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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化肥价格飙升，英国政府推出应对措施 Supporting farmers ahead of the 

coming growing season 
 [Defra, 3 月 30 日] 针对化肥价格飙升带

来的农业生产成本增加， 英国政府宣布

多项应对措施，包括： 

1. 推迟尿素禁用计划。英国政府 2021 年

就减少农业氨污染开展咨询，曾将禁止

使用固体尿素作为首选方案； 

2. 修订《水源保护农业规则指南》，允

许秋季施用固液态粪肥； 

3. 给农民提供液态粪肥储存补助金； 

4. 在可持续农业激励 (SFI) 计划中， 优先鼓励开发新技术来生产更多的有机肥产

品； 

5. 补贴农民种植固氮植物和绿肥，以替代部分化肥需求； 

6. 成立化肥圆桌会议，审视化肥供应减少的影响，寻求替代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食用昆虫公司呼吁结束英国退欧食品法的混乱 Edible insect firms call for 

end to Brexit food law confusion 
 [Scotsman, 3 月 28 日] 英国食用昆虫企业

警告称，由于英国脱欧后贸易法的混乱，

使他们处于困境之中。 

由于缺乏脱欧后的过渡安排，英国一些贸

易商担心可能会倒闭，呼吁政府更新食品

标准法，以防止英国贸易商落后于欧盟同

行。 

代表食用昆虫企业的贸易机构 The Woven 

Network 希望食品标准局 6 月份能够全面

批准食用昆虫在英国进行贸易。 

但在此之前，食用昆虫贸易还处于不确定

状态，地方食品标准官员如果认为食用昆虫产品不安全，就可以阻止公司销售。 

食用昆虫贸易商的困境始于 2018 年，当时欧盟出台了将食用昆虫归类为“新型食品”的

食品法规，这意味着产品必须接受新的安全检查，包括英国在内。  

欧盟讨论过临时安排，允许贸易商在提出永久贸易申请的同时出售他们的基于昆虫的

食品。  

然而，当英国脱离欧盟时，并未就食用昆虫的过渡达成一致。尽管此后欧盟贸易商获

得了销售绿灯，但英国贸易商却没有。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ustice-supporting-farmers-ahead-of-the-coming-growing-seas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ustice-supporting-farmers-ahead-of-the-coming-growing-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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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食品标准局将在 6 月做出决定，允许昆虫食品在英国临时进行贸易。  

Woven Network 也正在申请永久批准出售含有蟋蟀和粉虫的食品，并一直在与欧洲食

用昆虫行业合作，以提供安全性的证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业食品部门的劳动力短缺及应对建议 Labour shortages in the food 

and farming sector 
[UK Parliament, 4 月 6 日] 英国议会发布

报告， 评估农业和食品行业劳动力短缺

状况， 提出应对建议。 

由于脱欧和新冠疫情大流行，英国食品

和农业部门遭受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困

扰。2021 年 8 月，农业食品行业 410 万

个职位中的职空缺数量估计为 50 万个。 

劳动力短缺对农业食品行业造成严重影

响，威胁到食品安全、动物福利和行业

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企业受到严重打

击，以养猪业尤甚。 

食品部门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如果不能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导致工

资上涨、价格上涨、竞争力下降，最终导致食品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而增加食品进口，

食品部门将面临永久性萎缩。 

证据显示，全行业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农作物无法收割并在田间腐烂，健康的猪被扑

杀，并破坏了食品供应链的准时交货模式。 

报告提出以下应对建议： 

 政府必须从 2021 年秋季引入临时短期签证计划的方式中吸取教训。因为政府的

延迟宣布签证计划， 限制了农业食品部门利用签证指标的能力； 

 政府需要改进与产业的合作方式，对他们提出的担忧迅速采取行动，防止任何

未来的干预“太少、太迟”； 

 政府必须审查技术工人签证计划中的各中阻碍因素，包括英语语言要求以及签

证申请所涉及的复杂性和成本； 

 政府需要将季节性工人签证试点计划扩展到观赏植物领域，并且将今年提供的

签证数量增加 10,000 个；季节性工人签证计划永久化； 

 政府必须与业界合作，以解决行业当前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制定一项长

期劳动力战略，将新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与有吸引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相结

