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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若无协议脱欧，英国将施加食品关税 Brexit: UK will apply food tariffs in 

case of no deal 

[BBC, 2 月 15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 承诺，如果发生无协议脱

欧，政府将对食品进口施加关税，为农民提供“具体和强有利的保护”。 

戈夫是在政府即将公布进口关税细节时发表这番表述的。如果英国脱离欧盟没有达成

协议的话，将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种物品施加关税。  

许多支持脱欧的人士认为,应该免除食品和其他物品关税以便降低消费者的价格。但

是, 农民们担心廉价进口和较低的标准会在多个方面损害英国农业。 

戈夫在全国农民工会年度会议上表示“听到了农民的呼声，不会发生食品零关税的情

况。要对农业和食品生产的敏感环节实施保护”。 

其它经济部门也表示同样的关注，许多商业领袖担心政府会降低关税，伤害产业部门

利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不满脱欧延迟，农业部长辞职 Agriculture minister resigns to fight for 

Brexit and warns of UK humiliation 
 [BT, 2 月 28 日] 因不同意首相特雷莎·梅把

延期脱欧的可能性交给议会表决，支持脱欧

的农业部长乔治·尤斯蒂斯 (George Eustice) 

2 月 28 日宣布辞职。  

尤斯蒂斯表示希望重新作为后座议员，以便

“自由参加未来几周关键性的辩论。”他说

梅首相在脱欧上数次“不体面地退让“，并

警告说延长两年的脱欧谈判“最终会使国家

蒙羞。” 

在给首相的辞职信中，尤斯蒂斯表示英国现在就应该做好脱欧准备。  

https://www.bbc.co.uk/news/uk-47291378
https://www.bbc.co.uk/news/uk-4729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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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斯蒂斯赢得了多位保守党议员的称赞。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表

示尤斯蒂斯是一位出色的部长，并赞扬他对推出农业和渔业法草案所做的贡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世界第一家：英国成立农业机器人博士培养中心 Lincoln to launch world's 

first Centre for Doctoral Training in Agri-Food Robotics  
 [Lincoln Univ. 2 月 4 日] 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宣布得到数百万

英镑的资金资助，将建立一个新的农业

食品机器人高级培训中心，创建一支全

球最大的食品与农业领域机器人与自动

系统（RAS）的专家队伍。 

世界上第一个农业食品机器人博士培训

中心（CDT），将由英国林肯大学、剑

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和东

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联合建立。  

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EPSRC）为新中心投入了 660 万英镑，这将在农业

食品行业的关键时刻，为新建中心注入大量机器人高级专业技能。CDT 将得到主要行

业合作伙伴的支持，为至少 50 名博士生提供资金和培训，专攻领域包括：在具有挑战

性的环境中自动行动，农作物收获，处理精致食品的软体机器人，以及用于维护农场

和工厂中人机协作和互动安全的‘协作机器人’。  

林肯大学机器人与自动系统专家汤姆·达克特（Tom Duckett）教授担任中心主任。他

说：“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将改变全球产业， 仅在英国，它们将在未来十年内为经济增

加 1830 亿英镑。农业食品业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业，是汽车和航空加在一起的两倍。它

支持从农场到餐桌的食物链，生产 1080 亿英镑的增加值（GVA），是一个拥有 390 万

名员工的真正的国际产业。 

 “然而，全球食物链受到各种压力：人口增长、气候变化，政治影响下的移民问题，农

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以及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等等。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新一代高

技能的 RAS 研究人员和领导者，新的博士培训中心将致力于提供这些专业知识。它将

成为英国机器人创新的真正聚焦点。”  

在林肯大学，CDT 体现了计算机科学学院林肯自治系统中心（L-CAS）的机器人研究

人员和林肯农业食品技术研究所（LIAT）的农业专家之间的重要合作伙伴关系，他们

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食物链面临的紧迫问题。 

林肯大学农业食品技术研究所所长 Simon Pearson 教授表示：“人们普遍意识到，机器

人技术将在未来几年改变食品和农业产业，但这一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技能缺口。与

产业和学术合作伙伴一起设立 50 个博士奖学金，将使我们能够扩展英国的科学和工程

基础，提供大量技能和专业知识，推动食品和农业产业走向未来。” 

