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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推出渔业法案，收回水域控制权 Gove launches Fisheries Bill to take
back control of UK waters
[Defra, 10 月 25 日] 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于 10 月 25 日向议会提交 渔业
法案（Fisheries Bill）。法案将创造英国在离开欧盟后作为独立沿海国家运作所需权
力，赋权建立一个可持续、能盈利的英国渔业，并为宝贵的海洋环境提供新保护，实
现绿色脱欧。
自 1973 年以来，渔业法案将首次使英国能够控制谁可以、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在其水域
捕捞。
该草案还赋予英国权力，实施与欧盟及其他沿海国家谈判达成的新协议，并在未来更
有效和可持续地管理渔业。
法案的核心，是通过以下途径，帮助实现英国政府在 25 年环境计划中提出的可持续捕
捞和海洋保护的承诺：


控制准入 - 通过结束目前欧盟船只在英国水域捕捞的自动权利。将来，在英国
水域捕获鱼类是一个谈判问题，英国将决定条款 - 外国船只必须遵守条款规
则。



设置捕捞机会 - 通过提议的权利，确保英国可以设定自己捕捞配额和海上天
数，这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沿海国家进行谈判。目前，英国政府将向权利下放政
府咨询。



保护海洋环境 - 确保采取战略性渔业管理决策，以造福整个海洋环境。该法案
将权力扩大到海洋管理组织和权力下放的行政当局，以保护英国海洋。

该法案还赋予改革渔业规则的权力。为确保法律的连续性，欧盟（退出）法要将共同
渔业政策（CFP）条例转变为英国法律。该法案允许政府修订渔业立法，以迅速回应科
学建议和创新 - 这是 CFP 未能做到的事情，并履行英国的国际义务。
此外，渔业法案引入了在英国制定新计划的权力，以帮助抓住英国退欧的机会，包
括：


一项新计划，以帮助渔业遵守上岸职责，以结束鱼类丢弃浪费，以及



有权投标额外的英国配额。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政府宣布减少食物浪费行动 Action to reduce food waste announced
[Defra，10 月 1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宣布，政府将设立一个
减少食物浪费的试验计划。
该计划将得到额外拨款 1500 万英镑的支
持，用于解决食物浪费问题。
目前，每年从零售商和食品制造商处重新
分配大约 43,000 吨剩余食品。据估计，另
外还有 10 万吨食物 - 相当于每年 2.5 亿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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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 还可食用，且随时可用，却未被食用。相反，这些食物目前被送去作为废物通过
厌氧消化产生能量，或变成动物饲料。
新计划将专门针对零售商和加工厂的剩余食品。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 英国的食物浪
费每年总计 1020 万吨，其中 180 万吨来自食品加工业，100 万吨来自酒店业，26 万吨
来自零售业，其余来自家庭。采取进一步行动，从所有源头减少食物浪费，是 Defra
资源和废物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出台。
Defra 正在进行布置工作，改进关于食物浪费的证据基础，包括了解没有重新分配更多
剩余食物的原因。这项工作将为新计划的设计提供信息，确保以最有效的方式减少食
物浪费。
为了大幅减少整个国家的食物浪费，去年 12 月，英国宣布了 50 万英镑“减少食物垃圾
基金”，新计划是对此基金的跟进。
今年 7 月，“减少食物浪费基金”宣布了全国八个慈善机构获得支助，资金将为这些机
构扩展其重要工作提供所需的基本资源，并将进一步为新计划的发展提供资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外援以创新方案打击野生动物犯罪 UK aid tackles wildlife crime with
innovative solutions
[DFID，10 月 7 日] 英国国际发展部
（DFID）推出了一项重大举措，将再提供
600 万英镑，用于寻找打击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IWT）的新方法，保护世界上最大
的一些标志性物种与濒危物种，其中包括
犀牛、大象和穿山甲。
这一新举措得到大力支持，首相为 10 月
11 日至 12 日在伦敦举行的打击“非法野生
动物贸易”会议开幕，这是关于这一主题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
义。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造成物种濒临灭绝，助长腐败，威胁社会的稳定和基本安全。
IWT 挑战基金这一额外新资金，将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管理，通过支
持能为社会带来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活动，帮助维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跨境的“绿色走
廊”。
英国的援助正在创造可持续、替代性就业机会，并与弱势社群合作。例如，将旅游业
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通过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打击非法贸易。
自 2014 年以来，Defra 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挑战基金，一直在支持世界各地打击非法
野生动物贸易的一系列项目，包括处理驱动非法贸易需求的各种因素，以及支持采取
各种行动，改善法律实施、将罪犯绳之以法、并为参与非法贸易的人提供替代工作。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挑战基金还支持动员私营部门的项目，因为这些部门对推动经济增
长和增加经济机会（例如，既保护野生动物又能减少贫困的自然旅游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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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IWT）挑战基金
IWT 挑战基金，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 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
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
系统，可持续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
失），目标 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借助 IWT 挑战基金，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为 18 个项目提供了 1850 万英镑的资金，
通过解决减少需求、加强执法和刑事司法、以及提供替代生计，来打击非法野生动物
贸易。其中包括今年 7 月宣布的 14 个新挑战基金项目的 450 万英镑：
IWT 挑战基金通过以下操作支持寻求解决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项目：


