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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政府承诺 30 亿英镑支持农民 Farmers’ £3 billion support confirmed in 

time for 2020 
[HM Treasury，12 月 30 日] 英国财政大臣

萨吉德·贾维德（Sajid Javid）宣布，2020

年将投入近 30 亿英镑，支持英国农民和推

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贾维德证实，一旦英国离开欧盟，这笔资

金将用于支持农民，使他们能够筹划未

来，放心地耕田种地，牧羊放牛。 

英国将退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的

直接支付计划，该计划在 2020 年为全欧洲

的农民提供补贴。在英国，这个计划将由基于公共资金用于公共物品的新系统取代。 

政府的这笔现金注入将为 2020 年的直接付款提供资金，继续保持与 2019 年相同的水

平，并补充农民截止到 2023 年将获得的用于发展项目的剩余欧盟资金，政府将保证本

届议会每年向农民的年度预算。 

自“支出回合”以来，已拨款 2.066 亿英镑，支持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部门，新资金是

在此基础上的额外补充。 

CAP 是一项欧盟政策，旨在为成员国的农民提供财政支持。直接支付计划是 CAP 支出

的主要部分，根据管理土地面积向农民提供补贴。 

本次宣布的资金将与往年一样，从 2020 年后期开始提供。 

因此，英国政府将提供 28.52 亿英镑的支持，补充剩余的欧盟资金，并为 2019 年提供

直接付款的总资金。这将为农村经济提供确定性。 

资金将分配在两个财政年度。 2020/21 年英国每个权力下放政府的拨款为： 

• 17.51 亿英镑，用于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 苏格兰政府将得到拨款 4.49 亿英镑 

• 威尔士政府 2.31 亿英镑 

• 北爱尔兰政府 2.79 亿英镑 

2021/22 年度为： 

• 9200 万英镑，用于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 苏格兰政府 2400 万英镑 

• 威尔士政府 1200 万英镑 

• 北爱尔兰政府 1500 万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armers-3-billion-support-confirmed-in-time-for-202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armers-3-billion-support-confirmed-in-time-fo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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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法案促进环境保护和粮食生产 Agriculture Bill to boost environment 

and food production 

[Defra, 1 月 16 日] 英国推出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农业立法，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提

高生产力，并奖励农业领域的环境改

善。 

《农业法草案》的出台，标志着向农民

得到适当的支持，更创新地耕作并保护

未来的环境，更近了一步。 

在多年执行欧盟对农民的低效和过度官

僚主义政策之后，这次推出的划时代意

义的立法将为农业行业提供动力。 

新法案列出了英格兰的农民和土地管理者未来将如何通过所提供的 “公共利益”（ 例如

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提高动物福利标准，改善进入乡村的条件或减少洪水的措施）

获得公共资金奖励。 这将有助于政府致力于在 2050 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同时

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率。 

新法规将取代当前的直接付款补贴制度 – 即按耕种的土地面积，资金集中付给最大的

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付给提供特别公共利益的农民。 

相反，新措施将为英国农业提供更美好的未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用于粮食生产和

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力。 

法案中提出的改革得到竞选宣言承诺的支持，宣言承诺在本届议会期间，将年度总体

农业支持资金维持在当前水平。 

环境大臣特蕾莎·维利尔斯（Theresa Villiers）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业法案将

改变英国的农耕方式，实现粮食生产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为英国农村和农业社区的未

来保驾护航。 

这是多年来最重要的环境改革之一，奖励农民为保护我们的环境、帮助我们实现气候

变化的关键目标、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所做的工作。 

我们将摆脱欧盟官僚主义的‘共同农业政策’，朝着更加公平的制度迈进，奖励为提供了

公共物品辛勤工作的农民，庆祝他们领先世界的环境工作和创新的现代食品生产方

法。 

我们将继续支持英国产品，并在七年的过渡期中支持农民适应新的农业开拓方式，确

保释放农民的未来潜力。” 

