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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任命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主席和董事會成員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任命拿騷郡 (Nassau County)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新主
席帕特里克 J. 福伊 (Patrick J. Foye) 及董事會四名新成員。州長關於改革和資助紐
約大都會運輸署的提案包括為解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責任分散問題而採取
的調整任命的措施，以確保所有條款與推選任命官員的任期相匹配。皇后郡的
(Queens County) 的希爾達·米哈爾提斯 (Haeda Mihaltses) 和金斯郡 (Kings County)
的邁克爾·林頓 (Michael Lynton) 將受葛謨州長任命而上任。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的朗達·赫曼 (Rhonda Herman)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的凱文·勞 (Kevin Law) 分別由韋斯切斯特郡和薩福克郡推薦。
「如果沒有一個能夠改革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官僚主義的全面計畫，我不會承諾通
過項預算案，」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需要一個可以監管交通系統
的董事會，從而能為駕駛員提供更好的服務。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改革計畫中的這
一關鍵環節將保障紐約民眾應享有的無與倫比的責任。感 謝友好的人員提供的服
務，以及他們對改善我們州交通網絡所做出的承諾。」
帕特里克 J. 福伊
福伊先生於 2017 年 8 月被提名為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主席，他帶頭開展了重要的
創新和現代化改革項目，並對部門的日常管理工作進行了支持。在此之前，他於
2010 至 2012 年間擔任紐約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成員。 在加入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之前，福伊先生於 2011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間領導了的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長達 6 年時間，在此期間他還擔任航港局哈
德遜河捷運 (Port Authority Trans-Hudson, PATH) 主席。他在航港局管理著兩個州
部門的日常運營工作，並對部門長達 10 年耗資 322 億美元的《資本計畫 (Capital
Plan)》發展方向予以指示，同時還對國內最重要的 P3 事務進行監管，其中包括
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的重建和新建高堡橋 (Goethals Bridge) 等工作。
2011 年 2 月至 2011 年 11 月期間，福伊先生還擔任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經濟發
展副秘書長，管理經濟復甦、投資和就業創造項目，並監管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在此之前，福伊先生是世達律師事務所

(Skadden Arps) 的兼併收購合夥人，以及該事務所在布魯塞爾 (Brussels)、布達佩
斯 (Budapest) 和莫斯科 (Moscow) 的管理合夥人。
希爾達 B. 米哈爾提斯
米哈爾提斯女士目前是紐約大都會棒球隊 (New York Mets) 的外部事務副主席，
她於 2014 年加入該機構。她是該球隊與市、州和聯邦官員聯繫的主要聯絡人，
並對社區相關人員的關係維繫進行監管。在此之前，米哈爾提斯女士在邁克爾 R.
布魯姆伯格 (Michael R. Bloomberg) 市長的政府中擔任了 12 年的政府間事務主
任。在加入市長辦公室之前，希爾達在紐約市議會 (New York City Council) 財政局
(Finance Division) 為前發言人彼得 F. 瓦壟 (Peter F. Vallone) 工作，後成為市議會
第一位女性財政主任。擔任這一職位期間，她帶領開展了紐約市議會和市長辦公
室之間的預算談判工作。
邁克爾·林頓
林頓先生目前擔任色拉布公司 (Snap, Inc.)、華納音樂集團 (Warner Music
Group.)、培生集團 (Pearson, PLC.) 和阿瑞斯管理公司 (Ares Management, L.P)
的董事會成員。他於 2012 年 4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間擔任索尼娛樂 (Sony
Entertainment) 的首席執行官，負責對索尼公司的全 球娛樂業務進行監管，包括索
尼音樂娛樂公司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索尼/ATV 音樂出版公司 (Sony/ATV
Music Publishing) 和索尼聲像娛樂公司 (Sony Pictures Entertainment)。邁克爾還從
2004 年 1 月起擔任索尼聲像娛樂公司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在加入索尼聲像公司
之前，他為時代華納公司 (Time Warner) 工作，並擔任美國在線歐洲公司 (AOL
Europe) 的首席執行官、美國在線國際公司 (AOL International) 的主席和時代華納
國際公司 (Time Warner International) 的主席。在此之前他擔任培生集團旗下企鵝
集團 (Penguin Group) 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負責收購了帕特南公司 (Putnam, Inc.)
並將企鵝公司的品牌延伸到音樂和互聯網行業。
朗達·赫曼
赫曼女士自 2008 年為大都會北方鐵路通勤委員會 (Metro-North Railroad Commuter
Council) 工作。目前她在國內收入署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工作，曾在信息系
統局 (Information Systems)、小企業自僱局 (Small Business Self Employed) 和工資
及投資局 (Wage & Investment Division) 中多個管理崗位擔任職位。她曾擔任女童
子軍 (Girl Scout) 領導長達 12 年，也是白原市高中家長教師聯誼會 (White Plains
High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White Plains HS PTA) 的聯席主席。目前她
是《高級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認可項目 (Senior PTA Scholarship Recognition
Program)》的副主席。
凱文·勞
勞先生自 2010 年 9 月起在長島協會 (Long Island Association) 中擔任主席和首席
執行官，該協會是紐約州最受尊重的商業組織。在此之前，勞先生是長島電力局

(Long Island Power Authority, LIPA) 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該部門是全國第二大的
公用事業部門，用戶超過 110 萬人。2011 年，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任命勞先生為
長島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Long Isl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
副主席，該委員會在該地區引領經濟發展項目的開展。在此之前，勞先生是尼克
松皮博迪律師事務所 (Nixon Peabody LLP) 長島辦公室的管理合夥人。勞先生同時
為州長的「建設紐約市 (Fix NYC)」資訊小組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交通在建委員會
(Transportation Reinvention Commission)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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