合，以吸引英国工人，从而减少农业食品业对海外劳动力的依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scotsman.com/news/people/edible-insect-firms-call-for-end-to-brexit-food-law-confusion-3629013
https://www.scotsman.com/news/people/edible-insect-firms-call-for-end-to-brexit-food-law-confusion-3629013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publications/9580/documents/162177/default/
https://committees.parliament.uk/publications/9580/documents/162177/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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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土地价格飙升至 2016 年以来最高位 Land values rising rapidly to 

highest level since 2016 
 [FW, 4 月 7 日] 根据英国房地产咨询机构

Strutt & Parker 的报告，英格兰的农业用

地价格已升至 2016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Strutt & Parker 的农田数据库记录了所有

公开出售的农场、庄园和 100 英亩以上地

块的销售细节，数据显示目前耕地平均价

格为 9,500 英镑/英亩（1 英亩=6 亩），自 

2021 年底以来上涨了 100 英镑/英亩。  

近年来，有 20-25% 的耕地以低于 8,000 英镑/英亩的价格出售，但到 2021 年，这一比

例下降到仅 11%。 

牧场平均价格为每英亩 7,500 英镑，比 12 个月前高出 3%。 

数据还显示，过去一年出售的农场中有 73% 的售价达到或超过指导价格，这是自 2014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农场安装授粉昆虫侦听设备 Pollination experts install listening 

devices at Dyson Farming site 
 [FarmingUK, 4 月 12 日] 专门从事昆虫保

护的 AgriSound 公司在戴森农业（Dyson 

Farming）位于林肯郡的种植场安装侦听

装置，用来支持对蜜蜂和其它传粉昆虫的

保护。 

这些侦听设备结合声学技术和环境传感

器，通过应用程序来远程监控蜜蜂和传粉

昆虫种群。 

科学家开发出的这套低成本监测系统通过

解读自然噪音，帮助维持农场授粉的最大

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北爱尔兰启动土壤养分健康计划 Soil Nutrient Health Scheme project 

launched 
 [AFBI, 4 月 8 日] 北爱尔兰农业、环境及农村事务部（DAERA）宣布启动土壤营养健

康计划 (SNHS) 。 这项为期四年、耗资 4500 万英镑的计划，将提升整个北爱尔兰的土

壤养分健康和农场碳储量估算。该计划将由北爱尔兰农业食品与生物科学研究院

（ AFBI） 执行，到项目结束时将对 27,000 个农场和 77,000 个地块取样。 

从 SNHS 获得的数据将为农民提供有关农场每个田块的土壤养分水平的重要信息，以

及对农场田块的土壤、树篱和树木中碳储存量的估计。 

https://www.fwi.co.uk/business/markets-and-trends/land-markets/land-values-rising-rapidly-to-highest-level-since-2016
https://www.fwi.co.uk/business/markets-and-trends/land-markets/land-values-rising-rapidly-to-highest-level-since-2016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pollination-experts-install-listening-devices-at-dyson-farming-site_60199.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pollination-experts-install-listening-devices-at-dyson-farming-site_60199.html


5 
 

SNHA 提供的信息能帮助农民更准确地将养分施用与作物需求相匹配，提高效率，减

少进入水道的径流损失，提高农场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SNHA 还将为农民提供关

于农场养分和碳数据的具体培训。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田施用岩尘吸收大气二氧化碳，助力实现净零排放 Managing UK 

agriculture with rock dust could absorb up to 45 per cent of atmospheric 

carbon dioxide needed for net-zero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4 月 25 日] 由谢

菲尔德大学科学家领导的一项重大研究

表明，在英国农业土壤中添加岩尘可以

吸收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 45% 的大气二

氧化碳。 

该研究首次详细分析了英国未来 50 年通

过增强岩尘风化去除温室气体的潜力和

成本。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技术可能会对英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对温室气体清除的要求做出重

大贡献，到 2050 年每年可清除 600-3000 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所需要从大气中清除的二氧化碳量的 45%。 

这项技术可以使用现有的基础设施直接部署，其去碳成本低于其它二氧化碳去除 

(CDR) 策略，如直接空气碳捕获与储存，以及生物能源作物与碳捕获和储存。 

这种方法还有一个明显优势，有可能降低氧化亚氮排放、逆转土壤酸化和减少对进口

肥料的需求，为农业带来重大效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 APP 帮助消费者选择更可持续食品 Newly Unveiled App Enables 

Consumers to Make More Sustainable Food Choices 
 [Bdaily, 3 月 3 日] 英国最近推出一款应用

程序，帮助消费者根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选择每周的食品购买。 

这款名为“持续选择”（Sustained 

Choice）的应用程序通过提供可靠、可信

和准确的信息，使人们的消费更有环境意

识。通过使用应用程序提供的信息，消费

者可以做出积极的购买决定，以支持环

境，同时减少食品生产对全球的影响。  

Sustained Choice 通过分析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利用直观的平台为购物者提供简

