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簽署法案並宣佈設立新計畫用於支持紐約州發展工業大麻產業  

 

宣佈撥款高達  1,000 萬美元用於推進研究工作，並提供資源給未來的加工企業  

 

法案闡明工業大麻在本州境內的農產品地位  

  

設立工作組指導研究工作、支持產業發展、提出政策與計畫變更建議  

 

設立一站式服務點  (One-Stop Shop)、熱線電話、網頁，用來幫助生產商和加工商

瀏覽產業法規和要求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簽署法案並宣佈採取新行動支持新興的工業大麻產業，並

促進紐約州農業經濟發展。該法案根據《紐約州農業市場法  (New York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Law)》鞏固工業大麻的農產品地位，並設立工業大麻工作組向州政府

提供與這種農作物的研究及政策相關的建議。該法案還設立一站式服務點，幫助生

產商和加工商更好地了解州和聯邦的法規和要求。州長還宣佈透過兩項計畫撥款高

達 1,000 萬美元，用於為工業大麻企業推進工業大麻研究活動和經濟發展機會。  

 

「透過擴展農場和企業的工業大麻研發活動，紐約州延續我們的創新傳統，從而率

先利用這個經濟引擎，從農田到工廠創造多份工作，」葛謨州長表示。「工業大

麻是一種有前景的商品，利用必要的支持和資源提高我們農場的盈利能力、在紐約

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創造新工作，並奠定未來增長的基礎，從而極大推

動我們的社區實現發展。」  

 

向研究機構和農民提供研究撥款  

  

葛謨州長的核心議事日程是撥款  500 萬美元支持研究工業大麻在紐約州境內的生

產。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帝

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農業與

生命科學學院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合作出資  100 萬美元用於立

即啟動該計畫。紐約州農業市場廳與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合作，公開招募有意向的

https://esd.ny.gov/industrial-hemp


農民，讓這些農民在  2017 年種植季期間種植工業大麻和參與康奈爾大學的研究實

驗。  

  

因為這項研究撥款計畫，全州將近  2,000 英畝土地將種植工業大麻用於研究，

2016 年，紐約州 30 英畝土地的農業大麻產量增加了將近  6,000%。  

  

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州農業市場廳還與紐約州立大學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  

(SUNY Morrisville) 合作，支持在大約  85 英畝的土地上研究工業大麻。康奈爾大學

和紐約州立大學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管理這些研究實驗並出具年度研究報告，相關

費用將獲得報銷。  

  

斥資 500 萬美元的研究工作的其他內容包括：  

 

• 工業大麻育種計畫  (Industrial Hemp Seed Breeding Program)  

為支持培育符合紐約州法律和聯邦法律的本土優質種籽，康奈爾大學

將擴大其紐約州種籽改良項目  (New York Seed Improvement Project) 的

範圍，為紐約州擬定工業大麻種籽認證標準。類似於本州關於其他農

產品種籽質量的現行標準，該標準將確保培育出的本土大麻品種能夠

很好地適應紐約州的氣候和農場管理方法，並維持低含量的四氫大麻

酚 (Tetrahydrocannabinol，THC)。 紐約州還將尋找更多機會，與研究

機構合作在紐約州發展本土種籽資源和胚質資源庫。   

 

• 持續投資於卓有成效的工業大麻研究活動   

紐約州將持續推動基礎農業管理、營銷、製造研究方面的新機會，保

障紐約州在大麻生產製造業的領先地位。  

  

為工業大麻加工商提供資本撥款  

  

紐約州還將設立  500 萬美元的工業大麻加工商撥款基金  (Industrial Hemp 

Processors Grant Fund)。該計畫由帝國州發展公司負責管理，由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提供咨詢服務，將撥款給符合要求的企業，用於補償與加工工業大麻相關的資本費

用，包括新建築和採購設備。  符合條件的申請方將獲得最高  25 萬美元的撥

款。 計畫指南和申請書將於  2017 年 7 月 20 日發佈在 https://esd.ny.gov/industrial-

hemp。 

  

