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6 年  10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宣佈  43NORTH 競賽總決賽頒獎評選結果  

 
NBC 新聞  (NBC News) 前國會通訊員盧克·拉瑟特  (Luke Russert) 將主持百萬美元

總決賽和頒獎儀式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總決賽評委小組成員名單，評委將於  10 月  27 日在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負責評估 43North 競賽的前 10 名入圍者。評委們將

評選出獲得  43North 的 100 萬美元大獎的創業者、獲得二等獎  600,000 美元的創

業者或六個  500,000 美元三等獎創業者之一。NBC 新聞 (NBC News) 前國會通訊

員盧克·拉瑟特  (Luke Russert) 將在  10 月 27 日主持 43North 的百萬美元總決賽和

頒獎儀式。  

 

「43North 展露出了部分世界上最有創新力的企業家和他們的想法，同時還把紐約

西部地區定位為尖端科技相關的企業和公司的全球投資目的地。」葛謨州長說。

「我要感謝評委小組的成員，還有皇后市  (Queen City) 人民最愛戴的人盧克·拉瑟

特  (Luke Russert) ，他們付出了寶貴的時間和專門技術參與這項競賽並幫助確保水

牛城仍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城市。」  

 

43North 的總決賽評委將對以下兩個回合的比賽進行評分。公眾可以在  43north.org 

免費獲取比賽入場券。  

 

總決賽獎勵賽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8:30 到下午  1:00。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Buffalo 
 

10 名入圍者將展開角逐，爭奪  43North 的 8 項現金獎勵之一。  

 

總決賽百萬美元競賽和頒獎儀式  

10 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6 點到晚上  9 點。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Buffalo 
 

43North 的前三名入圍者將在台上展開現場決戰，依次奪取  100 萬美元大獎、
600,000 美元二等獎、或  43North 的  6 項 500,000 美元獎勵之一。  

 

http://43north.org/


此外，43North 宣佈 NBC 新聞  (NBC News) 前國會通訊員盧克·拉瑟特 (Luke 

Russert) 將主持晚間舉行的  43North 的百萬美元總決賽和頒獎儀式。拉瑟特  

(Russert) 是艾美獎 (Emmy Award) 的獲獎記者，他在美國國會大廈主持過的節目包

括《NBC Nightly News》、《Today》、《NBCNews.com》 和《MSNBC》 等，報導
內容與美國眾議院有關。紐約電力局委員會  (Power Authority Board) 主席約翰·科爾

梅爾  (John Koelmel) 將主持晚間舉行的活動。  

 

「我們既然有一大批素質一流的  43North 入圍者，所以擁有世界級的評委來提供深

入的見解和專業知識才是最合適的。」43North 董事會主席比爾·馬吉奧  (Bill 

Maggio) 說。「我也非常高興地迎接今年的比賽主持人盧克 ·拉瑟特  (Luke Russert)，

他將帶我們在  10 月 27 日的晚上體驗一場精彩有趣的比賽。」  

 

43North 總決賽評委和主持人名單：  

 
索拉亞·達拉比  (Soraya Darabi) 

@sorayadarabi | 聯合創立人  | Zady 

索拉亞·達拉比  (Soraya Darabi) 是網路誕生品牌以及下一代媒體公司的早期投資家

和顧問。她是任務驅動和風險支援型時尚品牌  Zady 的聯合創立人。索拉亞  

(Soraya) 的職業生涯開始於《紐約時代雜誌》  (The New York Times)  旗下的電子合

作和社交媒體部門的經理，她把自己定位為社交媒體界全球新聞領導者並創立了屢

獲殊榮的廣告推廣方案。她在《The Times》任職之後，她還曾擔當過一項綫上合
作服務品牌  drop.io（被  Facebook 收購）的產品經理。她還共同開發了一款手機應

用  Foodspotting，Apple 公司和《Wired Magazine》稱之為『年度最佳 App』。  拉

比  (Soraya Darabi) 是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成員、「年輕的全

球領袖」、紐約創業育成公司  (Techstars New York) 的良師益友。  

 

湯瑪士·林奇  (Thomas Lynch) 

總經理 | Goldman Sachs 

湯瑪士·林奇  (Thomas Lynch) 共同管理 Goldman Sachs 公司的紐約首要服務  

(Prime Services) 的銷售團隊，他在擔任  Global Prime Services 公司 Capital 

Introduction (資金引進) 團隊經理  9 年後才加入該團隊。他在  1995 年以  Equities 

Division 部門的財務分析師的身份加入  Goldman Sachs，並在  2003 年被提名為總

經理。在加入該公司之前，湯瑪士  (Thomas) 曾透過《美國教育計劃》(Teach for 

America) 擔任過紐約市公眾學校系統的老師。  

 

約翰  M. 馬克馬洪  (John M. MacMahon) 

創立人和執行長  | V2K Medical 

從工程師轉型為企業家，約翰  M. 馬克馬洪 (John M. MacMahon) 有著成功的企業

管理和改革經驗，他現在是資產超過  4 億美元公司的執行長和運營長。他目前擔

任兩家公司的管理職務：  V2K Medical 公司，生產製造基於導管的  AMI 和設備；

Moyarta 2, LLC 公司，一家受骨科整形靈感而設立的理療公司。  

 



安巴里什·米塔拉  (Ambarish Mitra) 

