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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修法保障佃农生产力 Government knocks down barriers to 

productivity for tenant farmers 
 [Defra, 3 月 12 日]   英国政府在 3 月 12 日

发布了对英国农业租赁法咨询的回应，并

确认将修改《农业持有法》（AHA），

使其适合 21 世纪的需要。这将帮助租地

农民提高生产力，并在业务计划中拥有更

大的自由。 

修订内容包括废除 65 岁的最低继承退休

年龄，为租户提供更大灵活性，自己决定

何时是合适的退休年龄，并将农场移交给

下一代。 

修订还将引入新的争议机制，以使 AHA 租户能够要求改变其租赁协议中的限制，并使

他们更容易申请未来的“环境土地管理”计划。 

农业部长维多利亚·普伦蒂斯（Victoria Prentis）说：“农业租约占国家所有农田的三分

之一，因此，清除租赁部门提高生产率的障碍，对于释放整个农业产业的潜力至关重

要。 

租户农民是农业行业中最投入和最具创新力的人，现在是时候对过时的法规进行现代

化改造，使其适合当今的农民及其家庭。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能够将其中一些提案纳入我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业法案中，并期

待与业界紧密合作，继续为这个充满活力的行业提供支持。“ 

政府在 2019 年就这些变化征求过行业的意见，针对消除当前生产力障碍的提案，开展

了为期 12 周的咨询。 

提案建立在租赁改革产业小组（TRIG）的工作基础上，该小组以前曾为政府在国家未

来农业系统设计中，针对租户部门的关键政策重点提供建议。 

提案咨询得到广泛的回应和支持，这些与提案相对应的修订，已被包括在今年初向议

会提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府农业法案中。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动物福利慈善公益组织 RSPCA 呼吁农业法案应限制进口低动物福利

产品 Agriculture bill should restrict lower animal welfare imports, urges 

RSPCA 
[The Poultry Site, 2 月 16 日] 英国动物福

利慈善公益组织 RSPCA 敦促, 在帮助英

国农民达到更高动物福利标准的同时，

必须限制低福利标准的禽畜产品进口。 

这家动物慈善机构 2 月 12 日在农业法案

委员会上提供证据，反对任何贸易协议

允许进口在英国属于非法生产的食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knocks-down-barriers-to-productivity-for-tenant-farm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knocks-down-barriers-to-productivity-for-tenant-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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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PCA 公共事务助理主任戴维·鲍尔斯（David Bowles）表示：“尽管 RSPCA 很高兴

政府将支持农民达到更高的福利标准，但同时将对低福利标准进口的限制写入法案也

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这种控制，比英国允许的福利标准低的廉价产品将获准进口，这将威胁英

国农民的生计，而且进口的低福利标准动物产品会出现在超市的货架上。” 

“例如，我们吃的猪肉和培根中有 55％是进口的。美国仍然使用母猪妊娠限位栏（在

英国是非法的），因此，如果我们从美国进口猪肉产品，我们将为廉价进口福利标准

低得多的产品打开大门。这不是消费者想要的。” 

RSPCA 希望农场支持系统将通过一次性的资本赠款为农民提供资金，以确保他们能够

提供更高的福利标准。 

鲍尔斯还说 “例如，提供橡胶垫可以减少牛的跛行，并可能在一年内开始对此进行试

验。这是一种既为动物也为环境带来好处的双赢。 

对于农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不仅有特殊的机会在羊、鸡，牛和奶

制品市场建立基本的福利标准，而且在其他动物领域也是如此。 

目前，我们正处于动物福利的十字路口，因此，选择正确的道路保护农民，并确保公

众能够继续获得高福利标准的食品，非常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禁止进口低标准食品将威胁英国粮食安全 Banning low standard imports 

risks undermining food security, says Minister 
 [FG， 3 月 9 日] 农业部长 Victoria Prentis 表示禁止所有较低标准食品进口将给英国粮