明的信息，帮助购物者了解产品在七个关键影响领域的表现，包括土地和水资源利

用、海洋污染和全球变暖，并为该产品做出一个评级，使消费者能自信地选择环境影

响较小的食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afbini.gov.uk/news/soil-nutrient-health-scheme-project-launched
https://www.afbini.gov.uk/news/soil-nutrient-health-scheme-project-launched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2/04/220425121054.htm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2/04/220425121054.htm
https://bdaily.co.uk/articles/2022/03/03/newly-unveiled-app-enables-consumers-to-make-more-sustainable-food-choices
https://bdaily.co.uk/articles/2022/03/03/newly-unveiled-app-enables-consumers-to-make-more-sustainable-food-ch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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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宣布迄今最大研发预算计划 Government announces plans for 

largest ever R&D budget 

 [BEIS, 3 月 14 日] 英国政府敲定迄今最

大，价值 398 亿英镑的研发预算，并已

分配给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BEIS) 

及其合作伙伴机构。 

为推动科学超级大国的雄心，支出预算

承诺在未来 3 年内对英国世界领先的研

究基地进行创纪录的投资，到 2024 -

2025 年，研发支出将每年增加 50 亿至 

200 亿英镑，在现有议会预算支出基础

上增加 33%。 

这些投资将确保到 2027 年总研发支出达到 GDP 的 2.4% 的承诺。 

研发投资将支持对英国繁荣至关重要的优先事项，包括从应对气候变化、清洁技术到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英国在这些领域拥有强大的全球竞争优势和国内产业实力。 

研发投资还包括为欧盟合作项目提供的全部资金，其中 68 亿英镑用于支持英国参与欧

洲地平线(Horizon Europe)、欧洲原子能研究与培训计划 (Euratom Research & Training) 

以及核聚变能源 (Fusion for Energy)计划。如果英国不能与欧洲地平线计划建立联系， 

这项资金将用于英国政府的研发计划，包括支持新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 在未来 3 年将获得超过 250 亿英镑，2024-2025 年度预算将

超过 88 亿英镑，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 2024 至 2025 年，英国航天局的研发预算也将增长到 6 亿英镑以上。航天部门为英

国 GDP 贡献近 160 亿英镑，同时支撑了金融、物流和农业等经济部们。 

政府的宏大研发投资，加上慷慨的研发税收减免计划，将使企业有信心在疫情大流行

之后向研发领域投资。研究发现，每 1 英镑的公共研发支出会平均撬动 2 英镑的额外

私营部门投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支持动物福利研究计划 UK government backs key BBSRC 

animal welfare programme 
 [UKRI， 3 月 31 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

农村事务部 (Defra) 首次共同资助研究网

络，强调动物福利是政府的高度优先事

项。 

动物福利研究网络 (AWRN) 于 2015 年

在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BBSRC) 的资助下成立。 

AWRN 由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领导，汇

集了英国动物福利研究和相关学科的研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announces-plans-for-largest-ever-rd-budge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announces-plans-for-largest-ever-rd-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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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以及来自行业机构、慈善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专业人士。  

AWRN 通过以下方式推动动物福利研究和实践：  

 确定重要研究课题  

 加强合作  

 支持创新研究活动并寻求融资机会  

 为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提供指导 

 建立信息分享和传播论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解除室内圈养强制措施，家禽养殖者仍需遵守生物安全标准 Bird 

keepers urged to maintain scrupulous biosecurity standards as housing 

measures set to be lifted 
 [Defra, 4 月 25 日] 英国首席兽医官宣

布，为阻止禽流感传播而实施的强制性室

内圈养措施于 2022 年 5 月 2 日起全面取

消。 

除保护区外，家禽和其它养殖鸟类将不再

强制室内圈养，允许在室外饲养。对于生

物安全性较差的养殖场，虽然禽流感的风

险已降至“中等”，但禽流感预防区 (AIPZ)

的生物安全要求将继续有效，因为感染可

能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传播。家禽聚集将

继续被禁止。 

自去年 10 月以来，英国遭遇了迄今最大规模的禽流感爆发。全国确诊感染超过 100 

例。严格的生物安全是最有效的疾病控制方法，所有家禽和鸟类饲养者都应随时采取

强化措施，以防止未来爆发的风险。 

虽然从 5 月 2 日起解除强制室内圈养，禽流感预防区 (Avian Influenza Prevention Zone) 