新法案通过提高从农场到餐桌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并通过投资于新技术和研究

以确保英国世界闻名的食品生产商保持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来拥护英国食品。 

投资粮食生产的基础，例如清洁的空气、土壤、和水，将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而且

新法案将合法地要求任何英国政府就粮食安全定期向议会报告。 

通过收集来自整个供应链的数据，政府还将帮助食品生产商加强其在农场交货价的谈

判地位，并寻求更公平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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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提高生产力和环境效益上投入更多经费，直接付款将在农业过渡期内逐步淘

汰，过渡期将于 2021 年开始，为期 7 年。 

目前，按欧盟法律的要求，“直接付款” 要求与耕种的土地“挂钩”，在农业转型的后

期，政府计划将其“脱钩”。这将使农民有更大的灵活性来计划自己的未来，因为农民

可以将这些款项用于投资其生意、使业务活动多样化、或帮助新人进入行业。 

对于刚接触环境工作或希望在未来环境土地管理（ELM）计划下有更多作为的农民，

过渡期也会让他们有时间了解新计划如何能最好的适合其农场。 

政府宣布，2020 年可用于直接付款的资金将与 2019 年相同，并向议会提出了《直接向

农民付款（立法连续性）草案》，以使政府能够在 2020 年计划年度向农民“直接付

款”，为农民和粮食生产者带来深受欢迎的确定性。 

在接下来的几年本届政府治理期，政府致力于在过渡到新制度之前，每年为农民提供

与当前相当的预算，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并逐步取消直接支付，以奖励提供“公共物

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杂草除草剂抗性可导致英国每年损失 10 亿英镑 Herbicide resistant weed 

could cost UK £1 billion a year 
[Rothamsted Research，12 月 23 日] 英

国洛桑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帮助确定了

大穗看麦娘 (英国俗称为黑草， Black 

grass) 对除草剂抗性的经济数据。黑

草是一种农田杂草，在不断造成全英

国的冬小麦产量的减少。 

对除草剂有抗性的黑草被认为是“西

欧经济影响最大的杂草”，每年给英

国经济造成近 4亿英镑或 80 万吨的收

成损失，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潜在影响。 

这项发表在《自然·可持续性》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模型，该模型帮助

量化了这一具抗性杂草的经济成本，及其在各种耕作情景下对产量的影响。 

最坏的情况是，所有田间都有很高比例的抗药性黑草，每年可能造成 340万吨的小麦

产量损失，经济损失达 10 亿英镑。 

该模型由伦敦动物学会根据洛桑研究所进行的抗药性试验研究机构建。 

模拟估计，由于抗除草剂黑草的存在，英国目前每年损失 82万吨小麦（约占国内小麦

消费量的 5％）。英国每年为此付出的代价 3.8亿英镑。 

黑草是一种本土的一年生杂草，田间大量的黑草侵扰会迫使农民放弃种植冬小麦 - 这

个英国的主要谷类作物。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使用除草剂来解决黑草问题， 但是在英格兰的许多地区，这种农田

杂草现在对除草剂有了抗性。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agriculture-bill-to-boost-environment-and-food-produc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agriculture-bill-to-boost-environment-and-food-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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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全世界每年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有四百万吨。已知有 253种杂草对除草剂有抗性，

与已知的人类抗药性的经济成本（高达数万亿美元）不同，严重缺乏对农业外源物

（例如抗真菌药，杀虫剂）抗性成本的估计。 

除草剂的过度使用会导致水质变差，野生植物多样性丧失，并间接损害依赖植物的无

脊椎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生物多样性。 

由于小麦是面包和面食等许多家庭基本食物的主要成分，任何增加的成本费用，最终

可能会由消费者承担，因此黑草问题应被视为影响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全国性问题。 

行业管理到目前为止的推荐，是建议使用混合除草剂，以防止向“具体的个别的”抗

药性演变。但令人震惊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实际上将抵抗的类型改变为

更全面的抵抗–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抵抗植物从未接触过的化学物质。 

草甘膦现在是黑草尚未发展出抗药性的少数除草剂之一，农民现在依靠反复施用它来

控制黑草。 但是，洛桑研究所近期研究的证据表明，杂草对草甘膦的抗药性也在不断

进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两大农业机构联手创建国家农业知识服务联合体 ADAS and SRUC 

join forces: Joint venture to create UK nation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ervice 
 [ADAS，1 月 3 日] 英国将建一个新的