可持续生计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支持为从事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人提供其它
生活途径；鼓励以社区为主导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包括保留当地社区的福利；
并解决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挑战。



加强执法，特别是：解决腐败问题；加强防止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获取的非法
资金流动的能力；并提高主要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执法和边境管
制。



确保有效的法律框架，特别是通过以下方式：努力确保其他政府制定有效的立
法；改善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案件的司法起诉程序；并确保对非法野生动物贸
易有严厉的处罚。



通过以下方式减少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产品的需求：使用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
来减少对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产品的需求；与企业合作，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产
品排除在供应链之外；建立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国际反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大会在伦敦召开，50 多国承诺保护濒危种 IWT
Conference 2018: Declaration commits over 50 countries to action for
endangered species
[Defra, 10 月 12] 由英国政府主办，
10 月 11-12 为期两天的大会，召集
了来自 70 多个国家，以及多个慈善
机构和保护团体的代表，他们聚集
在一起，寻找针对最具暴利的严重
有组织犯罪之一 - 非法野生动物贸
易的集体解决办法。
已有 50 多个国家支持 2018 年伦敦
宣言，承诺采取行动，保护全球濒
危物种。并预计会有更多国家签
署。
除了高级别的国际协议之外，一些国家还将做出具体承诺保证杜绝邪恶的非法贸易。
这些将在未来数周和数月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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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还获得私营部门的重大承诺。在会议前夕，剑桥公爵还召集全球性金融组
织，共同宣布他们“将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促成或容许从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和相关
腐败中获得的资金流动”。野生动物金融工作组汇集了来自 30 家世界级银行和金融机
构的代表，如渣打银行，汇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城市集团，以及包括野生动植
物贸易监测网络 TRAFFIC 和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 RUSI 在内的代理机构和监管机构。
而且，已有 100 家旅行与旅游观光公司签署了世界旅行和旅游观光理事会（WTTC）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努力实现一个共同目标：为超过 10 亿的旅行者提供有关打击野
生动植物交易教育。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投入 3 千万英镑帮助农民提升生产力£30 million commitment to help
farmers boost productivity
[Defra，10 月 11 日]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报道，政府承诺投入
3000 万英镑用于支持农村生产力小额赠款计划（CPSGS），帮助农民购买他们促进生
产力和提高产量所需要的设备。
第一轮小额赠款资金，已于今年 2 月启动，政府持续向申请的农民提供 1500 多万英镑
的资金购买新工具。
下一个申请窗口将于 2019 年初开放，超过 3000 万英镑可用于为农民提供未来资助。
将包括牛、羊、猪饲养户专用设备，以及种植农户的精准农业和资源管理设备。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
英国是农业和技术人才方面的世界领先者，因此我们蓬勃发展的农业技术部门有真正
的机会。利用技术使勤劳的英国农民变得更加高效和环保。
我们已经体验到投资农业技术的回报，今天确认，将为农民购买高科技设备，提供另
外大约 3000 万英镑的资金。我们知道，通过采用技术 - 例如水果成熟光谱仪或产犊探
测器，农场企业可以变得更加高效、高产和可持续。
根据行业反馈意见，第二轮有资格获得资助的设备清单中，增加了一些新项目，其中
包括水果成熟光谱仪和用于计算作物施肥量的氮测量装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用咖啡废弃物发电 Transforming coffee waste into electricity
[BBSRC, 10 月 15 日] 英国生物技术
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
报道, 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的一项研究，可望将咖啡生
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废物转变成电
力。
Claudio Avignone Rossa 博士及其团
队发现，出现在一个污水处理厂的
微生物群落，可能是降解对环境造
5