的有关措施将在英国继续执行。所有家禽和鸟类饲养者都必须继续采取有效和预防性

的生物安全措施，具体包括：  

• 在接触家禽和圈养鸟类之前和之后对衣物、鞋类、设备和车辆进行清洁和消

毒，如果条件允许，使用一次性防护服 ； 

• 减少人员、车辆或设备进出家禽和饲养鸟类的区域，以尽量减少粪便、泥浆和

其他物品的污染，并采取有效的害虫控制措施；  

• 保持圈舍的清洁和消毒 ； 

• 在所有农场和禽舍的出入口提供适当浓度的新鲜消毒剂 ； 

• 尽量减少家禽与饲养鸟类和野生鸟类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接触，包括确保野生鸟

类无法接触到所有饲料和水。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ukri.org/news/uk-government-backs-key-bbsrc-animal-welfare-programme/
https://www.ukri.org/news/uk-government-backs-key-bbsrc-animal-welfare-programme/
https://www.ukri.org/news/uk-government-backs-key-bbsrc-animal-welfare-programme/
https://www.ukri.org/news/uk-government-backs-key-bbsrc-animal-welfare-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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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物安全，英国严控松树进口 Strict controls on pine and cedar tree 

imports into Great Britain implemented 
 [Defra, 4 月 28 日] 为阻止松异舟蛾

（ Pine Processionary Moth）对树木的威

胁，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Defra）于 4 月 28 日宣布一项紧急立

法，严格限制松树和雪松树进入英国。 

松异舟蛾原生于北非和南欧（主要是意

大利），近年来还通过法国向北传播。

松异舟蛾幼虫会对松树和其他针叶树种

造成重大损害，并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构

成威胁。松树和雪松是其寄主。 

根这项立法，从 4 月 29 日开始，将不再允许进口在松异舟蛾流行的国家（如意大利和

法国）种植的松树和雪松树，只有以下来源允许进口： 

• 国家植物保护组织正式确认没有松异舟蛾的国家； 

• 官方认定的无虫区； 

• 树木一直生长在完全物理保护下的苗圃。 

今年 2 月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苗圃中从法国进口的少量松树上发现松异舟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公布农业出口战略, 2030 年实现出口超 300 亿英镑 NFU Export 

Strategy – growing our exports to £30bn by 2030 
[NFU, 4 月 27 日]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

（NFU ）公布未来出口战略，力图到 

2030 年将英国的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出

口增长 30% ，使英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价

值超过 300 亿英镑。 

为支持这一目标，新战略提出十点计

划，包括： 

• 了解自身优势 

• 瞄准能取得成功的最佳海外市场 

• 打开上述市场 

• 投资于技术专长 

• 支持公共/私人研发 

• 确保国内基础设施对国际贸易的支持 

• 确保对出口商的国内支持 

• 为出口英国食品企业创建一站式服务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trict-controls-on-pine-and-cedar-tree-imports-into-great-britain-implemente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trict-controls-on-pine-and-cedar-tree-imports-into-great-britain-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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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营销和推广 

• 战略协调和所有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智利对英国猪肉开放市场 Chilean market opens to UK pork exports 

 [Defra, 3 月 17 日] 英国生产商首次获准

向智利出口猪肉，五年贸易额估计价值 

可达 2000 万英镑。 

新兴市场为英国养猪业创造了新的出口机

会。政府、英国出口认证伙伴关系 

(UKECP) 和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 

(AHDB) 在努力开发市场准入机会。 

英国在 2021 年出口了价值 3.39 亿英镑的

猪肉，其中超过三分之二流向了非欧盟目

的地，表明新市场的价值潜力巨大。智利

当局目前已向全英国的 27 家公司开放市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投入品通胀达 24%，英国食物生产将萎缩 UK food production to shrink 

as input inflation hits 24% 
[FW, 4 月 21 日] 成本通胀飙升至两位数，使英国所有的农业企业备受打击，给来年粮

食供应能力带来不确定性。 

英国农业采购集团 AF 的最新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3 月的 6 个月中，农业投

入品价格上涨 24% 。九类投入品中有四类出现两位数的通胀，以动物饲料、燃料和化

肥增幅最大，分别为 27%、29% 和 108%。 

数据还表明，没有任何一家农业企业能够避免成本飙升的影响，谷物和油籽生产的成

本增幅最大，达到 28%，其次是土豆、奶制品、牛肉和羊肉生产，都 超过 20%。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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