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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成立工作組幫助紐約州農場主  

  

該指令將解決並實施在與農業社區舉行的夏季圓桌會議討論期間收集的反饋  

  

工作組成員包括紐約州農業部門的州機構和利益相關者  

  

  

霍楚爾州長於今日宣布，由州機構和農業社區利益相關者組成的特別工作組將共同為紐約

農場主提供支援並幫助推動農業產業發展。今年夏天，霍楚爾州長和德爾加多副州長與長

島地區 (Long Island)、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 

和芬格湖群 (Finger Lakes) 

的不同農場主和行業利益相關者群體舉行了一系列圓桌討論會，聽取他們對本州農業的擔

憂。根據州長指示，為回應農場主和行業利益相關者的擔憂，減少農業障礙戰略機構間工

作組 (Strategic Interagency Task Force Lessening Obstacles to Agriculture Working 

Group) 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廳長理查德〃鮑爾 (Richard Ball) 主持和召集。  

  

霍楚爾州長指出，「我們正在與農業社區攜手合作，以滿足工人和雇主的需求，並確保

紐約州農業繁榮，」「工作組對於紐約農業行業因應若干挑戰至關重要，政府將繼續與農

場主合作，以滿足他們的需求，並重新構想本州農業。」  

  

副州長安東尼奧〃德爾加多 (Antonio Delgado) 

表示，「作為一名北部地區土著和國會中數千個家庭農場的前代表，我深感農業不僅是

一個業務，它還是一種生活方式，」「當農場在苦苦掙扎時，我們所有人都會陷入困境，

這就是為何我和州長承諾理解和滿足紐約生產者的需求。我們有責任解決全州農場主報告

的擔憂，並提供解決方案以確保他們繼續取得成功。」  

  

該小組將與農業商品領域的代表共同確定挑戰，並確保與本州農場主打交道的機構清晰溝

通、有效互動，並透過關注未來的發展來減少繁重的需求。小組的最終建議將體現會議上

收到的反饋，包括但不限於更多乳製品進入學校、交通運輸與找到合格駕駛員的挑戰，以

及新的紐約州氣候變化市場准入要求。重點在與州長和州機構可採取的行政措施，以便對

支持和擴大紐約糧食生產等重要事項做出即時和及時的反應。  

  



根據四次圓桌會議的對話和反饋，工作組首先將關注但不限於以下主題：  

  

 交通運輸 - 

解決涉及農業商品與產品流動性挑戰，同時了解道路、橋樑和其他重要基礎

設施的投資需求，以方便將產品投放市場。  

 勞工 - 

確定並培養下一代農場主和農場工人，以支持擁有經營現代農場所需技能和

工人的多元化產業。  

 環境 - 

解決和消除糞肥管理、農場能源生產和向替代燃料來源過渡的資本投資障礙

，因為它們會限制某些農場實現紐約州氣候目標及碳中和的能力。  

 工人住房 - 

增加工人住房，為工人提供臨近農場的安全生活環境，確保持續和日常生產

。  

 稅收 - 為物業稅管理提供更明確的指導，改善現有稅收減免計劃的可及性。  

 農地保護- 

審核現有計劃並確定紐約州可確保生產農地仍然可及、用於生產並繼續養活

紐約民眾的方法。  

 擴大採購- 

州機構增加對本地食品的採購，以建立本地化的食品供應鏈，更好地與紐約

州的農場建立聯繫。  

  

最終報告將呈遞州長辦公室，並根據工作組的建議確定州機構可採取的行動，以幫助簡化

紐約農場主業務。  

  

工作組成員由來自多個州機構的代表組成，包括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勞工廳；交通廳；環

境保護廳；衛生廳、公共服務廳、稅務和財政廳；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帝國州發

展公司；州酒類管理廳，以及以下農業行業成員：  

  

 吉姆〃比特納 (Jim Bittner)，紐約州阿普爾頓 (Appleton) 比特納歌手果園 

(Bittner Singer Orchards) 擁有者兼紐約園藝學會 (New York Horticulture 

Society) 臨時主任  

 卡瑪〃杜庫雷 (Kama Doucoure)，大夢農場 (Big Dreams Farm) 擁有者  

 戴維〃費雪 (David Fisher) ，楓景乳業 (Mapleview Dairy) 

