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7 年 4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召開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INDUSTRIAL HEMP SUMMIT) 以發展紐約州的  

農業產業 

 
宣佈多項舉措用於促進產業增長，並根據農業研究試點計畫  (Agricultural 

Research Pilot Program) 發放六種新的研究許可證  

 
州長關於提高工業大麻研究許可證數量的提案獲得批准，這是《2018 財政年度州

預算案  (Fiscal Year (FY) 2018 State Budget)》的組成內容  

 
作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的內容，峰會支持區域集中精力發展農業  

 
工業大麻峰會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伊薩卡市  (Ithaca) 召開首屆紐約州工業大麻峰會，用於

鞏固地區持續增長的農業產業的發展勢頭，這是『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經濟復興

計畫的工作內容。農民、研究人員、產業領袖會見州政府官員，透過紐約州工業大

麻研究活動確認產業發展難題並探索新機會。作為這些對話的成果，峰會宣佈了多

項舉措用於鞏固該產業，擴大研究範圍、簡化法規要求並持續對話以進一步發展該

新興部門。  

 
「工業大麻有巨大的潛力用來發展製造業、支持創造新工作並促進紐約州各地農場

的盈利能力，」葛謨州長表示。「透過為企業和農場清除障礙和擴大研發範圍，

紐約州將充分利用這種新型農作物來持續推動該地區和本州發展。」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次峰會很好地彰顯了葛謨州長的承

諾，即發展本州農業產業並創造機會以強化經濟。工業大麻有多種有前景的用途，

真正有無限可能性在多個產業實現空前規模的創新。」  

 
這次峰會在伊薩卡市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召開，匯聚多位農業、研究、

企業領袖，討論新的發展途徑和策略用於發展紐約州大麻產業。根據這些重要利益

相關方的建議，州長宣佈了幾項重要創新舉措用於為農場和企業增加機會以進入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Z_1AD2yqpg&feature=youtu.be


業部門。 

 
首次發放大麻研究許可證  

紐約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點計畫  (Industrial Hemp Agricultural Research Pilot 

Program) 此前僅限於高等教育機構。按照州長的指示，試點計畫擴展至包括私人

實體。六個私人農場和企業獲得了許可證，紐約州大麻研究站點的總數量由此增加

至  10 個： 

•  21 世紀大麻有限公司  (21st Century Hemp)，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羅徹斯特理工

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T) 

• 紐約州戈申鎮  (Goshen) 卡瓦拉羅農場  (Cavallaro Farms) 

• 紐約州伊頓鎮  (Eaton) JD 農場 (JD Farms) 

•  紐約州哈德遜市老姆德灣農場  (Old Mud Creek Farm) 

• 紐約州水牛城  (Buffalo) 植物科學實驗室  (Plant Science Labs) 

• 紐約州艾麗斯博格鎮  (Ellisburg) 預加工有限公司  (PreProcess) 

征求美國藥品強制管理局  (Drug Enforcement Agency，DEA) 批准國際進口  

進口種籽對紐約州的大麻研究活動至關重要。除了征求美國藥品強制管理局批准進

口種籽和建立種籽分配站點以實施國際進口，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還將支持放寬聯邦政府與收購大麻種籽有關的規定。  

 
擴大康奈爾大學的研究活動範圍  

撥款  40 萬美元給康奈爾大學以支持傑尼瓦市  (Geneva) 康奈爾大學農業試驗站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的研究人員，用於探索在全州各地不同類型的土壤

中種植不同品種大麻的最佳實踐辦法。試驗站還將評估大麻種籽的發芽質量和雜草

污染。 

 
建立大麻技術團隊  

紐約州將建立大麻技術團隊，成員包括紐約州農業市場部的一位聯絡員、康奈爾大

學合作推廣處  (Cornell Cooperative Extension) 的三位現場教員，用於支持工業大麻

的最佳種植和加工。  

 
增加大麻試驗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將申請許可證，用於增加測試工業大麻的四氫大麻酚含量  

(Tetrahydrocannabinol，THC)。這種新增的實驗室能力將幫助確保紐約州大麻種籽

及其他農產業在其他州獲得接納。試驗還將向紐約州農業市場部、種植者以及研究

人員確保農作物符合可接受的  0.3% 或更低水平的四氫大麻酚含量。  

 
創建大麻工作組用於支持產業發展  

工作組成員將包括學術夥伴、重要產業成員及其他州政府機構，用於強化大麻產業

在紐約州的發展。工作組將幫助鞏固關係、分享與最佳管理實踐及法規要求相關的

資訊，並識別研究需求。  



 
聯絡利益相關方以實施項目建設  

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將尋求農民、研究人員、產業領袖的建議，用於修正試點計畫的

