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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推動大麻公平工作取得重大進展  

  
選中一支由少數族裔領導的投資團隊管理 2 億美元資金，旨在對大麻產業的社會公平予

以支持  

  
該實體由全美籃球協會名人堂克里斯．韋伯、著名企業家拉維塔．威利斯、金融業領袖

蘇珊．尚克和市政府前任審計官威廉．湯普森領導  

  

州長還宣佈任命紐約大麻咨詢委員會成員，他們將負責使用社區撥款和支持紐約大麻市
場的發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旨在推動紐約不斷發展的大麻產業公平的未來工作內容。今天

公告的內容有選中社會公平影響力風投公司 (Social Equity Impact Ventures, LLC) 支持價

值 2 億美元的紐約社會公平大麻投資基金 (New York Social Equity Cannabis Investment 

Fund)，該公司是一支由少數族裔領導的優秀投資團隊。全美籃球協會名人堂 (NBA Hall 

of Famer) 兼企業家克里斯．韋伯 (Chris Webber) 和企業家拉維塔．威利斯 (Lavetta 

Willis) 領導領導開辦了一家實體，前者是大麻相關風投公司基金方面的積極合夥人，後者

亦是此方面合夥人，並在打造品牌方面有資歷豐富；西貝爾威廉尚克公司 (Siebert 

Williams Shank & Co, SWS) 附屬公司是由該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珊．尚克 (Suzanne 

Shank)、紐約市前任審計官和首席行政官威廉．湯普森 (William Thompson) 領導的少數

族裔和女性所有的全國領先投資銀行公司，而影響力風投公司是這兩家機構的合資企業。  

  
「今天紐約為向來易在大麻上違法的人群開展了重要工作，從而為他們創造就業和機

會，」霍楚爾州長表示。「在我們為紐約創造新產業之際，為未來的企業家解決經濟需

求的工作取得了切實進展，對此我感到驕傲。」  

  
霍楚爾州長還宣佈為紐約大麻咨詢委員會 (Cannabis Advisory Board) 任命新成員，他們

將與大麻管理辦公室 (Office of Cannabis Management) 一起在紐約建立公平包容的大麻

合法產業。  

  

「為紐約州建立對社會負責的大麻產業是我們的責任，這能為因使用大麻而遭到執法部門

不公平對待的少數族裔保障就業和機會。」安東尼奧．德爾加多 (Antonio Delgado) 副



州長表示。「今天的公告將確保紐約能建成公平包容的大麻產業，所推行的平等執法措

施也能為有色人群提供平等機會。」  

  
州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安德里亞．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我滿懷信心，驕傲地任命愛博．達登 (Ebro Darden)、艾利克斯．阿爾瓦雷斯 (Alex 

Alvarez) 和尼基．凱特曼 (Nikki Kateman) 就任大麻咨詢委員會。感謝他們參與到這一具

有歷史意義的機遇中來，感謝他們在其崗位上的盡職承諾。他們的多元背景和經歷能確保

紐約建成供成人使用的公平平等大麻市場。我期待看到他們的表現。」  

  

眾議院議長卡爾．黑斯廷 (Carl Heastie)表示，「在我們通過大麻管控與稅收法案 

(Marihuana Regulation and Taxation Act, MRTA) 和對成人使用大麻實現合法化時，要保

證向來受州和聯邦藥物法傷害的社區不掉隊很重要。大麻咨詢委員會是能實現這一目標的

關鍵環節。很驕傲能為委員會任命亞瑟．A．鄧肯二世 (Arthur A. Duncan II)、錢德拉．

雷德芬 (Chandra Redfern) 和阿曼多．羅薩多 (Armando Rosado)。我期待 」  

  

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克克里斯特爾．皮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

「有色人種社區長期以來都受到刑事司法政策的歧視，他們也因持有少量大麻而遭受嚴重

後果，然而其他人卻未被逮捕或罰款過。我的同事和我在起草法律時經過深思熟慮，讓受

影響最嚴重的人群有機會參與到這一新興產業中來。阻擋受影響人員實現這一夢想的是資

金。很高興有韋伯和西貝爾等專業人士協助本州實現這些夢想。」  

  
紐約州住宅局 (Dormitory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DASNY) 主席魯本．麥