成极大破坏的咖啡废物的关键。此微生物分解垃圾时，所产生的能量可以作为小电流
收集，足以点亮一个灯泡。这种称为微生物燃料电池的装置，以前从没有被用于处理
咖啡废物。
咖啡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是一个巨大的全球问题。每年全世界生产 95 亿公斤咖
啡，而每生产 1 公斤速溶咖啡，产生大约 2 公斤液体垃圾。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
殊问题，这些国家并不总是有处理这种废物的基础设施，因此它最终会进入水道，造
成污染。
新设备可以通过分解咖啡废物中的污染性化合物，使其不再对环境有害。 而且，该设
备简单、便宜，可以建造和安装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世界第三大咖啡生产国哥伦比亚
等）的家庭小型咖啡农场。哥伦比亚的一个咖啡农民合作社已表示有兴趣使用这些设
备。
除了防止环境污染，微生物燃料电池还可以帮助缓解供水的巨大压力。咖啡生产需要
大量的水。生产一杯咖啡，需要大约 140 升水，其中很大一部分作为废水排放。 在哥
伦比亚，许多咖啡农场远离主要水源，因此很难获得所需的水量。燃料电池可以帮助
咖啡农民清洁废水，重复使用，减少所需的新水量。
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咖啡消费在欧洲。研究人员希望，如果他们的设备在哥伦比亚
使用成功，也许能够吸引欧洲一些大型咖啡公司感兴趣，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其废
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兽医资源中心，完善动物用药最佳实践计划 NOAH launches
Veterinary Resource Centre as part of Animal Medicines Best Practice
Programme
[NOAH, 10 月 19 日] 英国国家动物健康
办公室（NOAH）报道，10 月 19 日，在
2018 年的英国牛兽医协会（British Cattle
Veterinary Association，BCVA）年会上，
NOAH 推出了动物药物最佳实践 (AMB)
计划的下一期。该计划目前能够为兽医提
供资源，使其与农民客户合作，支持在整
个英国农场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这是对
今年 7 月在上议院成功推出该计划为奶
牛、肉牛，羊和猪生产者设计的农民电子
学习门户网站的进一步发展。
AMBP 计划目前允许兽医查阅新资源，例如演示文稿和工作手册，使他们能够为客户
提供面对面培训。有助于在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方法。兽医可以
为农民提供签名的培训证书，可以作为红色拖拉机评估的记录。
NOAH 与来自整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工作组（包括兽医、农民、农业联合药物负责任
使用联盟（RUMA）、兽医药业局（VMD）、英国零售联盟（BRC）和著名学者），
合作领导了 AMBP 项目的开发，为所有在羊、乳制品、牛肉、和养猪业工作的人们，
创建一个强大且可靠的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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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旨在强化对抗菌素耐药性（AMR）的意识、知识和理解，并在使用抗生素方面，
帮助英国整个行业以一致的方式推动最佳实践。
食品供应链明确要求进行适当的培训，该计划提供的材料将满足供应链和农场认证的
要求，例如“红色拖拉机”认证的推荐。
NOAH 主席，Gaynor Hillier 说：“今年夏季早期农民培训计划的成功启动，已经显示
出了这种培训资源的价值，我们很高兴能够在提供利用这种资源上起引领作用。新的
兽医培训材料将使兽医能够与其客户合作，帮助整个行业培养协调一致的方法。这种
协作、跨部门的培训策略，将支持农民和兽医展示我们的农民具有负责任地使用抗生
素的技能，为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保证。NOAH 很高兴能够在农业部门现有抗生
素管理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因为确保最佳实践，保障抗生素的未来功效，对我
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诊断试剂盒可检出一日龄犊牛副结核病 Diagnostic kit finds Johne’s in
day-old calf
[FW, 10 月 15 日] 据 10 月 15 日农
民周刊报道，一种鉴定特定致病
细菌 - 鸟分枝杆菌副结核
（MAP）的约尼氏检测试剂盒，
可以大大缩短诊断小牛犊副结核
阳性的时间。
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日龄
小牛的血液中首次检测到这种疾
病。
在 10 月 15 日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兽医实验室诊断学会议上，研究人员指出，不同于
目前广泛使用的抗原或抗体测试那样，检测感染和免疫反应的迹象，约尼氏检测试剂
盒应用噬菌体测试，鉴别白细胞中的 MAP 细菌。
这使得能够在更幼小的动物中进行检测，在对来自三个农场的牛犊进行检测 MAP 试
