdiger)，Outerwear 公司首席執行官兼以色列正教組織  

(Agudath Israel) 主席 

  霍華德·朱克 (Howard Zucker)，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部長 

紐約州-以色列委員會將設法促進和創造機會用來設立新計畫和經濟合作，以慶祝

紐約州與猶太社區的關係。委員會成員將負責提出計畫以制定項目，並開展教育文

化交流以滿足下文概述的目標，從而鞏固紐約州與以色列在多個重要領域的合作關

係。  

 

經濟與貿易  

以色列是全球教育領域的領導者，擁有全球一些最具創新力且快速增長的企業。根

據彭博創新指數  (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以色列目前在全球最具創新力的國

家榜單上排名第五，其高科技產業在  2015 年吸引了  44.3 億美元投資。  

 

以色列也是紐約州的重要貿易夥伴，是紐約州產品第五大出口市場。2016 年，紐

約州出口至以色列的商品創造了價值  48.9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紐約州出口至以色

列的主要產品有貴金屬和寶石，包括鑽石、飛機部件、工業設備、電氣設備。紐約

州從以色列進口的商品主要有貴金屬和寶石、醫藥產品、電氣設備，例如電視器材

和塑料。  

 



基於紐約州和以色列的這些牢固經濟關係，委員會將繼續擴大在紐約州的貿易並促

進投資。為鼓勵以色列公司在帝國州  (Empire State) 投資，委員會將帶頭開展路演

以探索紐約州能夠提供的一切。委員會還將組織美國 -以色列商業峰會，以促進兩

國的投資機會。此外，為推進研究和共享最佳實踐方法，委員會將主持召開產業圓

桌會議以討論諸如科技、網絡安全以及醫療保健領域面臨的問題和機會。  

 

安全  

紐約州和以色列面臨著類似的安全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威脅。委員會將支持各種機

會供雙方政府分析最佳實踐辦法並學習對方的經驗。委員會為紐約州執法機構與其

以色列合作夥伴建立聯繫，將幫助紐約州向反恐領域的一家全球領袖合作。此外，

委員會可以支持開展部門與反猶太主義對話，以確保雙方政府竭盡所能打擊狹隘和

仇恨犯罪。  

 

教育  

紐約州和以色列擁有全球最好的幾家研究所，這些機構提供潛在機會以分享觀點並

推進尖端研究。委員會將支持紐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各學院和以色列大學的

教授和學生開展學術交流並推進研究合作。委員會將與諸位夥伴合作，支持高等院

校學生開展教育交流，從而使之接觸到新觀點並開闊眼界。為了給應屆畢業生創造

機會，委員會將給紐約州和以色列的學生練習海外實習機會。  

 

文化  

紐約州和以色列保有跨越國界的密切文化關係。委員會與參加兩國交流的夥伴合

作，將帶頭為以色列和紐約州學生創造文化交流機會，使之了解彼此豐富的文化遺

產。委員會還將支持獎學金計畫，供以色列學生和未來領導者造訪紐約州並結識各

行各業的紐約州傑出民眾。為祝賀以色列食品產業在紐約州迅速發展，委員會將舉

辦以色列食品節，並攜手『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匯聚烹飪以色列美食的國內

外名廚。  

 

『全球紐約  (Global NY)』簡介  

2014 年，葛謨州長設立『全球紐約』計畫來為期待在紐約州投資的外國企業以及

想把產品出口至全球的當地企業提供一站式採購機會。『全球紐約』計畫目前在以

色列設有一處貿易辦事處。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與其以色列合作夥伴保持密切聯繫，從而與駐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色列經濟代表團  (Israel Economic Mission) 以及與美國-以色列商會  

(America-Israel Chamber of Commerce) 合作。此類交流有助於提升紐約州企業在以

色列市場上的利益、加強紐約州和以色列企業及機構的合作，並幫助推動諸如納米

技術、替代能源、生物技術等特定互惠領域的各類計畫。  

 

過去兩年以來，州政府組織了下列貿易代表團出訪紐約州和以色列：  

 



2015 年，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在以色列鑽石中心  (Israel Diamond Center) 國際鑽石週 

(International Diamond Week) 支持紐約州  15 家鑽石和珠寶企業。參展者報告稱參

加這次展會使其出口銷售額增加了  32 億美元，出口銷售額在接下來兩年預計將增

加 24 億美元。  

 

2016 年 2 月和 2017 年 2 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透過布魯克林商會  (Brooklyn 

Chamber of Commerce) 每次支持  10 家企業參加商務代表團出訪以色列。參展者的

個人會晤帶來了  180 萬美元的出口銷售額。  

 

州長設立的紐約州-以色列委員會將鞏固這些成果以及紐約州與以色列企業之間的

其他經濟與教育合作，並拓展『全球紐約』計畫的範圍。  

 

葛謨州長對以色列做經濟建設與聯合訪問  

州長在對以色列做經濟建設與聯合訪問期間設立委員會。這次出訪旨在鞏固與以色

列的經濟關係，並支持州長透過『全球紐約』計畫為創造新就業和吸引更多跨國企

業在紐約州投資而開展的各項工作。出訪鞏固了紐約州和以色列的歷史關係，是紐

約州持續打擊反猶太主義工作的內容。州長於  3 月 4 日，週六出訪以色列，將於  

3 月 6 日，週一返回。更多關於州長行程的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http://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itinerary-economic-development-and-unity-trip-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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