克丹尼三世 (Reuben McDaniel III) 表示，「紐約獨自解決了資金等主要障礙，也為全州

其他地區阻礙少數族裔、女性和社會公正企業家解決了市場方面的問題。「紐約州住宅局

在此項目中為市民創造了原本遙不可及，但現在能世代沿襲的財富，該局還將創造其他州

項目無法實現的社會公平，對此我感到驕傲。」  

  
社會公平大麻投資基金  

  

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立法機關在 2022-2023 年預算案中批准社會公平大麻投資基金，該

基金是公私有限合資關係，旨在讓社會公平企業家在紐約新興的成人大麻產業中獲得成

功。其將本州對私人基金進行投資，從而資助紐約州多達 150 家可有條件向成人出售的

藥店進行租房和上貨，這些藥店需由受過大麻法不平等執法對待的人員經營。這是全國首

例此類項目。  

 
該基金將幫助持有成人有條件使用零售藥店執照 (Conditional Adult Use Retail 

Dispensary License, CAURD) 的人員支付開辦成人使用大麻零售藥房，費用包括確定和

租用適宜零售點，設計、建造和供貨等。這筆費用來自於 5,000 萬美元牌照費和成人使

用大麻產業收入，以及基金經理從私營企業處籌集的 1.5 億美元。  

  
紐約州紐約州住宅局於 2022 年 5 月發佈申請請求尋找能支持管理 2 億美元資金的基金

經理。  



  
全美籃球協會全明星和韋伯健康公司 (Webber Wellness) 創始人克里斯．韋伯表示，

「非常榮幸能與紐約尊敬的官員一起為人員糾正錯誤的做法，他們受到過過時大麻政策不

公正的迫害。紐約為實現大麻平等和為受毒品戰爭 (War on Drugs) 影響的人員提供機會

而推行了謹慎包容的舉措，這是無與倫比的。我們都期待能在全國社區中開展康復工作，

而這項工作將以為全州有抱負的企業家提供發展大麻產業所需的教育、資源和培訓為開

端。我們希望紐約開展的全面措施能在其他市場上被復刻，也能促進全州未被充分代表的

企業發展。」  

  
西貝爾威廉尚克公司首席執行官蘇珊．尚克表示，「隨著受到監管的成人使用大麻產業

得到發展，正確的措施應涵蓋為這一數億美元產業消除影響平等參與的障礙。在紐約州為

全州大麻零售藥店發放牌照和選址時需要平衡市場環境，而社會公平大麻投資基金就是為

實現這一目標而建立起來的。這一監管設置將幫助弱勢企業家公正競爭。」  

  

該基金是種子機會計劃 (Seeding Opportunity Initiative) 的關鍵內容，該計劃旨在為曾經

觸犯過司法系統大麻相關罪行的人員創造經商機會。該項目為這些人員解決了在其他州嚴

重影響工作進程的障礙，尤其是在為適合進行成人有條件使用大麻零售藥店期間在尋找、

租用、建造場地和供貨方面資金上的障礙。  

  
預計為成人有條件使用大麻零售藥店翻新現有場地而進行的第二輪撥款將於 7 月公佈。  

  
紐約大麻咨詢委員會  

  
如大麻管控與稅收法案所述，紐約於 2021 年頒布大麻法。大麻咨詢委員會將協助制定社

會經濟公平計劃，並支持大麻管控委員會為開展更廣泛的項目制定規章制度。該委員會的

主要目的是要監督紐約州社會資金再投資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unity Grants 

