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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帮助恢复自然栖息地，农民将获得报酬 Farmers ‘to be paid to help restore 

natural habitats’ 
 [Independent, 1 月 2 日] 环境大臣乔治·尤

斯蒂斯 （George Eustice）在本年度牛津

农业会议宣布两项新计划。一项是当地自

然恢复计划，由政府将提供资金来建造新

的栖息地、种植树木以及恢复泥炭地和湿

地；另一个是景观恢复计划，帮助英国乡

村回归自然。 

尤斯蒂斯表示：“成功且盈利的农业生产

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在生物多样性

丧失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面临挑战，因此

我们必须利用摆脱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机会，建立新的农业奖励和激励体系。” 

政府希望到 2030 年阻止英国物种的减少，并到 2040 年代恢复多达 300,000 公顷的栖

息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启动动物健康和福利路径计划 Animal Health and Welfare Pathway 

[Defra, 2 月 22 日] 英国今年将启动“动物健康和福利路径计划”，推动和支持农场动

物健康和福利的持续改善。 “路径计划”是一种伙伴关系，政府将在每一个步骤与农

民、兽医、以及更广泛的行业和供应链合作。 

“路径计划”是农业转型计划中提出的农业改革的关键部分，将为动物健康和福利、

农场生产力、粮食安全、公共卫生、英国贸易和环境带来好处。 

路径计划的内容 

路径计划包括 3 个相辅相成的部分。 

一. 对提供公共产品的农民进行经济奖励 

政府将投入资金来支持生产更健康、福利更高的农场动物。农民如果执行超过监管基

本要求底线的措施可获得奖励，进而推动更高的农场动物健康和福利。改进的重点是

公众重视但又未能通过市场充分实现其价值的方面。 

二. 拉动市场对高福利产品的需求 

大多数消费者看重动物福利，但这并没有完全体现在他们购买的商品上。政府希望通

过提高透明度并为行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来推广此类产品，让消费者更容易购买符

合其价值观的食品。 

政府正在研究可能的市场干预措施，例如标签和强制性公开披露，提高消费者对更高

福利产品的可及性、可用性和可负担性，同时推动零售商做出积极的采购选择。 

三. 强化监管底线 

通过改善对目前标准的合规性来加强监管基线的执行。如果需要提高标准，政府将与

所有相关部门协商，并提供足够的提前通知，以便农民能够做出相应规划。 

https://www.independent.co.uk/climate-change/news/george-eustice-government-britain-sunday-telegraph-fears-b1985429.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climate-change/news/george-eustice-government-britain-sunday-telegraph-fears-b1985429.html


3 
 

政府将与农民合作， 为过渡到新标准提供资金。希望未来的标准尽可能以结果为中

心，并减少繁重的检查。 

预期目标 

• 支持农民过渡到更高动物福利的措施和制度，鼓励建立在高动物福利农业基础

上的可持续粮食生产 

• 改善生物安全，这将有助于管理地方病风险并进一步支持到 2038 年根除牛结核

病的目标 

• 解决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问题，完成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5 年行动计划提

出的目标 

• 通过应对疾病和提高生产力来减少牲畜的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净零排放战略和 

25 年环境计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为植物基因编辑研究授权 New powers granted to research gene 

editing in plants 
 [Defra, 1 月 20 日] 英国将启动新的立

法，以减少不必要的基因编辑监管，帮助

农民种植更具抗性、营养和高产的作物。 

监管规则的改变将意味着英格兰的科学家

将能够更宽松地使用基因编辑等基因技术

进行植物研究和开发。 

这些规则将适用于使用基因编辑来创造新

品种的植物，这些新品种与通过传统育种

过程得到的结果相似，规则的改变将释放

更多研究机会来培养更有营养、需要更少

杀虫剂的作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科学家开发出可替代化石燃料的作物 Scientists developing crop that 

replaces fossil fuels as source of key industrial compounds 
[Rothamsted Research, 2 月 15 日] 英国

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的

科学家们培育了一种植物， 可生产一

系列用于制造普通日常用品的重要化学

品，这些化学品的大部分通常来自化石

燃料。 

这类化学品是一组称为 4-乙烯基酚（4-

VPs）的分子， 广泛用于食品和化妆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imal-health-and-welfare-pathway/animal-health-and-welfare-pathwa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nimal-health-and-welfare-pathway/animal-health-and-welfare-pathwa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powers-granted-to-research-gene-editing-in-plan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powers-granted-to-research-gene-editing-in-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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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品的制造， 甚至包括用于电视和手机屏幕的塑料。 

