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設立農業貸款基金計畫  (AGRICULTURE LOAN FUND PROGRAM)  

  

這項新貸款計畫用於幫助紐約州小型農商企業擴張和發展   

  

利用第三方貸款機構提供  1,000 萬美元資金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就業發展局  (New York Job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JDA) 將設立農業貸款基金計畫，用於解決紐約州多位小型農商企業

主面臨的經濟障礙並幫助減少這些障礙。紐約就業發展局提供  1,000 萬美元資

金，這些資金將由第三方貸款機構作為低息貸款分配。  

  

「農業仍是紐約州經濟的重要內容，我們利用這筆資金提供必要的資源用於鞏固

該產業並加以發展，」州長葛謨表示。「該計畫將清除障礙，並為新農商企業主

提供需要的支持，用於在紐約州蓬勃發展。」   

  

「紐約州致力於繼續支持其農業產業並發展該產業。該計畫將幫助數萬個每天為

紐約州家庭提供食物的小企業主，」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紐約州很自豪利用『品嘗紐約  (Taste NY)』計畫和新營銷計畫宣傳其辛勤勞作

的農民，從而為小型農商企業主增加銷量並擴充資源。」   

  

八家參與農業貸款基金計畫的貸款機構將為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  5 萬至  20 萬美

元的貸款。  符合條件的企業包括但不限於增值加工企業、食品銷售企業、食品調

查企業、精釀飲料生產企業、加入食品中心  (Food Hub) 的企業。這些項目可能包

括收購和/或改造土地或建築、採購機械設備、利用營運資金支持紐約州農業產

業。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小企業對紐約州的經濟至關重要，並僱用紐



約州私人部門半數以上的勞動力。這項新貸款計畫將支持各類項目，這些項目用

於幫助小農商企業發展並擴大業務，與此同時在紐約州創造就業並維持就業。」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保爾  (Richard Ball) 表示，「我們有眾

多才華橫溢的小企業主憑著不可思議的新穎產品在紐約州推動農業復興。我們很

自豪宣傳這些企業主的辛勤工作，並利用『品嘗紐約』營銷計畫增加全州  1,100 

多家地方企業的銷售量。如今利用這筆新貸款，這些企業獲得了額外的資源，  

用於幫助把企業提升到更高層次，從而進一步支持全州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   

  

獲得批准的貸款機構包括：  

  

全州   

· 紐約州商業發展公司  (New York Busines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紐約州南部地區企業發展機構有限公司  (Southern Tie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nc., STEDO)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珀斯通企業發展公司  (Pathston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特拉華郡地區發展公司  (Delaware County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 REDEC 轉融資公司 (REDEC Relending Corporation)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 哈德遜谷農商企業發展公司  (Hudson Valley AgriBusines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麥可山谷復興公司  (Mohawk Valley Rehabilitation Corporation)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局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the North Country)  

  

申請方應直接聯繫貸款機構。要了解更多與紐約就業發展局農業貸款計畫相關的

資訊，請致電  212-803-3219。  

  

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局地區發展理事米歇爾 ·卡波尼  (Michelle Capone) 表示，

「紐約州北部地區發展局認可紐約州北部地區農商企業的重要經濟意義，並致力



於發展傑斐遜郡  (Jefferson)、里維斯郡 (Lewis)、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的農業

產業。我們期待與紐約就業發展局以及紐約州合作執行這項新計畫。」   

  

紐約州商業發展公司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克 ·馬克瑞爾  (Patrick MacKrell) 表示，

「憑著加入農業貸款基金會，我們將能夠加強支持紐約州農商企業。我們很高興

加入這個新基金，用於更好地服務於這些企業——包括葡萄酒廠、啤酒廠、分銷

公司，等等，因為這些企業致力於在經營地點創造就業和經濟機會。」   

  

珀斯通企業中心  (Pathstone Enterprise Center) 總裁休伯特·萬·敦  (Hubert Van 

Tol) 表示，「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為珀斯通企業中心提供這筆靈活的貸款，因為

我們致力於幫助難以在別處獲得負擔得起的貸款的小型農業企業。」   

  

紐約州南部地區企業發展機構有限公司管理人員理查德 ·辛克  (Richard Zink)  

表示，「最近  30 多年來，紐約州南部地區企業發展機構有限公司為紐約州西部

地區多家小型企業主提供必要的資金用於發展企業並維持運營。  紐約就業發展局

農商貸款基金將提供又一種資源用於支持農業企業設法擴張業務。紐約州南部地

區企業發展機構有限公司很高興蝴蝶機會與紐約就業發展局以及紐約州合作實施

這個新的撥款計畫。」   

  

參議會農業委員會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表示，「我們辛勤工作的農民和農商企業主有很好的點子，但通常缺乏資

金實現這些點子，用來幫助發展業務並鞏固我們的農業經濟。紐約州利用這項計

畫設法實現這些點子。該計畫將支持增值農業、創造就業並推動企業和經濟發

展，從而保障後世民眾取得成功。」   

  

農業委員會主席兼眾議員威廉姆·瑪吉  (William Magee) 表示，「提供給農業企業

家的低息貸款將為農業產業帶來就業增長，並使初創企業踏上成功之路；我很欣

慰這次援助提供給農業企業。」   

  

紐約就業發展局農業貸款計畫鞏固了紐約州持續開展的工作，用於發展農業產業

並予以支持。  帝國州發展公司與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Y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合作管理新農民撥款基金  (New Farmer Grant Fund)，該基金自  2014 

年設立以來已經給全州超過  65 家農場提供  250 萬美元資金，用於協助新農民和

早期階段的農民。  帝國州發展公司近期還設立了紐約州退伍軍人農民撥款基金  

(New York State Veterans Farmer Grant Fund)，用於支持有意向把農業作為第二職

業的退伍軍人所有並經營的農場。  此外，農業市場廳設立的『品嘗紐約』計畫和

紐約州種植與認證計畫  (NYS Grown & Certified program) 宣傳紐約州的種植戶、  

生產商、餐飲企業，並幫助為其聯絡新市場。『品嘗紐約』計畫專門創造機會供

地方生產商展示其產品、幫助農場和企業接觸到更多客戶、增加在線銷售量，  

並在很多情況下拓展其企業的處理能力。  



  

帝國州發展公司小企業科  (Division of Small Business) 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小企業與技術發展科  (Division of Small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管理各類計畫和倡議用於支持小企業發展，並幫助企業家最大程度

增加成功機會。小企業占紐約州各類企業的  98%，員工最多不超過  100 人。  

小企業與技術發展科支持小企業：提供資金、與金融機構合作、供選擇的貸款機

構、直接貸款與金融援助計畫；培訓與技術援助，用於激勵企業設立、發展和創

新；提供資訊和資源，包括產業-大學合作，企業藉此可以開發有前景的新產品和

技術並實現商業化。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簡介   

該部門透過多個分部和計畫，旨在促進紐約農業的發展，推廣優質和多樣的產

品、加強農業環境管理並保護本州的食物供應、土地和牲畜，確保紐約州農業的

可行性發展與增長。本部門的土地水利部  (Land and Water Division) 旨在透過農田

維護、農田保護和積極環境管理來保護紐約州的土地和水資源。  

  

本部門負責運營「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管理「品嚐紐

約  (Taste NY)」計畫、「新鮮互聯  (FreshConnect)」和新設立的「紐約生長和認證  

(New York State Grown and Certified) 」計畫。請透過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關注本部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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