Reinvestment Fund) 的分配工作，該基金是用來支持受禁止使用大麻嚴重影響的社區而

單獨設立的。這項集中在本地開展的項目內容包括就業培訓和實習，為犯罪的紐約民眾提

供再造機會，體制導向服務，青少年服務項目，金融素養服務等。該基金還會用於持續支

持州政府實現平等的目標。  

  
大麻管控委員會 (Cannabis Control Board) 主席特里梅因．懷特 (Tremaine Wright) 表

示，「很激動能歡迎各位新成員加入紐約州大麻咨詢委員會。作為大麻管控委員會主

席，我期待能與這些紐約民眾合作，從而確保紐約擁有全國最多元化、最平等的大麻產

業。大麻咨詢委員會的成員具有獨一無二的寶貴工作和生活經驗，這將確保全體紐約民眾

都能在管控紐約大麻市場問題和如何與社區非營利機構共享稅收方面發聲。」  

  
大麻管理辦公室執行理事克裡斯多弗．亞歷山大 (Chris Alexander) 表示，「這項進步法

律的核心之處就在於其明確規定了州政府該如何通過銷售成人使用大麻而獲得的收入。我

認為這一基金的建立是本州大麻法的重要內容。能有這一機構支持我們完成使命是最令人

欣慰的事。很高興能看到委員會新成員代表著紐約多個地區和文化。我已經迫不及待的想

要和他們一起確保全體紐約民眾都能在大麻合法化中獲利。」  



  
除大麻咨詢委員會的新成員外，還有來自多個州政府部門無投票權的代表。名單中有環境

保護廳、農業市場廳、兒童與家庭服務廳、勞工廳、衛生廳、住房與社區重建署、成癮服

務與支持辦公室和教育廳的代表。  

  
依據大麻法的規定，透過大麻征稅和牌照費籌集到的資金將為紐約各個社區所用：  

• 40% 的資金將匯入紐約州社會資金再投資基金，大麻咨詢委員會將對這筆資金進

行分發。  

• 40% 的資金將直接撥給未退出大麻銷售市場的市政學區；  

• 20% 將專門用於開展毒品治療項目的開展。  

  

紐約大麻咨詢委員會成員名單  

  

• 亞力山卓．阿爾瓦雷斯，熱情協同公司 (Soulful Synergy) 首席執行官/聯合創始人  

• 喬．貝爾盧克 (Joe Belluck)，貝爾盧克與福克斯公司 (Partner at Belluck & Fox, 

LLC) 合夥人  

• 朱妮拉．欽 (Junella Chin) 博士，醫學碩士，大麻綜合醫學醫生  

• 亞倫．科利爾 (Allan Clear)，醫學碩士，紐約州衛生廳 (Department of Health) 藥

物吸食者健康辦公室 (Office of Drug User Health) 主任  

• 欽諾佐．坎寧安 (Chinazo Cunningham) 博士，醫學碩士，紐約州成癮服務與支持

辦公室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 Supports) 專員  

• 亞伯拉罕．基米爾．達登 (Ibrahim Jamil Darden)，愛博早間播報 (Ebro In the 

Morning) 主持人  

• 凱瑟琳．德卡塔多 (Kathleen DeCataldo)，紐約州教育廳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學生志願服務辦公室 (Office of Student Support Services) 助理專員  

• 亞瑟．A．鄧肯先生，亞瑟．A．鄧肯法律辦公室 (Office of TheArthur A. Duncan) 

法律顧問和律師  

• 亞倫．甘德曼 (Alan Gandelman)，紐約大麻種植加工協會 (New York Cannabis 

Growers & Processors Association) 主席  

• 德拉斯．格蘭斯 (Dareth Glance)，紐約州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副專員  

• 露絲．哈賽爾-湯普森 (Ruth Hassell-Thompson)，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政策及社區事務特別顧問  

• 蓋裡．強森 (Gary Johnson)，全國有色人群推進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 紐約州經濟發展部 (New York St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 主席  



• 尼基．凱特曼，零售、批發與百貨公司工會 (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 RWDSU)/國際食品業與商業聯合會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International Union, UFCW) 第 338 區政策與溝通主任  

• 蘇珊．米爾斯-加斯特福 (Suzanne Miles-Gustave) 女士，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

辦公室 (Office of Children & Family Services) 行政副專員  

• 羅塞爾．奧利弗 (Russell Oliver)，紐約州勞工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就業與勞動力方案局 (Division of Employment & Workforce Solutions) 主

任  

• 薩拉．拉文霍爾 (Sarah Ravenhall)，紐約州郡衛生官員協會 (New York State 

Association of County Health Officials) 執行主任  

• 錢德拉．雷德芬，水牛城鄰里中心聯邦公司 (Buffalo Federation of Neighborhood 

Centers Inc.) 首席執行官  

• 阿曼多．羅薩多，AR 調查公司 (AR Investigations, Inc.) 私人調查員  

• 彼得．謝弗 (Peter Schafer)，楠蒂科克苗圃 (Owner at Nanticoke Gardens) 所有

人  

• 斯科特．懷納 (Scott Wyner) 先生，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Markets) 法律總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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