该中心汇集了来自林肯大学，剑桥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处于英国农业食品业务核

心的领先研究人员，与制造技术中心的独特合作，得到食品、农业、和机器人行业的

https://home.bt.com/news/uk-news/minister-quits-government-to-fight-for-brexit-and-warns-of-uk-humiliation-11364342022582
https://home.bt.com/news/uk-news/minister-quits-government-to-fight-for-brexit-and-warns-of-uk-humiliation-1136434202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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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业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其中包括约翰迪尔（John Deere），先正达，

G's Growers，Beeswax Dyson，ABB 集团和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 

它是由 EPSRC（英国研究与创新（UKRI）署的一部分）资助的 75 个博士培养中心之

一，被誉为是英国最重要的研究技能投资之一，旨在为英国提供跨越工程和物理科学

领域所需的下一代博士级研究人员。 

在农业机器人博士培养中心，所有 50 名学生将有一年的共同基础课程，在林肯大学学

习新的 MSc 机器人和自动系统。然后进如博士研究阶段，20 名学生将在林肯大学，20

名在剑桥大学，10 名在东英吉利大学。与业界广泛接触，将能够使学生的研究迅速推

向农业食品行业的实际应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快速基因克隆技术用于作物病害防控 Rapid gene cloning technique will 

transform crop disease protection 
[BBSRC，2月 4日] 研究人员开创了一种新方法，能够快速从野生植物中收集抗病基

因，并将其转移到养殖作物中。 

这项名为 AgRenSeq 或快速克隆的新技术，是由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

的研究人员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事共同开发，以加速抗击威胁全球粮食作物的病原

体。 

新方法能够使研究人员搜索一个基因 “文库”— 现代作物的野生近缘种中发现的抗

性基因集合，因此，可以快速识别与疾病抗争能力相关的序列。 

然后，研究人员可以利用实验室技术克隆此基因，并将其引入栽培作物的优良品种

中，以保护它们免受病原体或害虫（如锈病，白粉病和麦蝇）的危害。 

John Innes中心的项目负责人 Brande Wulff博士说，通过使作物更具抗病虫性，

AgRenSeq将有助于提高产量并减少农药的使用。 

发表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的这项研究表明，AgRenSeq已经成功地在小麦的野生

近缘种中进行了试验 - 研究人员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针对具有毁灭性茎锈病病原体，

鉴定并克隆了 4种抗性基因。使用传统方法，这个过程经常需要十年时间。 

在野生小麦上的实验被用作概念证明，为采用新技术做准备，以保护许多具有野生近

缘种的作物，包括：大豆，豌豆，棉花，玉米，马铃薯，小麦，大麦，大米，香蕉 和

可可。 

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和其他理想的农艺性状，现代优良作物已经失去了许多遗传多样

性，尤其是抗病性。 

从野生近缘种中重新引入抗病基因，是一种经济和环境可持续的方法，可以培育更具

弹性的作物。然而，使用传统育种方法将这些基因渗入植物是一个费力的过程。 

这是因为野生近缘品种含有许多不可行的农艺性状，如长生周期长和种子破碎，使它

们与优良品种结合起来非常困难。 

新方法是将高通量 DNA测序与最先进的生物信息学相结合。 

它融合了两种技术，关联遗传学和序列捕获，使其成为全基因组测序的经济有效的替

代方案。 

http://www.lincoln.ac.uk/news/2019/02/1511.asp
http://www.lincoln.ac.uk/news/2019/02/151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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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测这种方法，研究小组收集了多样性的一组 151株叫做 Aegilops tauschii 的