擁有者與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NYFB) 局長  

 傑夫〃M〃費特 (Jeffrey M. Fetter)，Scolaro Fetter Grizanti & McGough, 

P.C. 執行長  

 蘇珊〃賈菲 (Susan Jaffe)，雪舞農場 (Snowdance Farm) 擁有者  

 莫林〃拖雷〃馬歇爾 (Maureen Torrey Marshall)，拖雷農場 (Torrey Farms) 

共同擁有者  



 薩拉〃德雷爾〃尼科斯 (Sarah Dressel Nikles)，德雷爾農場 (Dressel 

Farms) 擁有者  

 布萊恩〃里維斯 (Brian Reeves)，里維斯農場 (Reeves Farms) 

合夥人，與紐約蔬菜協會 (New York Vegetable Association) 執行長  

 托尼亞〃范〃斯萊克 (Tonya Van Slyke)，東北乳業生產者協會 (Northeast 

Dairy Producers Association) 執行董事  

 奧斯卡〃維茲卡拉 (Oscar Vizcarra)，貝克農場 (Becker Farms) 合夥人  

 金〃瓦格納 (Kim Wagner)，斯托爾里奇葡萄園 (Stoutridge Vineyard) 

擁有者  

 傑夫〃威廉姆斯 (Jeff Williams)，公共政策主任 (Director of Public 

Policy)，紐約州農會 (New York Farm Bureau)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廳長理查德〃A〃鮑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多年來，我們在為農場主提供支援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尤其是勞工發展、農業培訓方面，以確保未來有一個強大、充滿活力的行業。我們今天

藉此機會與州機構同行和農業合作夥伴一起解決面臨的一些具有挑戰性的問題並找到切實

可行的解決方案，確保紐約州繼續在農業生產方面領先全國。」  

  

紐約州農業局局長戴維〃費雪表 (David Fisher) 

示，「紐約農場主面臨的眾多監管、勞工和市場挑戰限制了他們在本州發展業務的能力

，我們於霍楚爾州長今年夏天訪問我家的奶牛場時談到其中許多問題。我期待繼續與 

SILO 
工作組進行對話。這個機會可用於確定共識方法以打破障礙並為本州食品系統提供支持。

」  

  

紐約蔬菜協會執行長布萊恩〃里維斯 (Brian 

Reeves)表示，「我期待與農業產業界以及農業市場廳的同事合作，尋找緩解紐約農場監

管負擔的方法，改善州政府與農業業界人士互動的效率。紐約州強大的農業產業將有助於

確保所有公民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能獲得營養豐富且新鮮的本地產食物。考慮到近

期的疫情，這一點與以往一樣重要。」  

  

東北乳業生產者協會執行董事托尼亞〃范〃斯萊克 (Tonya Van Slyke) 

指出，「作為紐約奶牛場的代言組織，東北乳業生產者協會認為成立 SILO 

工作組是朝著為農場主、加工商和運輸商消除障礙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加強紐約州農業

經濟的機會。農場主參加了圓桌會議與聽證會並且直接與州領導分享他們的擔憂，我們很

高興能聽到他們的反饋。勞工和環境管理是家庭農場的重中之重。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通

力合作來因應農場主為子孫後代維持永續農業產業所面臨的挑戰。紐約州食品安全全賴於

此。」  

  

比特納歌手果園擁有者兼紐約園藝學會臨時主任吉姆〃比特納 (Jim Bittner) 

表示，「SILO 



委員會為我們農業生產從業人員提供了與眾多州政府機構進行互動的特別機會。因此，我

們須共同努力，確保保護紐約所有公民的適當規則和條例也考慮到農業的現實和挑戰。我

期待對話，讓農業繼續發揮紐約經濟引擎的作用。」  

  

Scolaro Fetter Grizanti & McGough, P.C. 執行長以及商業及稅收實務與農業服務團體 

(Business and Tax Practice and Agricultural Services Groups) 主席傑夫〃M〃費特 

(Jeffery M. Fetter) 表示，「能夠與紐約州各地的農場及家族農場合作 35 

年以上，我感到無比高興和榮幸。鑑於農業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工作組的成立將成為州

機構之間了解並解決問題的共同論壇，並將受到在本州最大行業工作與提供服務的所有人

的歡迎。」  

  

農業是紐約經濟中至關重要的行業。紐約州擁有超過 33,000 

個農場，生產出某些世界上最好的食品和飲料。紐約州土地面積約 20%，即近 700 

萬英畝，是農地。紐約州的酸奶和奶油芝士等主要乳製品產量為全國第一，蘋果和楓樹產

量為全國第二，葡萄和捲心菜產量則為全國第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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