食安全带来风险。 

农业部长在解释政府为什么拒绝在贸易协定中依法保护食品生产标准的情况时说，如

果立法，将为目前的进口是否能够继续，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她指出，以家禽为例，在英国价值 21 亿英镑的鸡肉进口中，并非全部都满足国内放养

密度的要求，并表示新的限制措施将会导致价格上涨。 

她还提到，这方面的国内立法将无法执行，因为英国将无法检查世界其他地方的农场

条件。 

她在 3 月 5 日的公共法案委员会审议农业法草案的会议上，对国会议员进行的陈述，

是目前对政府反对法律保护贸易标准的最详尽解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thepoultrysite.com/news/2020/02/agriculture-bill-should-restrict-lower-animal-welfare-imports-urges-rspca
https://thepoultrysite.com/news/2020/02/agriculture-bill-should-restrict-lower-animal-welfare-imports-urges-rspca
https://www.fginsight.com/news/banning-low-standard-imports-risks-undermining-food-security-says-minister-106609
https://www.fginsight.com/news/banning-low-standard-imports-risks-undermining-food-security-says-minister-10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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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调查显示英国农民关注动物福利和塑料污染 Farmers care for animal 

welfare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plastics, survey says 
[Framing UK，3 月 12 日] 英国环境、食

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发布了 2019

年 10 月进行的“农场实践调查”，重点是

与英国农民业务经营有关的实践。 

调查的主题包括：农业经营建议，精准

农业技术，农场商业计划，计算机和智

能手机的使用，塑料的使用和处置，以

及动物福利。 

调查的结果来自向英格兰大约 7900 个农

场发送的问卷回复。这项调查是自愿参

加，回复率为 34.5％。 

农业经营建议 

几乎三分之二的农场表示，他们能非常容易或较容易地获得所需的所有指导建议。 

在有关生产力、环境、和法规的主题上，最常见的建议来源是农业媒体（使用这些来

源的农场占 60-67％），其次是英国全国农民工会（NFU）或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

会（AHDB）等行业机构（43-50％），以及朋友，家人或同事（35-48％）。政府网站

是法规（46％）和环境（37％）主题的常见建议来源。 

低地放牧农场向专业独立顾问付费咨询的可能性最小， 分别为生产力（11％）、环境

（17％）、或法规（22％）。 

精准农业技术 

最常见的技术是定期动物称重以衡量生长速度。有 42％的相关农场做到了这一点。 

30％的农场使用了育种指数或估测了育种价值。 

9％的农场使用了牧场测量技术（如测量板或探针）。 使用精准农业技术的最常见原

因是提高生产力或效率，提高准确性并降低成本。 

超过四分之三（78％）的低地放牧牲畜农场指出这类技术与他们的农场无关，还有

29％的人认为它们太昂贵或没有成本效益。 

农场经营计划 

几乎三分之一（31％）的农场表示，他们已经投资了非农业部分的业务，例如旅游业

或出租房屋。 26％的人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扩大作物品种或业务的种类； 变

化范围从 39％的谷物农场到 9％的劣势地区放牧农场。 

调查结果也因地区而异。在所有农场中超过 87％的表示，他们在未来三年内，不会完

全放弃种植农作物或饲养牲畜。 

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 

绝大多数（87％）的农场拥有笔记本电脑或 PC，71％有智能手机和 49％有平板电

脑； 7％的农场没有任何这些装备。98％的农场拥有宽带互联网连接，尽管 39％的农

场速度低于 10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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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的农场表示，互联网连接不畅是计算机使用的障碍。 

