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開放工業大麻研究合作夥伴申請，支持該行業在紐約州的發展   

  

紐約州獲得毒品強制執行管理局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  

許可證，幫助種植者進口工業大麻種子，增加研究機會   

  

工業大麻工作組  (Industrial Hemp Working Group) 於今天首次會面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公開征集有意種植和加工工業大麻的農戶、企業和

研究機構，參加紐約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點專案  (Industrial Hemp Agricultural 

Research Pilot Program)。今年早些時候，該專案經過拓展，將私營企業納入了進

來，確保紐約州在大麻製作和生產的研究領域處在領先地位，使得本州工業大麻生

產地塊數量呈現  6,000% 的增長率。目前，本州試點專案中擁有  20 多家已獲許可

的合作夥伴，在紐約州大約  2,000 英畝的土地上種植工業大麻，爾  2016 年種植

這類作物的土地僅僅只有  30 英畝。  

「工業大麻擁有在紐約、乃至全國作為經濟發展引擎的巨大潛力，在這次努力下，

我們能夠在這一新興行業的發展過程中走在前沿，」葛謨州長表示。「透過擴大

對工業大麻的研究，我們正敞開門戶接納創新想法，從爾推動我們的農場和社區的

飛速發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   

有意參與本州工業大麻農業研究試點專案的紐約生產商、企業和大學可以點擊此處

申請。公開申請窗口將於  2017 年  11 月  22 日截止。  

  

「今天發佈的聲明使得紐約朝著充分發揮工業大麻經濟潛力的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她還於今年  4 月參加了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召開的紐約州首屆大麻峰會時表示。「透過取消過時的監管障

礙，為私營部門研究提供機會，我們將為種植者們開創新的市場，創造製造業崗位，

將紐約定位成為這一新興領域的全國領軍人。」  

 

進口工業大麻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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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優質種子對於研究的成功完成至關重要。透過新獲取的聯邦許可證，紐約州農

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能夠代表本州專案

參與人從國際市場上採購工業大麻種子。此舉將使得參與人能夠透過不同供貨渠道

評估大麻種子的品質，促進農業經濟、市場行銷，增加製造業研究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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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進一步支持該行業在紐約州的發展，葛謨州長在  7 月份簽署法案設立工業大

麻工作組，為州政府推出的刺激該行業的政策和倡議提出建議。該工作組於今天首

次召開會議。以下成員包括研究員和行業主要領袖，他們的任期為兩年，旨在針對

政策調整、專案變化、研究和促進機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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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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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工業大麻加工商提供資本撥款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signs-legislation-and-announces-new-initiatives-support-growth-industrial-hemp#_blank


 

 

 

為了加強工業大麻的加工，紐約州還在  7 月斥資  500 萬美元啟動了工業大麻加工

企業補助金  (Industrial Hemp Processors Grant Fund)。該專案由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負責管理，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提供咨詢，旨在

幫助提供一部分工業大麻加工作業的資本成本，包括新建設施和設備購置。符合條

件的申請人可以獲得高達  500,000 美元的補助金。申請和專案指南請參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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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大麻製造業和加工業的崛起為美國十幾個行業帶來了新的發展前景，包括對

紐約州經濟至關重要的農業。隨著本州卓越的研究機構、創新企業家和辛勤的農戶

走在這一行業的前沿，本州的試點專案正在推進重要的研究工作，此舉有可能會刺

激本州各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支持經濟增長。」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針對紐約境內願意在這一新興農業市場尋求發展的生產商、企業和大學，

紐約州正在幫助他們創造就業，刺激經濟增長。」   

  

參議員托馬斯  F. 奧瑪拉  (Thomas F. O'Mara) 表示，「非常感謝能夠給我機會參與

紐約州工業大麻工作組，並與葛謨州長率領的州政府、州議會、研究人員和種植者

們展開合作，推動這一領域的工作。新頒布的州法律和政策、以及州政府的持續投

資均在夯實我們過去幾年奠定的基礎，將紐約州推向這一規模可達數十億美元的新

興行業的前沿陣地。我們正在持續推進，旨在確保工業大麻行業的發展和增長將帶

來有價值的新經濟機遇，並提高農民和農商企業的競爭力，增加收益，並創造就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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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ie) 表示，「為本州勤勞的農戶提供新的機遇將確保他們能夠持續取得成功。

我們的農民所提供的新投資和新想法將反過來刺激紐約州的整體農業發展。我要衷

心感謝葛謨州長和保爾  (Ball) 廳長持續承諾推進有利於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經濟發展的農業專案。」   

 

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本州工業大麻專案的擴展使得紐約

成為全國的領軍人。面對這一新興農業商品，此舉有利於在全州範圍內促進農場、

加工企業和製造企業的發展。眾多種植者和企業都希望能夠充分利用這一作物。  

我們預計這將大大拓寬我們的農業經濟發展。我要感謝葛謨州長承諾在紐約州各地

促進大麻行業的發展，並期待著見證這些舉措取得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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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l Magee) 表示，「推動工業大麻的研究和發展領域的各類機遇對於我們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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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農戶和企業家們格外受益，他們正在構建紐約州大麻的未來發展。我期待著見證

並鼓勵這個行業的增長。」  

 

最初在州長的《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提出的這套立法

取消了在紐約州種植和研究工業大麻地塊數量的限制。  2017 年  4 月，  葛謨州長

召開了紐約州首屆工業大麻峰會  (Industrial Hemp Summit)，並宣佈了多項舉措以支

持這一新興行業在紐約的發展。  

  

緊接著工業大麻峰會，州長又簽署了法案來強化《紐約州農業市場法  (New York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Law)》中將工業大麻作為農業商品的地位，並設立了一個

一站式網頁幫助種植者和加工企業能夠更好地理解本州和聯邦政府的規章和要求。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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