@rishmitra | 創立人和執行長  | Blippar 

安巴里什·米塔拉 (Ambarish Mitra) 是擴增實境和電腦視覺領域的先鋒。米塔拉  

(Mitra) 是的科技生涯開始於  1997 年，那時他高中輟學，成為了印度推崇婦女權利

的企業家。他是  Blippar 公司的執行長和聯合創立人，Blippar 是當今世界領先的視

覺探索瀏覽器和發展最迅速的擴增實境應用。在他的領導下，Blippar 從一個想法

變成了業界領袖，擁有  300 多名員工、13 家辦事處和  6000 多萬使用者。Blippar 

在  CNBC 的最具顛覆性的公司排名中位列第九，在  2016 年這一年，被  Bloomberg 

提名為「頂尖商業革新者」。  

 

艾瑞克·穆勒  (Erik Moore) 

@basevc | 創立人和總經理  | Base Ventures 

艾瑞克·穆勒  (Erik Moore) 是  Base Ventures 公司的創立人兼總經理。15 年來，穆

勒  (Moore) 白天是美林證券  (Merrill Lynch) 的證券交易員，晚上則是天使投資人的

身份。穆勒  (Moore) 最終意識到他想要做的是透過全身心投資年輕的企業來推動改

革。穆勒 (Moore) 為 Base Ventures 帶來了商業體驗、令人耳目一新的投資跟蹤記

錄、確保美好的想法能見到曙光的熱情、聯通戶外，讓夢想成真。他目前在  

Business Insider 公佈的科技界  25 大最具有影響力的非裔美國人排名榜中位列第十。  

 

馬修·瑞恩  (Matthew Ryan) 

全球首席戰略長  | Starbucks 

馬修·瑞恩 (Matthew Ryan) 是 Starbucks 公司的全球首席戰略長，他的職責包括長

期戰略企劃、判斷新的公司增長途徑、推動公司資料分析以及加強公司快速成長的

客戶關係管理。瑞恩  (Ryan) 服務於公司的運營領導小組，監督公司戰略如何成功

轉變為運營企劃。在此之前，瑞恩  (Ryan) 曾擔任過全球品牌  Franchise 的副總裁

以及  The Walt Disney Company 公司的客戶關係主管。目前，他服務於  Single Stop 

公司的諮詢委員會，該公司是一家致力於幫助家庭擺脫貧困的國家級非營利機構。  

 

翠西·薇羅莉  (Tracy Valorie) 

副總裁，總經理  | Bausch + Lomb Rx 和  Valeant Women’s Health 

翠西·薇羅莉  (Tracy Valorie) 從 2013 到現在一直擔任著美國醫藥公司  Bausch 

+Lomb 的副總裁和總經理的職位，最近於  2015 年  12 月接任了  Valeant 公司婦女

健康業務的職務。加入  Bausch + Lomb Rx (B+L) 公司之前，翠西  (Tracy) 曾是 

Pfizer 公司眼科期刊的廣告經理，負責全球的眼科期刊品牌的推廣以及中期系列服

務的開發以及長期戰略企劃。她  25 年多的藥品行業職業生涯涉及的職務範圍包括

探索科學、臨床開發、早期商業評估、市場推廣和戰略企劃。  

 

盧克·拉瑟特  (Luke Russert) ，主持人  

前美國國會通訊員  | NBC News 

2008 年 8 月至  2016 年 7 月期間，盧克·拉瑟特  (Luke Russert) 擔任《NBC News》
常駐華盛頓特區的通訊員。拉瑟特  (Russert) 是艾美獎  (Emmy Award) 的獲獎記者，



他常出現在主流節目《NBC Nightly News》、《Today》、《NBCNews.com》 和

《MSNBC》 上，在美國國會大廈報導與美國眾議院有關的內容。  

 

除了他的《NBC News》本職工作外，拉瑟特  (Russert) 還在一系列《MSNBC》節

目，諸如《The Daily Rundown with Chuck Todd》、《Way Too Early》、《Andrea 

Mitchell Reports》、《NOW with Alex Wagner》 和 《The Cycle》上擔任嘉賓主持人。
他還擔任過  NBC《Meet the Press》節目的討論小組成員。  拉瑟特 (Russert) 的還

報導過一些自然災害和災難相關節目，諸如《颶風古斯塔夫》 (Hurricanes Gustav)、

《颶風艾克和艾琳》 (Ike and Irene)、2011 年的美國東海岸地震以及波士頓爆炸案。  

 

2009 年  5 月，拉瑟特  (Russert) 榮獲富蘭克林皮爾斯大學  (Franklin Pierce 

University) 頒發的 「Fitzwater」獎，表彰他在公眾通訊工作中的領導能力。這個獎

項是為了表彰那些在公眾演說中做出的貢獻足以壯大民主精神的個人。拉瑟特  

(Russert) 畢業於波士頓大學  (Boston College)，是已故記者提姆·拉瑟特  (Tim 

Russert) 和《Vanity Fair》雜誌作家穆林·奧斯 (Maureen Orth) 之子。他常駐華盛頓

特區。 

 

43North 總決賽是為慶祝紐約州布法羅縣的創業家精神和革新精神而誕生的

「43North Week」活動的一個部分，比賽將從  10 月  20 日持續到  27 日。所有

《43North Week》活動的登記流程現在已在  43North.org 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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