研究人员改变油籽植物亚麻荠的代谢途径实现了这一突破。这是第一次在植物中生产

这类化学物质，并且作物的田间试验已获成功， 为批量生产迈出重要一步。  

研究人员表示，利用农作物生产工业原材料可以减少对石化产品的依赖，这将有助于

实现净零排放。 

有多少日常产品是由或含有从原油及其衍生物中提取的化学物质制成的。将亚麻荠变

成‘绿色工厂’来制造这些石化化合物的替代品是一个很好的可持续替代方案。 

亚麻荠是一种新兴的油料作物，在欧洲和北美越来越多地用于生产一系列特色食品和

非食品产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三分之一的英国消费者愿意尝试实验室培育肉，四分之一愿意尝试昆虫 A 

third of UK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try lab-grown meat and a quarter 

would try insects 
[FSA, 1 月 10 日] 英国食品标准局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英国消费者会尝试人工

培养肉，四分之一会尝试食用昆虫。调查还揭示了百分之六十的人愿意尝试植物性产

品，其中许多已经上市。 

这项调查还凸显了食品安全对消费者的重要性，安全性是鼓励人们尝试实验室培育的

肉类或食用昆虫的首要因素。食品安全的保证已经是人们愿意食用植物性蛋白质的主

要原因。 

英国食品标准局支持食品创新，特别是在对饮食健康、保护环境或促进英国经济有潜

在好处的领域。 

供人类食用的替代蛋白质是一种新兴食品，主要源于植物蛋白、昆虫和微生物。 

这项调查报告的重点包括： 

• 消费者对替代蛋白质的认知度很高，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听说过植物蛋白，

80% 的人听说过食用昆虫，78% 的人听说过实验室培育的肉类。  

• 超过四分之三 (77%) 的受访者认为植物性蛋白质可以安全食用，而食用昆虫则

为一半 (50%)，实验室培育的肉类则为十分之三 (30%)。  

• 十分之六的受访者愿意在他们的饮食中尝试植物性蛋白质，最常见的原因是因

为他们认为可以安全食用 (44%) 以及出于健康原因 (39%) 或环境可持续性 (36%)原

因。尝试植物性蛋白质的最大障碍是偏爱传统肉类（36%）。  

• 大约三分之一 (34%) 的人愿意尝试实验室培育的肉类，超过四分之一 (26%) 的

人愿意尝试食用昆虫。环境和可持续性是尝试实验室培育的肉类（40%）和食用昆

虫（31%）的最常见原因。  

食品标准局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召集主要的行业利益相关者，考虑如何支持企业进入这

个新兴食品市场，并指导他们完成现有的监管框架和风险分析流程，以引入新的食

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scientists-developing-crop-replaces-fossil-fuels-source-key-industrial-compounds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scientists-developing-crop-replaces-fossil-fuels-source-key-industrial-compounds
https://www.food.gov.uk/news-alerts/news/a-third-of-uk-consumers-are-willing-to-try-lab-grown-meat-and-a-quarter-would-try-insects
https://www.food.gov.uk/news-alerts/news/a-third-of-uk-consumers-are-willing-to-try-lab-grown-meat-and-a-quarter-would-try-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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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举措帮助土地所有者创建林地 New drive to promote woodland creation 

grants for landowners 
 [Defra, 1 月 25 日] 英国林业委员会和环

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启动了一项新措

施，通过提供资金鼓励英格兰农民和土

地所有者种植更多树木。  

林地创建为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提供了一

种可盈利的方式来同时促进经营、提供

环境效益以及粮食生产。政府资金将帮

助土地管理者实现多元化经营，每公顷

新建林地有可能获得超过 10,000 英镑的

资助。作为英格兰新农业政策的一部

分，林地创造是农民的选择之一。  

英国于去年发布英格兰树木行动计划，承诺在本届议会结束前将植树率提高三倍， 在

英格兰每年至少种植 7,000 公顷树木。相当于到本届议会结束时，英格兰每年 930 万

公顷农田中有 0.08% 变为林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气候变化导致英国的植物更早开花 Plants in the UK flower much earlier 

due to climate change 
 [Sustainability Times, 2 月 9 日] 长期干

旱、热浪频繁、极地冰盖融化， 这些是

气候变化最显著的影响。但有些不太明

显的变化，从长远来看对环境的危害并

不微弱。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英国植物更

早开花就属于上述的后一种情况，这可

能对英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 

科学家们在研究了林地信托（Woodland Trust）的物候数据库后得出上述结论，这个数

据库的记录详细全面，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中叶，包括对 400 多种植物物种的观察。 