验中，有 75％的案例，比粪便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至少早四周检测出 MAP。
这项技术由诺丁汉大学开发并获得专利，与 PBD Biotech 联合注册。
诺丁汉大学微生物学副教授 Cath Rees 表示，该测试目前每次测试成本可能在 30 英镑
到 40 英镑之间，但随着在未来 6 到 12 个月内测试在大型商业实验室推出，成本将会
下降。
“目前它与伽马干扰素测试的成本差不多，然而目前一切都是由人工操作完成，如果
推向商业实验室时，使用机器人加速流程，将降低成本”。她在接受农民周刊采访时
说。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苏格兰确认一起牛海绵状脑病 Confirmed case of BSE in Scotland
[Defra, 10 月 18 日]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 10 月 18 日报道，苏格兰政府
确认在阿伯丁(Aberdeen) 的一个农场发现一例牛海绵状脑病（B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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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病例是在对死牲畜进行常规监测期间发现。检出的牲畜没有进入食物链，对食品安
全或人类健康没有威胁。
近年来，偶尔出现的牛海绵状脑病（BSE）病例，都得到了控制和安全隔离。最近一
次出现是在 2015 年。
英国首席兽医官以及动植物卫生署（APHA）发言人重申，对人类健康不存在风险，
并且严格的保护措施仍然存在。
英国首席兽医官 Christine Middlemiss 说：“虽然现在判断此牲畜是如何受到感染还为
时过早，但这次发现表明，监测系统正在发挥作用。正如已经明确指出的那样，没有
在英国任何地方构成食品安全或人类健康的风险。”
动植物卫生署发言人说：“此案例是在对兽龄 48 个月以上的死亡牲畜进行常规监测时
发现的。该牲畜没有进行屠宰，也没有进入食物链。”
“我们对牛海绵状脑病构成的威胁始终保持警惕，保护公众和动物健康的关键控制措施
将继续有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多位部长与跨国公司商谈农业技术投资 Ministers host agri-tech
discussions with key global investors
[DIT，10 月 11 日] 据英国国际贸易部（DIT）报道，在 10 月 11 日，由国际贸易大臣
主持的圆桌会议上，全球农业技术领域的领导者讨论了进一步产业投资的机会。
这次由商业、能源及产业策略部（BEIS)，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和国际
发展部（DFID）的部长参加的圆桌会议，有助于实现英国农业技术产业海外投资的进
一步增长。部长们重申致力于确保英国成为农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领
导者。
圆桌会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举行，是政府圆桌会议系列投资中的第四次，旨在向全
球宣传英国各行业的机会，在英国即将离开欧盟之际，推动各国对英进行直接投资。
部长们与来自全行业不同公司高级主管们讨论了政府对英国农业技术部门的战略愿
景，这些公司在英国共有 10,000 名员工。
参加圆桌会的公司包括 AGCO，奥特奇，巴斯夫，拜耳作物科学，Calysta，益农
Elanco，海洋收获，MSD，先正达，Vitacress 和硕腾 Zoetis。
英国农业部门雇佣了约 50 万人，为更广泛的农业食品供应链做出贡献 - 2017 年，英国
农业食品业价值 1120 亿英镑，雇用 400 万人。
本次圆桌会的召开恰逢其时，英国希望通过确保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安全，健康，
营养的食品，为未来全球粮食安全和国际发展作出贡献，政府正在为此目的与农业技
术部门接触和磋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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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聚焦前沿创新领域 UK sets to showcase
cutting-edge innovation a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英国驻华大使馆, 10 月 15 日] 英国政府代表团将参加于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进博会），并聚焦前沿创新领域。英国很荣幸成为进博会主宾国之一，也
希望能借此机会与中国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展示英国蓬勃发展的多样前沿技
术。
进博会由中国政府举办，将于 11 月 5-10 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有超过
2000 家参展商和超过 15 万名参观者参会。
在进博会上，英国将其最好的一面带给中国，并向公众展示英国在各领域的专业知
识。进博会英国国家馆将集中展现来自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