工業大麻工作組  (Industrial Hemp Working Group) 

  

為進一步支持作為農產品發展工業大麻，葛謨州長今天簽署的法案將闡明工業大麻

將根據州法律獲得與其他農作物及種籽相同的待遇。  該法案還將設立工業大麻工

作組和一站式服務點。  工作組的成員包括研究員和行業主要領袖，這些人的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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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為兩年，並將針對研究、工業大麻推廣機會、政策、計畫變更提供建議。  

  

工業大麻工作組的成員包括：  

 

•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組長） 

• 參議員托馬斯·奧瑪拉  (Thomas O’Mara)  

•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 麥克·巴恩哈特  (Mike Barnhart)，植物科學實驗室  (Plant Science 

Laboratories) 

• 蘇西·柯迪 (Susie Cody)，紐約州大麻產業協會  (NYS Hemp Industries 

Association) 

• 本傑明·班克斯-多布森 (Benjamin Banks-Dobson)，老泥溪農場有限公司  

(Old Mud Creek Farm LLC) 

• 丹·多爾金 (Dan Dolgin)，JD 農場 (JD Farms) 

• 艾拉·費爾 (Ira Fair)，21 世紀大麻有限公司  (21st Century Hemp) 

• 麗薩·費德霍特茲  (Liisa Fiedelholtz)，前安妮有限公司  (formerly of Ann, 

Inc.) 

• 珍妮弗·吉伯特·詹金斯 (Jennifer Gilbert Jenkins)，紐約州立大學莫里斯維

爾州立學院  

• 戴維·格魯森米耶  (David Grusenmeyer)，紐約州農場生存力研究所  (New 

York Farm Viability Institute) 

• 馬克·普瑞特拉  (Marc Privitera)，預加工有限公司  (PreProcess, Inc.) 

• 拉瑞·斯瑪特 (Larry Smart)，康奈爾大學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  

• 朱莉·蘇瑞茲 (Julie Suarez)，康奈爾大學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  

• 尼古拉斯·維塔 (Nicholas Vita)，哥倫比亞醫療有限公司  (Columbia Care 

LLC) 

• 史蒂芬·伍德 (Steven Wood)，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基金會  (SUNY Research 

Foundation)  

• 傑夫·威廉姆斯  (Jeff Williams)，紐約州農會  (New York Farm Bureau) 

  

利用一站式服務點提供技術支持  

本州今天還推出一站式服務點和網頁 https://esd.ny.gov/industrial-hemp，幫助生產商

和加工商了解工業大麻產業法規，以及州法律和聯邦法律提出的要求。  一站式服

務點仿效支持精釀飲料產業的同類成功計畫，並將提供政府單點聯繫人，用於協助

實施本州新設立的撥款計畫，處理該產業面臨的法規、許可證以及任何其他問題或

疑問。  

  

紐約州生產商和企業如果有興趣在  2018 年種植季參加紐約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

點計畫 (New York State’s Industrial Hemp Agricultural Research Pilot Program)，或申

請工業大麻加工商撥款基金，應訪問一站式服務點、發電子郵件到

https://esd.ny.gov/industrial-hemp


IndustrialHempNYS@agriculture.ny.gov，或撥打免費電話  877-249-6841。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紐

約州有實力引領工業大麻產業在美國復興。因為我們傑出的研究機構鋪平了道路，

本州的種植者獲得唯一無二的機會進入這個新興市場。  特別是在當代，我們有很

多農民面對極端天氣狀況帶來的難題，並渴望豐富作物種類，而工業大麻研究計畫

為我們的農民、研究人員以及企業帶來了新機會，使之進入新紀元。」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行政長官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新的學術界-工業界合作關係利用研發活

動得出的創新成果，而紐約州擁有多個世界頂級教育機構並因此獲益良多，工業大

麻計畫彰顯了其中的一種益處，為紐約民眾創造經濟機會和更多工作崗位。」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4 月  18 日在伊薩卡鎮  (Ithaca) 代表葛謨州長召

開紐約州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Industrial Hemp Summit) 時表示，「工業大麻應用前