塑料的使用和处置 

农场中最常用的塑料类型是包装（如肥料/饲料袋），有 80％的农民表示使用了这种塑

料。 

对于每种使用过的塑料，最常见的清除方法是付费处置，或付费回收。 

几乎四分之三的农场关心塑料污染，而回收可循环利用塑料的最大障碍是缺乏基础设

施，农民不知道谁可以收集废物。 

动物福利 

为动物提供最好的照顾，是维持较高动物福利标准（95％有牲畜的农场）的最常见激

励因素。 

几乎所有（97％）有牲畜的农场都是“红色拖拉机认证计划”的成员，但仅 6％有皇家防

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认证。 

对于猪和家禽养殖场，后者认证的比例为 40％。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山区牧民试用虚拟围栏节约时间和劳力 Hill farmers to trial virtual fencing 

to save time and labour 
[Farming UK，3 月 16 日]，苏格兰的

一些农民正在试用一种称为虚拟围栏

的技术，以节省在山地放牧牛的时间

和劳力。 

虚拟栅栏是苏格兰牲畜与山地农民的

下一项重大技术，人们正在探索其潜

力。 

虚拟栅栏是通过项圈和在线软件管理

畜群行动的一种方式，比实际栅栏更

有效。 

该技术涉及 GPS 项圈、云计算、和在线软件的组合，以控制牲畜吃草的地方。 

在农民的智能手机上“画出” 边界，当动物接近边界时，GPS 项圈会发出声音警告刺

激，如果动物继续接近边界，则会发出轻微的电脉冲。 

迄今为止，它主要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奶牛上进行了试验，但尚未在英国的

大型商业山地牧群上试用过。 

这项农民领导的“实地”试验研究，由苏格兰乡村学院（SRUC）下属的 SAC 咨询公司

建立，得到了乡村创新支持服务（RISS）的资助。 

试验小组由五名高地和岛屿山地农牧民组成，SAC 咨询公司的马尔科姆·麦克唐纳

（Malcolm MacDonald）是试验协调人。 

他说：“在新西兰和挪威等地，这种技术还处于早期采用阶段，因而，使苏格兰的大规

模放牧更容易管理，有重要意义。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ers-care-for-animal-welfare-and-are-concerned-about-plastics-survey-says_55190.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ers-care-for-animal-welfare-and-are-concerned-about-plastics-survey-says_551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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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监控畜群，因此可以节省时间和劳动力，可以

保护环境敏感地区，并改善畜群管理。 

我们希望通过试验小组，来确定此技术对于英国的山地和岛屿牧农，是否是一种实用

且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 

虚拟围栏将使山地牧民管理广阔的区域以及使岛屿牧民管理日常的放牧更为实用。 

它还提供了一个减少时间和劳动强度方法 – 虚拟围场放牧或利用缓慢移动的虚拟栅栏

线来集合牲畜。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大型动物研究与影像设备中心在爱丁堡大学揭牌成立 New £25m 

livestock research facility opens in Edinburgh 
英国农业周刊 3 月 12 日报道，投资 2500

万英镑的大型动物研究和影像中心

（LARIF）在爱丁堡揭牌开业。 

这所全新的机构，宗旨是增强食品安全

以及牲畜的健康和福利，将研究如何生

产在基因上对疾病更具抵抗力的牲畜。 

新中心由爱丁堡大学运营， 还将研究和

开发改进农场动物疫苗。 

中心的科学家还将通过帮助应对食源性

感染及制定抗微生物耐药性的策略，进一步保护人类健康。 

大型动物研究和影像中心（LARIF）拥有成像、外科、基因编辑、和感染遏制的设施

组合，为研究牲畜健康提供了能力。 

LARIF 内还设有大型动物重症监护实验室，将利用人类医院的所有资源来支持对大型

动物的生物学研究。 

通过现场先进的医学成像设备，包括 CT、MRI、荧光检查、和超声检查，能够详细了

解家畜的解剖结构和身体成分。 

实验室还将监测不同器官中疾病进展的过程，及其对治疗的反应。 

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BEIS）首席科学顾问约翰· 洛克希德（John 

Loughhead）教授宣布 LARIF 正式启动。 

他说：“农业技术是支持该行业减少排放和发展可持续农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LARIF 展示了学术界、工业界和政府之间成功合作，在开发未来技术的同时传播知识

和专长的积极影响。” 