草。作为现代小麦的祖先物种，这种野生近缘种在面包小麦中贡献了 D基因组支柱。 

这些草中具有的丰富的抗病遗传多样性，在优良品种的培育过程中逐渐被淘汰掉了。 

研究小组对野生近缘种群做了茎锈病病原体接种，并对植物进行筛选，以确定对该病

那些具有抗性、那些具有易感性。通过将这些信息与植物的 DNA序列相关联，能够揭

示整个群体中功能抗性基因的特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研究机构寻求公众对基因编辑肉的看法 Survey seeks to gauge public 

opinion on gene-edited meat 
[Roslin Institute，2月 15 日] 英国研究人员通过在线网络发起了一项调查，了解人

们对动物使用基因编辑的看法。  

调查问卷的重点是人们对家畜基因编辑的看法，以及他们是否会吃改变了 DNA 的动物

肉。 

公众的回答将为爱丁堡大学罗斯林研究所的研究提供信息。该研究所已经使用基因编

辑技术，生产抵抗毁灭性疾病的猪。 

基因编辑涉及到在精确点改变构成有机体遗传密码的一些单个字母。可用该技术为植

物和动物加入一些特征，例如对特定疾病的抗性或改善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  

罗斯林团队正与爱丁堡热带牲畜遗传与健康中心和非洲的专家合作，探索如何利用该

技术使热带气候下的动物生产受益。 

其目标是改善世界各地养殖动物的健康和福利，并改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粮食

供应安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发布 1990—2017 年国家温室气体统计 UK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national statistics: 1990-2017  
[Defra, 2 月 5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了 1990 - 2017 年英国温

室气体（GHG）排放的最新估算。根据国际报告和碳交易协议，这些统计数据中包含

的每种气体的排放量，均按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加权，以便可以在统一的基础

上报告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每种气体的 GWP 被定义为其相对于二氧化碳的变暖影响。

然后以二氧化碳当量单位表示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排放来源，报告将温室气体排放分配到以下部门： 

 能源供应 

 商业 

 运输 

 公共 

 民宅 

 农业 

 工厂加工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 

 废物管理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9/190204-pr-rapid-gene-cloning-technique-will-transform-crop-disease-protection/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9/190204-pr-rapid-gene-cloning-technique-will-transform-crop-disease-protection/
https://www.ed.ac.uk/roslin/news-events/latest-news/survey-public-opinion-gene-edited-meat
https://www.ed.ac.uk/roslin/news-events/latest-news/survey-public-opinion-gene-edited-m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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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2017 年，“京都议定书”所涵盖的 7 种温室气体，英国排放的估计二氧化碳当量为 4.6

亿吨（MtCO2e），与 2016 年的 4.73 亿吨相比，减少了 2.7％。2017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估计比 1990 年低 42.1％。 

二氧化碳（CO2）是京都议定书温室气体“篮子”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占 2017 年英国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81％。2017 年，英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估计为 3.732 亿吨

（Mt）。比 2016 年的 3.858 亿吨低 3.3％。1990 年至 2017 年间，英国的二氧化碳净排

放量估计减少了 37.4％。  

按部门排放 

2017 年，估计英国 27％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交通部门，24％来自能源供应，17％来自

商业，15％来自住宅部门，10％来自农业。其余部分来自：废物管理、工业流程、和

公共部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部门在 2017 年是净碳汇，排

放量是负值。  

农业 

农业部门的排放来源包括：牲畜、土壤、固定燃烧源和野外机械。据估计，占 2017 年

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10％。甲烷（56％）和氧化亚氮（31％）的农业部门的主导温室

气体。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由牲畜（特别是牛）肠道发酵引起的甲烷排放，以及与

农业土壤中肥料使用有关的氧化亚氮排放。  

1990 年至 2017 年期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约 16％，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

来，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此期间动物数量下降，以及合成肥料使用减少所

致。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农业部门的排放量增加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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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有机食品销售上升 UK organic food and drink sales on the rise 
[FW，2月 7日] 英国有机食品和饮料销

售额在 2018年增长 9.5％，达到 22亿英

镑。 

土壤协会的年度有机市场报告显示，增长

最大的是菜箱送货上门计划和在线销售。 

这种销售占有机销售额的 14％，预计到

2023 年，这一比例将增长到 25％。 

增长最快是啤酒、葡萄酒、烈酒销售部

门，冷藏食品、熟食、以及罐装和袋装食

品销售也大幅度增加。然而，肉类、鱼类、家禽和乳制品类，均略有下降。 

冷冻便利产品，包括豆腐和新鲜素食产品，增长超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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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6085/2017_Final_emissions_statistics_-_report.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76085/2017_Final_emissions_statistics_-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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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的数据，土地面积和生产者数量的统计数据比