在对英伦岛上多个地方的乔木、灌木、草本植物和攀缘植物的第一次开花日期进行长

期观察后，科学家们发现，气温升高导致英国植物的开花时间平均比记录开始时提前

一个月。 

具体来讲，在 1987 年至 2019 年期间观察到的平均首次开花日期比 1753 年至 1986 年

期间早了整整一个月。 

这种变化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迁徙和冬眠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在冬季后失去它们通

常所依赖的花卉和植物，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态失配。果树在温和的冬天后早早开花，

可能会受到霜冻的危害。  

科学家表示，开花时间提前的生态风险确实令人担忧。当植物过早开花时，晚霜会杀

死它们， 大多数园丁都经历过这种现象。但更大的风险是生态失配。植物、昆虫、鸟

类和其他野生动物已经共同进化到发育阶段同步的程度，某种植物开花，会吸引特定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drive-to-promote-woodland-creation-grants-for-landown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drive-to-promote-woodland-creation-grants-for-land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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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的昆虫，从而吸引特定种类的鸟类。但是，如果一个环节的响应速度比其他环

节快，那么它们就有可能不同步，如果不能足够快地适应，就会导致物种崩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研究发现，“极端”保护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疾病 'Extreme' conservation 

could lead to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 study finds 
 [Aberdeen University, 2 月 4 日] 阿伯丁大

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扩大全球保护土地

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措施）可能

对世界某些地区的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产

生不利影响。  

研究人员模拟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极端”措

施的潜在影响， 包括排除人类活动并严

格保护 30% 和 50% 陆地表面。研究发

现，当农业被取代时，全球和区域食品价

格可能会上涨，进而导致可能影响粮食安

全并增加与营养不良相关的疾病。 

研究人员称，严格区域保护导致的粮食安全下降可能会对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们产

生最严重影响。相反，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负面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基于区域的保护方法对于实现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它们

需要谨慎实施，以确保不会损害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目标，特别是在脆弱的地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正式”脱欧第一年， 英国食品出口暴跌 Food exports plunge in first 

year of ‘real’ Brexit 
 [Guardian，2 月 18 日] 受新冠疫情脱欧

后新规则的共同影响，英国 2021 年食品

出口总量降至 2017 年以来的年度最低。 

去年，食品、农产品、饮料和蔬菜的出

口总额为 209 亿英镑，比 2020 年下降 

5.7%，比 疫情大流行前的 2019 年下降 

13.9%。根据英国海关数据，2021 年进

口额为 461 亿英镑，比 2020 年下降 

6.2%，比 2019 年下降 5.7%。 

2021 年初，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开始实行海关和食品认证检查，同比下降 14.2%，比 

2019 年下降五分之一。2021 年对非欧盟市场的出口增长 8.1% 至 92 亿英镑，比 2019 

年下降了 5.2%。 

从 2022 年初开始，欧盟进口产品将受到一些额外检查，更多检查将在 7 月开始。 

2021 年从欧盟进口的食品和饮料价值 314 亿英镑，比 2020 年下降 11.1%。来自世界其

他地区的进口增长 6.2%。 

https://www.sustainability-times.com/environmental-protection/plants-in-the-uk-flower-much-earlier-due-to-climate-change/
https://www.sustainability-times.com/environmental-protection/plants-in-the-uk-flower-much-earlier-due-to-climate-change/
https://www.abdn.ac.uk/news/15739/
https://www.abdn.ac.uk/news/1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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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英国牛肉出口下降近 5%，至 3.64 亿英镑，比 2019 年下降 21%。当年进口增

长 15%。羊肉进口量下降了 15%，主要由于来自新西兰的供应减少，而出口量下降了 

5%，至 4.39 亿英镑。 

猪肉出口下降 19% 至 3.39 亿英镑，进口下降 22%。 

乳制品出口同比下降 13%，比 2019 年下降 21%，至 15 亿英镑，进口同比下降 10%。

英国 90% 以上的乳制品贸易是与欧盟进行的。 

英国谷物出口价值下降 14% 至 20 亿英镑，进口下降 5.8%。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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