数字平台，向农村和食品部门提供独立

来源的知识、专门技能、工具、和服

务。 借此，整个英国的农业企业将有更

多机会获得世界领先的研究和创新支持

的最新独立建议。这个新项目将在 2020

年春季启动。 

这项新服务是苏格兰乡村学院 (SRUC)

与 ADAS 的新合作联合体下的第一个项目。SRUC 和 ADAS 将集中他们来自苏格兰和

英格兰的应用性研究的专业知识，为农民、种植者、和所有农业企业提供全国性农业

和农村知识服务。 

通过联合体，新的和已有的合作伙伴将能够利用 ADAS 和 SRUC 的专家，其中包括

SAC 咨询公司及其专业顾问和诊断服务，以及教育和培训课程。 联合体还将成为开展

更多合作研究的平台。 

联合体将涉及的领域包括：农业和气候变化；土壤健康、支持政策制定的综合证据；

数据、生态模型、和基因组学；可持续饮食和粮食生产系统；动物福利；可持续的粮

食供应。 

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先事项之一是启动上文所述的数字平台。 

ADAS 拥有 400 名员工，遍布英格兰和威尔士，涵盖 60 个专门领域。 SRUC 在苏格兰

和英格兰北部设有 24 个办事处，通过 SAC 咨询公司在土壤营养、畜牧和农学、食品

品牌和营销、以及分析测试方面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herbicide-resistant-weed-could-cost-uk-%C2%A31-billion-year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herbicide-resistant-weed-could-cost-uk-%C2%A31-billion-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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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 成立于 75 年前, 长期以来一直具有创新思维，在许多行业和公共部门服务领域

开展国家和国际项目; SRUC 在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在苏格兰乡村经济中占有中心地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技企业筹 230 万英镑发展垂直农业 UK agri-tech firm raises £2.3m 

to advance vertical farms 
[FarmingUK，1 月 9 日] 随着对垂直农业技术

的需求持续增长，英国农业科技公司 LettUs 

Grow 已筹集了 230万英镑的种子资金。 

这家总部位于布里斯托尔的公司,在 Longwall 

Venture Partners LLP 领导的一轮投资中筹

集了大量资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指出，

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对传统粮食

生产方法造成严重的潜在风险。 

报告明确表明，风险程度将取决于生产、技术发展、和土地管理的进展方式。 

LettUs Grow 的成立，旨在减轻农业带来的这些风险，并减轻新鲜农产品种植对环境的

影响。 

该公司为温室和垂直农场设计了一种室内耕作系统，以解决全球粮食安全和可持续性

问题。目前正在申请专利。 

这些室内农场不需要肥沃的土地来经营，使用零农药，并提供“一致、可预测、且具

有气候适应性的全年食物供应”。 

该公司主要提供两个核心产品：新颖的气培系统和称为 Ostara 的集成农场管理软件。 

使用该系统与目前的垂直耕作方法（例如水培法）相比，多种作物的生长率都超过

70％。 

Ostara 自动控制整个室内农场，同时收集有关植物的数据，监督对作物生长的投入，

并使农民可以从种子开始一直到销售，追溯农作物，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LettUsGrow 在 2019年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室内气培植物生长设施之一。  

现在，这项投资将使该公司能够建立第二个气培研究中心，扩展现有技术并加速新产

品线的上市。 

LettUs Grow 的联合创始人查理·盖（Charlie Guy）说：“这项投资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平台，可以在 2020年真正加速发展，并向全国各地的农民扩大交付我们这一改变游