医疗和生命科学



金融和专业服务



教育



创意产业



消费品



食品和农业产品



航空航天



汽车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

不仅在英国馆内，捷豹路虎、英国航空公司、阿斯利康、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和德龙伍德等英国公司，也会在进博会上设置展台。
英国馆的主题是“非凡创新在英国”。在馆内，观众可以领略到各合作伙伴带来的尖端
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技术。
展示英国最先进的技术


Hypervsn 将展示 3D 全息成像墙



Inde 将展示新一代的 AR 镜子，让用户可以与最伟大的动画角色见面，互动，
甚至合影



Inition 的新兴 VR 技术可以带领观众踏上 360 度全方位的 3D 视频和音频之旅，
将其置身于盛大的管弦乐队表演“现场”



最前沿的软件公司之一 Engage 将展示他们的 CoCreate 交互式软件平台，通过
运用大型触摸屏应用程序，将内容展示、注释和操作汇总到整个触摸界面，使
协同办公协作提升到新的高度

为中国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搭建与英国公司联系的独特平台
英国馆不仅展示英国最先进的技术，还将为中国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搭建与英国公
司联系的独特平台。进博会期间，英国还将举办一系列包括意见领袖主旨演讲，产品
展示与商业研讨会等活动，探索英中两国如何携手努力促进两国贸易关系发展。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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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将以创新为主题，聚焦医疗卫生，金融与专业服务，教育，体育，能源与创意产
业。除此之外，Cambridge Consultants 公司将举办一场开创性的人工智能主题活动，
展示英国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
加强和深化英中两国在黄金时代的长期合作
进博会为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英中两国在黄金时代的长期合作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中国
是英国在欧洲和北美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英中贸易关系不断壮大：2017
年，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 675 亿英镑，比 2016 年增长 15％，同时
2017 年英国对华出口增长 28.5％达到 223 亿英镑。
英国驻华贸易公使彭雅贤（Richard Burn）表示：
英国很高兴能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进博会英国馆将展示英国如何利用其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服务，以支持中国
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应对来自国内和全球的挑战。
英国馆将成为中国企业、投资者和消费者与英国公司搭建联系的独特平台。
进博会展现了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增进贸易，并鼓励中国消费者及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采购商品和服务的期望。
英国是实现这些目标的理想合作伙伴：英国的企业，机构和人力资本被公认为世界范
围内的领导者，而这些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了英中两国的利益，双方
通力合作，实现贸易增长，现在恰逢其时。
在特雷莎·梅首相今年 2 月访华期间，英中两国在教育、技术、先进制造和金融服务等
各领域达成了超过 90 亿英镑协议。
进博会为英国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让英国与中国在已取得的成就为基础，在黄金时
代深化长期合作关系。
转自英国政府网站

需求驱动，三文鱼生产首次超过 10 亿英镑 Salmon production rides wave
of demand to pass £1 billion for first time
[The Times, 10 月 16 日] 由于美国、法国
和中国对三文鱼的需求增加，苏格兰养
鱼场生产的三文鱼，去年首次价值超过
10 亿英镑，增长了 37％。
由苏格兰海洋科学委员会为苏格兰政府
做的苏格兰养鱼场生产调查表明，去年
生产大西洋三文鱼 189,707 吨，价值
10.5 亿英镑。
这是 2016 年产量 162,817 吨，价值
7.652 亿英镑基础上的急剧增长。褐鳟鱼生产是增长最快者之一，增长了 49％，达到
61 吨。
根据苏格兰三文鱼生产者组织（SSPO）的数据，三文鱼销往全球 50 个国家，出口额
增加到 6 亿英镑，比去年增加了 35％。根据食品和饮料联合会的统计，三文鱼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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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饮料出口中仅次于威士忌。根据苏格兰政府的最近数据，2016 年威士忌出口额
达到 40 亿英镑。
SSPO 数据显示，美国是苏格兰三文鱼出口的最大市场，去年占 1.93 亿英镑，其次是
法国 1.88 亿英镑，中国 6900 万英镑。
苏格兰高地和岛屿企业（HIE）组织对三文鱼产品的需求增加表示欢迎，并指出三文鱼
养殖及其供应链支持相当于 10,000 个全职工作，并为苏格兰一些最偏远的地区提供了
就业机会。
SSPO 主席吉尔平·布拉德利（Gilpin Bradley）表示，这些数字“让我们对该行业未
来几年的可持续增长充满信心”。然而，他警告说，由于 2017 年秋季海温升高对应该
在今年收获的鱼类影响，预计今年的生产水平将下降。在更高的温度下，会生长更多
的细菌，损害鱼鳃的健康。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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