食品杂货市场数据落后一年，因而，在此反映 2017 年底的情况，当时转换为有机的土

地面积在一年内超过 29％，达到 32,600公顷。 

更多有机种植土地 

完全有机耕种的土地面积自 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上升，虽然上涨幅度仅 0.4％，达到

484,800公顷。 

英国整个有机市场，包括美容和纺织品在内，2018 年销售额增长 5.3％，远远领先于

非有机市场，目前价值 23.3 亿英镑。 

至 2020年，有机市场预计将增长到 25亿英镑。 

2018年，新鲜水果、沙拉和蔬菜销售额增加约 1500 万英镑，新鲜农产品生产商数量

也在增加。 

尽管削减了公共开支，但在 2018年以来，有机销售到食品服务部门 - 在家庭，包括

医院等机构以外准备的食品，增长了近 8％，达到 9,090万英镑。 

在 2017-18 财政年度，新申请成为土壤协会证书认证的生产商，其中想要生产有机水

果和蔬菜的人，超过三分之一，而 2017年有机蛋禽的数量，增加了 8.5％，达到 300

万。 

有机产品的机会 

英国超过 80％的牲畜有机饲料是进口的，因此，用本土饲料替代仍有很大的空间。 

土壤协会表示，有机耕种作物的费用，是一般价格再加额外的 50％到 100％，并强调

英国的有机蛋白质缺乏，是动物饲料和人类消费市场的一个机会。 

“有机农业的机遇不只在农场内，”土壤协会认证的贸易顾问 Finn Cottle 说。 

出口潜力 

“英国有机食品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因此确保在英国脱欧后合适的贸易协议，可

为有机农产品带来巨大的出口潜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购物者转向国内外的有机农产品，我们正在努力说服政府在未来的

立法中将有机与农业生态方法纳入农业。”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格兰畜群数量最新数据 Livestock Populations at 1 December 2018, 

England 

[Defra，2 月 28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英格兰牲畜数量最新数

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 主要数据如下： 

 

https://www.fwi.co.uk/business/uk-organic-food-and-drink-sales-on-the-rise
https://www.fwi.co.uk/business/uk-organic-food-and-drink-sales-on-the-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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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530 万头牛和牛

犊，较 2017 年 12

月下降 1.6% 

 

180 万繁殖畜群，

较 2017 年 12 月下

降 1.7% 

 

猪

 

 

370 万头猪，较

2017 年 12 月下降
0.8% 

 

330万头育肥猪，

较2017年12月下降
0.8% 

羊

 

1090 万羊，较

2017 年 12 月下降
3.1% 

 

640 万繁殖母羊，

较 2017 年 12 月下

降 4.4%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自然英格兰 Natural England  

自然英格兰（Natural England）为中央政府在英格兰落实

自然环境的优先事项发挥关键作用。其总体目标是为当

代和后人的利益，保证自然环境得到保育和改善，进而

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自然英格兰属于环境食品与农村事

务部（Defra）集团，有自己的权利和职责，履行独立的

咨询功能和法规责任。 

自然英格兰的总部设在约克，在英格兰各地的办事处有

2,000 名职员。 

职责范围 

 促进自然保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维护和改善景观 

 确保提供和改善用以研究、了解和享受自然环境的设施 

 促进进入乡村田野和开放空间，鼓励露天休闲 

 通过管理自然环境以不同方式促进社会和经济福祉，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2120/structure-dec18-engseries-28feb19.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82120/structure-dec18-engseries-28feb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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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 

 陆地生物多样性 

 海洋生物多样性 

 景观和地理多样性 

 访问和参与 

 环境土地管理 

 国家自然保护区 

 支持规划系统 

 野生动物管理 

 证据 

 社会责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本期简讯由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秘书处(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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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K Agriculture Brief” is produced by SAIN Secretariat (U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y.lu@uea.ac.uk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IN, 

please visit: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To stop receiving emails from the SAIN Secretariat please email:  y.lu@uea.ac.uk and 

we will remove you from our distribution lis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natural-englan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natural-england
mailto:y.lu@uea.ac.uk
http://www.sainonline.org/
mailto:y.lu@uea.ac.uk
mailto:y.lu@uea.ac.uk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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