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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简简 报报报报 

2010 年 4-5 月 
 
 
工作进展工作进展工作进展工作进展 
 
低碳农业低碳农业低碳农业低碳农业课题组完成第一期课题组完成第一期课题组完成第一期课题组完成第一期政策简报政策简报政策简报政策简报 
协作网“低碳农业”课题组完成第一期政策简报，题目为“改善农业氮肥管理——中国低碳农业发展途径

中不容忽视的机遇”，主要内容包括： 

1、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全国总排放的 18%－20% (相当于 1210-1444 百万吨二氧化碳)； 

2、保守估计中国氮肥(N)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全国总排放量的 7%； 

3、在中国有 30%-60%的氮肥实际上是被过量使用到了农作物之上，过量施用氮肥产生的温室气

体占到农业总排放量的 10%-15%； 

4、如果纠正了氮肥的过量使用，可以减少至少 2%的温室气体总排放，氧化亚氮的排放减少 30%
或者更多，同时不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5、以上信息可作为国家低碳农业战略制定的重要参考。 

课题组目前正在编写提高化肥和农家肥氮素利用效率的“技术清单”，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有助于降低中

国农业生产的碳强度。 

该课题为期三年， 由中国农业部和英国外交事务部共同资助，负责人为张福锁 (中国农业大学，

zhangfs@cau.edu.cn)和 David Powlson (英国洛桑研究所，david.powlson@bbsrc.ac.uk) 

政策简报全文可以从以下链接下载：
http://www.sainonline.org/download/PolicyBrief%20No1finalCN.pdf 
 
有机有机有机有机肥评价肥评价肥评价肥评价课题课题课题课题在南京启动在南京启动在南京启动在南京启动 
4月19日至20日，协作网第一工作组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有机肥

评价课题启动会。来自英国北怀克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共四家合作单位的研究人员(包
括硕士和博士学生)共同探讨了课题执行计划，并走访了江苏省

的部分有机肥生产加工企业。 

课题组将选择中国的部分省份评估农作物养分管理中在多大程

度上考虑了家畜粪肥、堆肥以及沼渣提供的养分；筛选有用的

信息来帮助农民提高有机肥养分管理；更为重要的是，这项研

究还将探讨化肥与有机肥综合使用的主要障碍，并为消除这些

障碍提供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最大限度使用有机肥从而减少化肥施用量。该研究为期18个月，由中国

农业部和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共同资助，负责人为沈其荣 (南京农业大学，

shenqirong@njau.edu.cn)和  Dave Chadwick (英国北怀克研究所，dave.chadwick@bbsrc.ac.uk)。更

多资讯请浏览： 

http://www.sainonline.org/SAIN-website(English)/pages/News/wg1meet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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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野生近缘种课题中国野生近缘种课题中国野生近缘种课题中国野生近缘种课题启动及培训会在北京召开启动及培训会在北京召开启动及培训会在北京召开启动及培训会在北京召开 
5 月 23 日至 28 日，协作网“加强保护与利用作物野生近缘中

的遗传多样性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减缓气候变化” 项目(中
国野生近缘种项目)启动会以及第一次培训会在北京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IBCAS)举行。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生命科学院

的专家为中国科学家了提供了“野生近缘种”保护策略计划的培

训。 

本项研究的目标是应用系统方法来开发中国的野生近缘种的保

护策略，以确保中国濒临灭绝的野生农作物资源基因多样性以

改善中国农作物品质和粮食安全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该

项目为期 3 年，由中国农业部和英国环境、食物和农村事务

部资助，项目主持人为康定明 (中国农业大学, 
kdm@pku.edu.cn) 和 Brian Ford-Lloyd (英国伯明翰大学， 
b.ford-loyd@bham.ac.uk)。 

更多资讯请访问： 

http://www.sainonline.org/SAIN-
website(English)/pages/News/CWR China workshope.html 
 
第四工作组第四工作组第四工作组第四工作组中方中方中方中方成员成员成员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0 年 4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工作组(循环农业政策研究)
中国成员会议，会议由农业环境保护研究所(AEPI) 所长，第四

工作组负责人高尚宾主持，与会者包括所有第四工作组的中国

专家以及协作网(SAIN)秘书处和中英可持续发展对话项目(SDD)
的代表。 

本次会议上与会者回顾了目前工作的进展状况，包括正在草拟

中的两个项目建议书以及本工作组面临的挑战，同时就如何深

化中英两国农业方面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探讨。 

 
 

协作网协作网协作网协作网成员新闻成员新闻成员新闻成员新闻 
 
第一工作组的 Keith Smith 教授和第三工作组 Pete Smith 教授最近编辑完成了两本重要的书籍并由

Earthscan 出版发行。 
 
《《《《氧化亚氮氧化亚氮氧化亚氮氧化亚氮和气候和气候和气候和气候变化变化变化变化》》》》 
  Earthscan 出版社 2010 年 5 月出版，Keith Smith 教授编著，合计 256 页。 
 
这部适时的著作分析了主要温室气体氧化亚氮（N2O）的源与汇，以及未来

排放的趋势和减排前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2008 年泰勒环境成就奖获

得者 James Galloway 推荐说：“该书的出版将为政策制定者、研究气候变化

的学者以及环境科学的学生提供了极有价值资源”。  
更多本书资讯请点击： 
http://www.earthscan.co.uk/?TabId=102275&v=51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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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与气候变化甲烷与气候变化甲烷与气候变化甲烷与气候变化》》》》 
Earthscan 出版社 2010 年 5 月出版，Dave Reay、Pete Smith 和 
Andre van Amstel 共同编著， 共计 272 页。 
 