戏规则的技术。 

“大家看到世界各地对新技术的需求不断增长，新技术能够帮助农民的种植方式减轻

气候变化和日益增加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adas.uk/News/adas-and-sruc-join-forces-on-new-digital-platform
https://www.adas.uk/News/adas-and-sruc-join-forces-on-new-digital-platform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agri-tech-firm-raises-2-3m-to-advance-vertical-farms_54718.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agri-tech-firm-raises-2-3m-to-advance-vertical-farms_54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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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推出作物智能管理软件 New smart crop management software to 

launch in UK 
[FarmingUK，1 月 9 日] 英国即将推出一个功

能强大的新软件包以简化从播种到收获的农艺

决策。 

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公司 xarvio，开发了软件田

间管理 Field Manager，应用当地天气、卫星

和其他第三方数据，模拟特定作物和品种的生

长、病害和虫害发展。 

该软件旨在提供有效和可持续的作物管理，使

每个田间区域充分利用。 

种植者可以随时查看田间状态，获得田间特定的种植建议，并下载一系列田间特定区

域包括肥料和农作物保护产品在内的各种投入的施用地图。 

该软件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田间监测器使用当前和历史卫星数据生成的生物量图来

跟踪和预测作物的生长。 

它可以绘制有关营养、作物保护、生长调节剂、和土壤状况方面的田间区域图。 

喷洒定时器（Spray Timer）推荐使用作物保护剂的最佳时机。它提供作物的生长期和

病虫害风险的概观，并在风险状态发生变化时提醒用户。 

农场现场观察可用于优化预测和建议。 

最后一部分是区域喷洒（Zone Spray），它提供特定的田间区域剂量建议，以确保操作

员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数量的产品，施加到需要的地方。 

它目前具有为 T2自动生成可变量图像的功能，并且与所有标准终端兼容，用映射加载

到 USB闪存驱动器上。 

使用 MyJohnDeere 和 Agrirouter 的用户，可以将这些地图无线发送到他们的终端使用

器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如果大西洋环流崩溃，英国作物生产将剧降 UK crop production 'will fall 

dramatically' if Atlantic circulation collapses 
[FarmingUK，1 月 14 日] 一项新的研究称，如

果气候变化导致大西洋海流模式崩溃，那么英

国的农作物产量将急剧下降。 

大西洋子午线翻转环流（AMOC）从热带带来

热量，使英国变得比较温暖和湿润。 

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科学家

表明，尽管英国变暖有望提高粮食产量，但如

果 AMOC 崩溃，不仅会抵消这些收益，而且会

导致全国范围“耕种农业广泛被迫停止”。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new-smart-crop-management-software-to-launch-in-uk_5472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new-smart-crop-management-software-to-launch-in-uk_547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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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发表在《自然·食品》杂志上的研究称，这种崩溃是气候变化的“临界点”，它

将使英国变冷变干旱，不适宜许多农作物生长。 

主要问题将是降雨量减少。尽管可以利用灌溉，但水量和费用“看起来是高得无法承

受”。 

尽管即将发生 AMOC 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去年联合国气候科学报告指出，到 2300

年，如果不削减排放，其崩溃是“有可能”，但如果减少排放，其崩溃的可能性就会

更小。 

埃克塞特大学的保罗·里奇（Paul Ritchie）博士说：“如果 AMOC 崩溃，由于气候变

化，我们预计将看到比目前预期更加巨烈的变化。” 

“这种崩溃将逆转造成英国变暖的影响，使平均气温下降 3.4°C，并导致降雨量大幅

减少（生长季节减少 123mm）。 

“这些变化，特别是干旱，可能会使大多数土地不适合耕种。” 

该研究考察了 AMOC 的“快速和早期”崩溃，尽管在过去 50 年中 AMOC 估计弱化了

15％，目前认为 AMOC 崩溃是“低概率”。 

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所长蒂姆·莱顿（Tim Lenton）教授说，计算风险时必须

考虑最坏的情况。 

他说：“即使达到这样的临界点，任何风险评估都需要处理好如果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

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即使这是一个低概率事件。这项详细研究的目的是发现 AMOC 崩

溃的影响有多么严重。” 

