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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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為平等權利和機遇而鬥爭，到增強經濟實力，到在未來行業領域中創造成千上
萬的新就業機會，本屆政府正不遺餘力地奮鬥，並將繼續努力改善全體紐約民眾的
生活，」州長葛謨表示。「我要隆重歡迎這些才華橫溢的公務員們到新的崗位上
就職，我們將在過去八年間已經取得的卓越成就的基礎上共同努力，為全體民眾構
建一個更加強大、更加公平和更加繁榮的紐約州。」
林賽·波蘭 (Lindsey Boylan) 現被任命為經濟發展副署長和州長特別顧問。她此前
擔任首席幕僚長間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的執行副
總裁。在加入本機構前，林賽曾在市政財務部任職多年，最終擔任加拿大皇家銀行
資本市場部 (RBC Capital Markets) 副總裁。此前，她曾為紐約市三個相互聯繫的商
業改進區域擔任指導運營和商業開發執行人員。這種公共 -私營部門的合作關係也
被稱為中城 (Midtown) 久負盛名的「布萊恩特公園 (Bryant Park)」的修復專案。林
賽還曾為著名的城市規劃家亞歷山大 ·嘉文 (Alexander Garvin) 供職，專門負責田納
西州孟菲斯市 (Memphis, Tennessee) 境內一所佔地面積達 4,500 英畝的公園的總
體規劃和管理程式。她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並持有韋爾斯利學院 (Wellesley College) 政治科學文學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Arts，
B.A.)，在該學院就讀期間還曾被選為學生會主席。
邁克爾·施密特 (Michael Schmidt) 現被任命為州長高級經濟顧問。施密特先生最近
曾擔任經濟發展副署長，負責監管十二間州政府機構和權威部門的政策和運營，
包括：紐約州經濟發展廳、財政稅務廳 (Department of Taxation and Finance)、紐約
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Division of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和州務院
(Department of State)。此前，施密特先生曾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擔任希拉蕊·
克林頓 (Hillary Clinton) 的經濟政策顧問，帶頭制定了克林頓國務卿在金融規章、
貿易、基礎設施、住房、小型企業和經濟開發等領域的議程。他還曾供職於美國財

政部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國內金融辦公室 (Office of Domestic
Finance)，並曾擔任耶魯大學投資辦公室 (Yale Investments Office) 的高級金融分析
師。他擁有耶魯大學 (Yale)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Juris Doctor，J.D.) 和學士學位
(B.A.)。
扎克利·瑙伯 (Zackary Knaub) 現已被任命為州長首席助理法律顧問。瑙伯先生此
前擔任州長助理法律顧問，負責處理能源和環境事務。加入行政辦公室前，瑙伯先
生曾擔任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的地區律師，負責
管理該部門位於哈德遜河谷 (Hudson River Valley) 下游地帶的法律事務。在進入州
政府任職之前，他曾擔任專攻商業和環境訴訟律師事務所沙蘭斯基法律集團
(Shlansky Law Group) 的一名合夥人，也曾在貝弗里 奇和代爾蒙律師事務所
(Beveridge & Diamond, P.C.) 紐約市辦公室任職。 他的法律職業生涯始於在第二巡
迴法庭美國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cond Circuit) 內擔任
自辯律師和動議法官助理。 他以優等成績畢業於卡多佐法學院 (Cardozo Law
School)，持有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碩士學位 (Master of Arts，
M.A.)、愛荷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優等成績畢業學士學位 (B.A.)。
卡洛琳·波蔻爾尼 (Carolyn Pokorny) 現已被任命為公共誠信特別顧問。她最近擔
任道德、風險、合規首席特別法律顧問。此前，她曾擔任美國司法部 (U.S.