景廣泛，真正有無限可能性在多個產業實現空前規模的創新。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正在利用新機會迅速崛起，透過簽署這份法案，葛謨州長強調了他

許下的承諾，即發展本州農業產業並創造機會用於強化經濟。」  

  

參議員托馬斯  F. 奧瑪拉  (Thomas F. O'Mara) 表示，「我很高興採取又一項措施用

來發展大麻產業、推進新研究工作，並推動紐約州經濟增長。由於葛謨州長和我的

諸位議會同仁，大麻產業將蓬勃發展，並支持本州各地的農民、研究員和當地企業

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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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表示，  農業產業在紐約州的成功有賴於為本州辛勤勞作的農民提供新機

會，對大麻產業的這些投資恰好做到了這一點。增加新農作物並提供給農民，這將

帶來大量的經濟效益，從而補充州長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做出的持續承諾。」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該法案源於多年的艱苦工作和關

注，旨在讓本州充分利用這種多用途農作物。我很高興州長支持該法案，並堅定支

持我們開展各項工作把紐約州發展成國內的大麻中心城市。農民、加工商、製造

商、研究員將同享今日行動帶來的益處。」  

  

眾議會農業委員會  (Assembly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兼眾議員比爾·麥基  

(Bill Magee) 表示：「農業部門極大推動本州各地經濟增長，我們歡迎新機會和市

場，從而幫助該重點產業變得更加強大。這些投資用於發展擴張大麻產業，將創造

就業和新經濟活動，我感謝葛謨州長帶頭推廣大麻產業。」  

  

眾議員芭芭拉·利頓  (Barbara Lifton) 女士說：「透過投資發展工業大麻產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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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在社區內創造新工作和機會。感謝葛謨州長帶頭擴張大麻產業，並感謝所有參與

者讓工業大麻成為紐約州農業產業獨立存在的部分，大麻產業今後世代將在我們地

區幫助支持就業增長和經濟發展。」  

  

康奈爾大學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凱瑟琳  J. 波爾  (Kathryn J. Boor) 表示，「工

業大麻要在紐約州取得成功，有賴於對農業科學研究活動的理性投資。依託康奈爾

大學的研究人員和我們分佈於本州各郡的強大農業專業知識網絡，紐約州必將領先

全國發展這種新興農作物。因為葛謨州長給予持續支持，本州農民獲得需要的機

會，用於在這個激動人心的新市場中開展創新和競爭。」  

  

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  (Morrisville State College) 院長戴維·羅格斯  (David Rogers) 

博士表示，「很興奮引領紐約州恢復工業大麻生產。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有幸拿

到首批許可證，對工業大麻開展研究活動。我們的教員珍妮弗 ·吉伯特·詹金斯 

(Jennifer Gilbert Jenkins) 博士領導莫里斯維爾州立學院開展工作，並與  JD 農場合

作，去年憑藉該許可證在紐約州境內成功種植出首批農作物。我們的師生很高興繼

續研究能給紐約州工農業帶來巨大發展潛力的農作物。」  

  

工業大麻每年在全國創造逾  5.7 億美元的效益，有巨大潛力發展紐約州的農業經

濟。 因認識到工業大麻產業對製造業、創造新工作以及紐約州各地農場的盈利能

力的影響，本州按照州長的指示，在  2015 年設立了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點計

畫。 該計畫准許  10 家教育機構和農場種植並研究工業大麻。   

  

在《2017-18 年紐約州預算案 (2017-18 New York State Budget)》中，州長提高了授

權種植場所的數量上限，藉此鼓勵增加工業大麻研究活動。  四月，他召開本州首

屆工業大麻峰會，並宣佈本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點計畫提供十份研究許可證。州

長還宣佈康奈爾大學將獲得  40 萬美元撥款用於探索最佳實踐方法，從而在全州不

同類型的土壤和地點種植不同品種的大麻。康奈爾大學傑尼瓦市  (Geneva) 農業試

驗站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還將評估大麻種籽的發芽質量和雜草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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