莱顿教授说，这项研究强化了这样的信息：“我们立即采取行动是明智的，可以将气

候临界点的风险降到最低。” 

种植农作物通常比用土地作为牧场饲养牲畜更有利润，但英国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

都不适合耕种农业。 

埃克塞特大学的土地、环境、经济、和政策研究所的伊恩·贝特曼（Ian Bateman）教授

说：“由于 AMOC 崩溃，适合耕作的土地面积预计将从 32％下降至 7％，我们可能会

看到农业产值的大幅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估计每年将减少 3.46 亿英镑 - 英国农业的净值减少 10％以

上。” 

在谈到对适度变暖将促进英国农业生产的预期时，他补充说：“重要的是要注意，随

着进口成本急剧上升和大多数商品的成本上升，对英国及其他地区的广泛影响将是非

常不利的。” 

该研究的重点是农业，但 AMOC 崩溃以及由此导致的温度下降，可能会给英国带来许

多其他方面经济成本。 

AMOC 是英国平均温度高于许多纬度相似的其它地方的原因之一。例如，莫斯科和阿

拉斯加南部顶端地区比爱丁堡更南。 

这项研究与欧洲环境署的一份报告的结论一致。欧洲环境署的报告强调了由于干旱增

加和降雨增加，到 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使农业价值减少 16％。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crop-production-will-fall-dramatically-if-atlantic-circulation-collapses_54745.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crop-production-will-fall-dramatically-if-atlantic-circulation-collapses_54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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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2020 前瞻：世界供应链出现问题，英国猪业或可获利 Outlook 2020: UK 

pork could gain from world supply problems 
[FW，12 月 28 日] 英国安德森农场

商业顾问公司的哈里·巴特（Harry 

Batt）分析，在养猪业不寻常的这几

年中，非洲猪瘟（ASF）成了焦

点，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为英国生

产商带来新的机会。 

非洲猪瘟使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生猪

的中国失去了全国 40％的猪，对亚

洲和东欧的猪业造成的破坏，还没

有很快结束的迹象。 

巴特说，由于对控制和根除该病的持续不确定性，可能会阻止生猪养殖场补充存栏，

这反过来可能使猪肉短缺多年，并导致全球价格上涨。 

他说：“这为英国猪肉产业在国内和国际上创造了机会。” 

对 2020 年主要建议 

 继续寻找提高生产力的方法，并意识到未来的融资机会。 

 审查扩展计划，以利用市场机会。对于任何投资，请考虑：长期业务目

标；费用；回报；终端市场；劳工要求；利率、价格等变化的影响；所需

的其他标准（例如环境，福利）。 

 考虑利用将养猪与可耕地相结合的机会，以获得轮作休耕和有机物质收

益。 

 始终保持强有力的生物安全措施。 

目前，英国猪肉的自给率在 54-56％之间，每年出口约 28.4 万吨，相当于全国生产的

30％。 

巴特先生说：“鉴于猪行业潜在的盈利能力提升，许多英国生产商已经在审查扩大自己

的项目，以利用全球猪肉产量减少这一机会。” 

他说，对于国内市场，猪行业必须提高猪肉产品标签的清晰度，以使购物者更容易在

超市识别英国产品。 

限制成本 

尽管全球价格前景相对乐观，但巴特先生敦促生产商继续集中精力管理和控制成本。 

年初英国谷物价格下跌 20-30％，有助于缓解饲料成本压力，中美贸易障碍以及中国饲

料需求减少也有助于将大豆价格保持在 300 英镑/吨以下。 

他说：“由于饲料占猪肉生产成本的 55-60％，任何减少都会对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生

产者应努力确保在尽可能长的时段内获得目前低价格的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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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应依靠近年来取得的技术性能改进提高效率，不要因为饲料成本下降而使效率

下降。 

英国农业及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的数据显示，自 2018 年底以来，由于饲料转化率

提高（以及饲料价格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了 9 便士/千克，尽管该行业的所有部门生