“本书采用了一种独特且有力的方法和角度来研究全球的甲烷问题，

对通过白蚁、水稻、反刍动物等构成的系统的研究来揭示世界环境

面对的挑战，并提出了新奇的解决办法。”－美国卡里生态系统研究

所，Peter M. Groffman教授推荐说。 
更多资讯点击了解：
http://www.earthscan.co.uk/?TabId=102281&v=511979 
 
 

近期近期近期近期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未来的作物育种中英未来的作物育种中英未来的作物育种中英未来的作物育种中英研讨会研讨会研讨会研讨会 
时间： 2010年9月20日 
地点：上海2010年世博会，英国展览馆 

在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中英双方科学家将就未来的作物育种问题，及其在保证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

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进行技术交流，推动英国在这一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鼓励积极的参与和讨

论，同时为未来中英两国在这领域的学术和商业创造机会。 

欲了解更多或者参加出席本次研讨会，请联系英中贸易协会(CBBC)的负责人，Claire Urry 

电子邮箱： claire.urry@cbbc.org / 电话： 01507 580255 / 手机： 07950 390207 
 
其它新闻其它新闻其它新闻其它新闻 
 

英国环境英国环境英国环境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任命新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任命新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任命新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任命新大臣大臣大臣大臣 
英国首相 David Cameron 任命 Caroline Spelman 女士为新的英

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在担任该职位之前，Spelman
女士有十五年从事农业工作的资深经历和丰富的国际工作经

验，曾经供职于欧洲甜菜种植者国际协会副会长和欧洲农业研

究中心的研究员，出版过关于农产品非食品用途一书。 

更多资讯请浏览：
http://www.defra.gov.uk/news/2010/100512a.htm 

 
中英饲料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英饲料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英饲料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英饲料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5 月 15 日，由中国农业部、英国环境食品农村事务部和英国

食品标准局共同主办，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和英联农业

共同承办的“中英饲料安全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

国、英国及欧盟的饲料、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质量监督检验机

构、科研院所和饲料、食品生产企业 160 多位专家及代表参

加了研讨会。农业部国际合作司王鹰司长、英国驻华大使馆吴

思田大使、农业部畜牧业司王宗礼副司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唐

华俊副院长分别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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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联农业首席执行官英大卫在总结发言中表示他非常荣幸英联农业集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

所共同在北京举办这次重要的会议。英联农业集团以农业为核心，业务范围涵盖从农村到超市的广泛

领域。自 1996 年开始，该集团在中国投资生产畜禽动物饲料。同时，在中国建立种植示范基地，帮

助中国农民提高玉米、大豆、甜菜等主要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更多资讯请浏览：http://www.chinafeed.org.cn/cms/_code/business/include/php/3039152.htm 
 
氮指标可能列入氮指标可能列入氮指标可能列入氮指标可能列入“十十十十二五二五二五二五”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 
根据5月6日《科学时报》的报道，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表示， 在十二五规划中

将增加两项约束性指标空气中的氧氮化合物和水中氨氮的含量。目前，二氧化氮超过二氧化硫的排放

成为主要的空气污染源，造成中国许多地方的酸雨由硫酸型变为硝酸型。  
更多资讯请浏览： http://env.people.com.cn/GB/11543775.html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9/10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发行发行发行发行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中国项目部日前出版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2009/10：“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低

碳经济和社会”。报告强调了如果中国能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保持适度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小康”经
济，中国社会不仅能转型到环境可持续、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资源利用效率高，而且能保障能源安

全、粮食安全以及人民身体健康有很大的改善。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多次重申发展低

碳经济是这一转型的重点，是中国政府坚持的基本发展策略。 
报告全文可以浏览:：http://www.undp.org.cn/pubs/nhdr/nhdr2010e.pdf 
 
热带非洲的热带非洲的热带非洲的热带非洲的作物产量增作物产量增作物产量增作物产量增 3 倍倍倍倍 
从 1960 年到 2000 年，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粮食产量增长了 3 倍，得益于高产的作物品种。非洲也能

按部就班跟着做，但前提是解决土壤养分亏却的问题。通过使用化肥和有机肥料来改善土壤肥力，是

热带非洲增加粮食产量需要着力解决的第一步。来自地球研究所的 Pedro Sánchez 指出：“很多研究

显示，只要解决了土壤肥力问题，通往粮食安全的道路就会畅通”。  
详细资料请在线参阅：Nature Geoscience 3, 299 - 300 (2010) 
  http://www.nature.com/ngeo/journal/v3/n5/full/ngeo853.html  
 
 
更多关于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网络资讯请访问以下网址： 
http://www.sainonline.org  
 
或者联系或者联系或者联系或者联系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吕悦来 博士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EA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  NR4 7TJ 

UK 

电话：+44(0)1603 593264 
传真：+44(0)1603 591170 
电子信箱：y.lu@uea.ac.uk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同延安 教授 
资源环境学院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 杨凌区  
邮编 712100 
电话/传真：+86 (0) 29 87081213 
电子信箱：tongyanan@nwsuaf.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