LARIF 的研究还将调查人类状况。大型动物物种是研究人类疾病和开发新医学技术的

宝贵生物医学模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hill-farmers-to-trial-virtual-fencing-to-save-time-and-labour_55217.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hill-farmers-to-trial-virtual-fencing-to-save-time-and-labour_55217.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new-25m-livestock-research-facility-opens-in-edinburgh_5519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new-25m-livestock-research-facility-opens-in-edinburgh_551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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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猪肉生产成本 2018 年增加 8% Cost of pig meat production in UK up 

8% in 2018 
 [AHDB，3 月 16 日]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

展委员会（AHDB）的最新报告研究了 17

个国家/地区的猪肉生产成本。 

AHDB 的年度出版物《特定国家猪的生产

成本》深受欢迎。最近的更新采用了

2018 年的最新数据，并首次分别对室内

和户外母猪做了报告。 

报告显示英国猪肉生产成本在 2018 年增

长了 8％，达到每公斤 1.47 英镑。 欧盟

生产每公斤猪肉的平均成本为 1.44 英

镑，与 2017 年相比增长 4％。 

该报告还显示，饲料价格较高，报告中的欧盟国家饲料价格平均上涨了百分之九以

上。 

首席分析师卡罗尔·戴维斯（Carol Davis）表示：“这些最新数据显示，由于供应增加，

欧盟猪肉价格在 2018 年与前一年比，相对较低。 

“ 2017 年好的盈利率激励了畜群扩张，除此之外，饲料价格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随

着这一年时间的推移，生产商的利润率通常会下降。 因此，生猪价格下跌的影响，特

别是在秋季，产生了夸大的效果。” 

该报告还显示，英国室内猪群中，每头母猪的断奶仔猪增加了 1％，至 27.35。 然而，

由于 2018 年的天气，英国的户外猪群表现下降了 3％，为 23.22。 

除英国的户外猪群外，表现最好和最差的欧盟国家/地区，每年每头母猪的断奶仔猪数

差异为 8.8。 

该报告还显示，英国室内猪群每头母猪的猪仔完成育肥数增加了百分之一，达到 25.41

头，每头母猪生产了超过两吨的酮体肉，比 2017 年增长了百分之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全球对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的需求日益增长 Growing global appetite for 

British food and drink exports 
[DIT，3 月 5 日] 根据英国税务和海关总署（HMRC）的最新数据， 2019 年是饮食行业

的重要年份，美国和日本等非欧盟市场的需求推动了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的增长。 

HMRC 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出口了价值近 240 亿英镑的优质食品和饮料，比上年增

长 4.9％，自 2016 年以来增长了 18％以上。 

去年，美国是英国第二大食品和饮料出口市场，价值 24 亿英镑，2019 年增长 8.0％。 

日本的需求也在增长，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增长了 14.1％，达到 3.115 亿英镑。 

今年，英国将在全球范围内谈判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包括美国，以帮助英国

企业与不断扩展的市场开展贸易并投资。 

https://ahdb.org.uk/news/cost-of-pig-meat-production-in-uk-up-8-in-2018
https://ahdb.org.uk/news/cost-of-pig-meat-production-in-uk-up-8-i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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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壁垒的减少和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真正的商机，使对英国的投资增

加，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英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与更低的价格。 

日本，这个寿司和生鱼片的故乡，对英国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促使英国海鲜年出口

额增长到了 1,660 万英镑，比 2018 年增长了 65.4％。英国三文鱼在日本也表现出色，

去年出口额增长了一倍以上，总计达到 1,330 万英镑。 

苏格兰三文鱼公司是一家已经得益于日本需求不断增长的企业。这家位于爱丁堡的公

司最近获得了一笔交易向日本寿司连锁店“ Genki Sushi”供应其优质品牌 Tartan 

Salmon。 

在安倍首相于 2019 年 1 月访问英国期间，日本取消了进口英国牛羊肉的禁令。此后的

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英国对日本的肉出口增长了近 200％，达到近 900 万英镑。 

作为英国政府持续开展的“卓越食物”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和英国业界正致力于促进

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贸易，并将继续与出口商合作，帮助他们开拓新市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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