产率都得到了提高。 

可待改进的空间 

尽管如此，巴特表示，在缩小顶级生产商和普通生产商之间的差距上，仍然存在改善

的空间。 

例如，目前，前 10％的户内和户外猪群，每年每头母猪生产的断奶仔猪数 32.2 头和

27.4 头，分别比平均值高 4.7 和 3.5。 

他说：“正是这种生产性能和细节水平，最后使企业在价格低迷时产生利润。” 

巴特先生表示，随着对提高整个农业生产率的关注，未来政府可能会支持帮助生产

者。 

他说，将实时信息和新技术与现有劳动力相结合；提高饲料效率；和给猪身体状况评

分，为提高养猪业的回报提供了特殊的空间。 

农民周刊的观点 

在抗生素管理日益加强的时代，管理猪的健康将继续成为 2020 年的首要主题。 

兽医和生产者因超过农业负责任药物使用联盟（RUMA）设定的目标而受到赞扬。去

年的使用量为 110mg / PCU（群体校正单位），而设定目标是 115.5mg / PCU。 

随着整个英国业界努力阻止非洲猪瘟（ASF）进入，生物安全也将仍然是一个重大问

题。 

中国为了控制非洲猪瘟对猪进行大规模扑杀，这一政策决定可能使全球 25％的猪被淘

汰出市场，引来了等待已久的猪价飙升。 

鉴于全球需求旺盛，英国养猪场的报告显示，较小和重量更轻的生猪被送去屠宰场宰

杀，猪搬运商准备在圣诞节加班。 

但是，无论系统如何，国内需求均保持稳定，从纯素食主义者和气候变化阵营发出的

声音令人担忧。 

户外生产商经过了 2019 年秋季潮湿天气的严峻考验，希望 2020 年的气候条件会好一

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会议及招聘信息 Conference Announcement 

招聘研究助理 Research Assistant/Associate 

University of Glasgow - 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lose date: 10th February 2020 

This post-doctoral position will provide knowledge exchange oversight to the MIDST project 

(http://www.czo.ac.cn) and has four core aims: 

https://www.fwi.co.uk/business/markets-and-trends/meat-prices/outlook-2020-uk-pork-could-gain-from-world-supply-problems
https://www.fwi.co.uk/business/markets-and-trends/meat-prices/outlook-2020-uk-pork-could-gain-from-world-supply-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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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research current knowledge and use of decision support tools (DSTs) in China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China; 

2. To extend the geographic and/or depth of KE survey work of farmers to county 

leaders carried out in the earlier projects to inform the design of DSTs; 

3. Use this understanding to inform the design of DSTs and the delivery of associated 

training workshops to be as well-suited for the Chinese context as possible; 

4. Aims 1-3 will help ensure effective translation of research outputs and KE outcomes 

from the MIDST and earlier NERC-China CZO projects.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International Veterinary Vaccinology Network Conference 2020 

时间：16th - 18th March 2020. 

地点：The Melia Hotel, Hanoi, Vietnam 

会议网址： https://www.intvetvaccnet.co.uk/events/annual-conference-2020 

垂直农业 2020 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tical Farming 

时间： 2020年4月7-8日 

地点：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城市校区举行。 

欢迎访问会议网站，获取更多会议信息:  https://vf2020.wixsite.com/nottingham  或 

https://www.ntu.ac.uk/vfconference2020   

会议邮箱: vfconference2020@ntu.ac.uk； zhonghua.bian@ntu.ac.uk  

 

18th International RAMIRAN Conference:                                         

Managing Organic Resourc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时间：  14-17 September 2020,  

地点：   Cambridge UK 

摘要截至日期：  1st  March 2020 

会议网站:   https://www.ramiran2020.org 

会议秘书处邮箱:   info@ramiran2020.org 

 
本期简讯由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英国秘书处编译。如有询问，请发邮件至

y.lu@uea.ac.uk；关于协作网更多资讯, 请登录: http://www.sainonline.org; 

如您不希望继续收到协作网秘书处（英国）的邮件， 请发邮件至 y.lu@uea.ac.uk，我

们会将您从寄送名单上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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