法規和計畫要求。此外，紐約州農業市場部將提出變革建議，用於簡化對教育機構

研究工作的監管措施。  

 
支持聯邦政策以推動工業大麻產業發展  

作為與業界專家及研究人員的討論結果，州長的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辦公

室將攜手其他各州對聯邦政策施加影響力，從而把大麻重新劃歸為農業商品。  

 
工業大麻峰會繼新近批准的法案後召開，該法案最初由州長在其《2017 年州情咨

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中提出，該法案取締了紐約州境內獲准種植

和研究工業大麻的地點的數量限制。法案基於  2016 年紐約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

點計畫  (2016 New York State Industrial Hemp Agricultural Research Pilot Program)，

該計畫批准多達  10 個教育機構、農場、企業種植和研究這種農作物。  

 
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把農業確定為紐約州南部地區的主要經濟推動力，這屆峰

會因此必將支持大麻計畫的下階段發展。  

 
參議員托馬斯·奧瑪拉  (Thomas O’Mara) 表示，「女眾議員魯帕多  (Lupardo) 和我

本人在過去幾年與葛謨州長及其州政府密切合作，使得紐約州處在新興產業的最前

沿，該產業能夠豐富我們的農業經濟、產生利潤並創造就業。我們感謝州長決定在

紐約州南部地區召開這次重要峰會。」  

 
參議院農業委員會  (Senate Agriculture Committee) 主席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表示，「紐約州農業的持續成功取決於為本州辛勤勞作的農民聯繫新機

會。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和保爾  (Ball) 部長主持召開今天的峰會，這次峰會將幫助全

州農民豐富其經營活動、促進業務發展，並幫助紐約州的主導產業持續蓬勃發

展。」 

 
女眾議員唐娜·魯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今天的峰會是多年工作取得的成

果，用於幫助紐約州做好準備，充分利用這種多用途農作物。很高興看到這麼多人

聚在一起，探索途徑用來在紐約州建立有活力的大麻產業，為我們州提供重要的競

爭優勢，尤其是在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協調供應鏈的各個階

段，從農民到加工商到製造商，以實現經濟成功。」  

 
紐約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幾個世紀以來，大麻是美國農場的支柱產品，憑藉我們的自然資源和靠近全球最

大的市場，紐約州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用於引領該產業在美國蓬勃發展。感謝葛謨

州長和紐約州議會發揮領導作用，把工業大麻研究引入紐約州，並設法為我們的農

民、研究人員以及企業創造機會。」  

 



紐約州農業局  (New York Farm Bureau) 局長戴維·費舍  (David Fisher) 表示，「作

物研究提供方法和機會，供我們的農場解決農業產業面臨的各種難題。包括擴大紐

約州工業大麻計畫的範圍，以利用農業在本州的經濟發展潛力。為農民增加並提供

新農作物品種將有利於我們的成員，紐約州農業局期待繼續與州長及其政府合作實

施該計畫。」  

 
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罗纳德·林奇

(Ronald P. Lynch) 院長凱瑟琳  J. 波爾  (Kathryn J. Boor) 表示，「引入新農作物

代表著必須解決的農業難題，以便種植者在農場上做出最佳決定。康奈爾大學綜合

植物科學學院  (School of Integrative Plant Science) 的研究人員隨時準備開發紐約州

農民需要的解決方案，讓工業大麻為活躍的生物經濟提供重要的補充。我們的研究

工作由康奈爾大學合作推廣處網絡內的專業技術知識提供支持，該網絡直接把科學

發現應用至現場，我們很高興與葛謨州長以及保爾  (Ball) 部長合作，讓工業大麻成

為紐約州農業可行並且有發展前景的組成部分。」  

 
大麻在我國多個州境內成為一種新興商品，在  2015 年就創造了將近  6 億美元的銷

售額。大麻作物的根莖和種籽都可被用於生產各種產品，包括：服裝、建材、燃

料、紙張和其他消費者用品。被認定為工業用的大麻中所含四氢大麻酚不超過  

0.3%。紐約有機會引領這一行業的發展，為企業創造更多機會來進行生產研究和

產品製造。  

 
《2014 年美國農業法案  (2014 U.S. Farm Bill)》確定了各農業部門或高等院校可合

法對大麻進行研究性種植；各州也紛紛通過了這項法律。紐約州眾議員唐納·魯帕

多  (Donna Lupardo) 和參議員湯姆·奧馬拉  (Tom O’Mara) 積極支持這一法案，並隨

後設立了紐約州的試點計畫。葛謨州長則於  2015 年  12 月簽署了這項法律。州農

業市場部則於  2016 年  1 月出臺了針對這一試點計畫的規章。州農業市場部自那時

起宣佈其滿足工業大麻研究活動的全部  10 項許可要求。康奈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

學莫里斯維爾分校  (Morrisville) 於 2016 年發佈研究許可證。2017 年  3 月，葛謨州

長宣佈紐約州立大學薩利文分校  (Sullivan) 和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獲准種植和研究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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