Attorney General) 部長羅雷塔 E. 林奇 (Loretta E. Lynch) 的行政副主任兼法律顧
問。她此前花費將近十五年時間在位於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美國檢察官辦公
室 (U.S. Attorney’s Office) 工作，她在該辦公室擔任多個領導職務，包括刑事科
(Criminal Division) 副主任。她曾獲得美國司法部授予的傑出服務獎，以及聯邦執法
基金會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Foundation) 授予的年度聯邦檢察官獎。波蔻爾尼
(Pokorny) 女士在布朗克斯地區檢察官辦公室 (Bronx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開始
其檢察官生涯，然後在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擔任美國聯邦法官亞瑟 D. 斯巴特
(Arthur D. Spatt) 的書記員。她擁有紐約大 學 (New York University) 授予的文學士學
位，布魯克林法學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授予的法學博士學位。
卡米爾·約瑟夫·發拉克 (Camille Joseph Varlack) 現被任命為州行動署 (State
Operations) 副署長。2017 年間，她被任命為紐約州首席風險官和特別顧問，並將
繼續擔任這些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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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Y) at Buffalo) 學士學位、布魯克林
法學院 (Brooklyn Law School) 法學博士學位。
吉安卡洛·佩雷葛利尼 (Giancarlo Pellegrini) 現已被任命為州長法律顧問助理。
佩雷葛利尼先生最近曾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ashington, D.C.) 的席德利奧斯汀

律師事務所 (Sidley Austin LLP) 擔任律師，且在此前曾擔任州長法律顧問辦公室的
帝國州研究員。 佩雷葛利尼先生持有哈佛大學法學院 (Harvard Law School) 的法學
博士學位和里海大學 (Lehigh University) 的學士學位。
安德魯·陳·沃琳斯基 (Andrew Chan Wolinsky) 現已被任命為公共誠信特別顧問助
理。此前，他曾擔任蘇利文和克隆維爾律師事務 所 (Sullivan & Cromwell LLP) 和戴
維斯、波爾克和沃德維爾律師事務所 (Davis Polk & Wardwell LLP) 訴訟部門的律
師。擔任律師期間，他主要關注白領犯罪辯護、規章執法訴訟和內部調查等事務。
他還曾為第三巡迴法庭美國上訴法院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Third
Circuit) 法官簡 R. 羅斯 (Jane R. Roth) 擔任法官助理，並曾為紐約南區的美國地區
法院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的首席法官洛
瑞塔 A. 普雷斯卡 (Loretta A. Preska) 擔任法官助理。沃林斯基先生持有福坦莫大學
法學院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的法學博士學位，以及塔夫斯大學 (Tufts
University) 授予的學士學位。
愛貝加爾·貝克納普·賽德納 (Abigail Belknap Seidner) 現已被任命為行政辦公室公
共誠信特別法律顧問助理。在加入公職前，賽德納女士的法律職業生涯始於庫爾利
律師事務所 (Cooley LLP)，除了自己的私人訴訟律師業務以外，她還充當多位客戶
的無償代理律師。賽德納女士此前曾擔任紐約南區和東區美國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和
紐約公民自由聯盟 (New York Civil Liberties Union) 的法律實習生。 賽德納女士持有
波莫納學院 (Pomona College) 的學士學位和紐約大學法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的法學博士學位。
邁克爾·多內根 (Michael Donegan) 現已被任命為保護特殊需求族群司法中心
(Justice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的總法律顧問。 多內
根先生自 2013 年 8 月以來一直在這間司法中心中任職，他曾被任命為員工紀律部
首位主管，負責監督在紀律仲裁案件中代表州監督機構的一批律師。 加入司法中
心之前，多內根先生曾在州懲教委員會 (State Commission of Correction) 中擔任了
16 年的總法律顧問。 他畢業於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 (SUNY Albany) 和霍夫
斯特拉大學法學院 (Hofstr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馬克·諾西 (Mark Noordsy) 現已被任命為精神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Mental Health，
OMH) 的總法律顧問和副主管。最近，他曾擔任精神健康辦公室 (OMH) 的訴訟副
法律顧問。此前，他在結束了 28 年的私人執業生涯後，曾在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和醫療補助監察長辦公室 (Office of the Medicaid
Inspector General) 中任職。諾西先生曾以優異成績畢業於聖勞倫斯大學 (St.
Lawrence University)，獲得學士學位；並曾以優異成績從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畢業，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凱倫·敏徹 (Karen Mintzer) 現已被任命為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的總法律顧
問。敏徹女士從紐約州環境保護局調入紐約公園辦公室，充當一名地區律師 ——第
2 區（即紐約市）的總法律顧問。 此外，她還曾開展私人執業，最近曾作為克拉
默、勒雯、納夫塔利斯和弗蘭克爾律師事務所 (Kramer Levin Naftalis & Frankel) 的
一名特別顧問。 她持有拉法耶特學院 (Lafayette College) 的學士學位和喬治城大學
法律中心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的法學博士學位。
蘇米特·蘇德 (Sumit Sud)，被任命為道德、風險和合規副首席特別法律顧問。
在這個新的職務中，蘇德先生將協調各州政府機構和權威部門在道德、風險和合規
領域的州政府專案，並與公共誠信特別顧問和紐約州首席風險官一起展開合
作。 他將繼續擔任這一職務，同時繼續完成此前的任命職務，即繼續充當紐約州
保險基金 (New York State Insurance Fund) 主管和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的特別法律顧問。在加入州政府前，蘇德先生曾充當紐
約市法務部 (New York City Law Department) 的高級法律顧問，任職長達近 10
年。 他持有俄亥俄州 (Ohio) 凯斯西储大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法學
博士學位和西雅圖市 (Seattle) 華盛頓大學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理科學士學
位 (Bachelor of Scienc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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