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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25 年环境规划公布一周年，英国政府亮成绩单 First review of 25 Year 

Environment Plan published 
[Defra，5月 16日] 一年前，英国政府启

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5年环境规划。

进度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规划中

90％的行动已落实或正在进行中。 

25年环境规划于 2018年 1月启动。规划

提出了如何通过为野生动物创造更丰富

的栖息地、改善空气和水质、以及遏制

世界海洋中的塑料危害，用一代人的时

间改善环境。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政府已经完成的行动包括： 

 制定了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棉花棒和搅拌棒的计划，扩大塑料袋收费 5便士的

范围，并通过资源和废物战略对废物管理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从而大幅减少塑

料废物。 

 向议会提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农业法草案，以引入更公平、更可持续的环境

土地管理系统。 

 制定了 20年来第一份环境法草案计划。 

 通过启动创建北方森林和任命树木大使来保护森林和林地。 

 开展加强和提高英格兰国家公园和卓越自然风景区的评审，保护珍稀野生动物

栖息地。 

 推出渔业法草案，开启了世界上最严厉的塑料微珠禁令，并就 41个新的海洋保

护区进行咨询，保护海洋环境。 

 通过引入世界上最严格的象牙禁令和在伦敦举办全球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会议，

使英国走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最前沿。  

政府还发布了 25年环境规划的新指标框架，成为设立监测环境进展这样一个综合指标

清单最早的国家之一。 

为获得对环境状况的更广泛理解，政府探索引入新的公民科学项目。环境大臣迈克

尔·戈夫写信给自然资本委员会，就公众如何作为自愿者参与新的环境公民科学项目

寻求建议。公民大众可以走出去记录当地环境，包括从记录个体植物和动物，到整个

景观的变化，并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制定未来政策。 

除了公民直接参与外，政府还在制定计划，研究如何利用新技术来找出环境保护方面

的缺口。卫星监测等技术可以显示所种植的作物种类、以及哪里的栖息地需要保护。

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数据，了解人们如何与其环境进行互动。 

正如首相在 2018年所宣布，政府目前正在准备未来 20年的第一份环境法案，该法案

将对 25年环境计划赋予法定地位，并将环境抱负和问责制置于政府工作的核心位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irst-review-of-25-year-environment-plan-publishe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irst-review-of-25-year-environment-plan-published


3 
 

英国呼吁各方行动，减少食物浪费 Slashing food waste: Major players 

urged to ‘Step up to the Plate’ 
[Defra, 5 月 6 日] 英国政府反对食物剩余和浪费专员本·艾略特 (Ben Elliot) 发出呼吁敦

促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零售和酒店从业者、以及对社交媒体具有影响者以及厨师们，

采取突破性行动，以减少各种来源的食物浪费。 

本·艾略特（Ben Elliot）与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将在伦敦共同主

持了一个名为“进入角色，行动起来”的重要研讨会。与会者将签署一系列关于衡量

和减少自己食物浪费的承诺，并以此激励其他人跟随。最先签署承诺的人中有环境大

臣迈克尔·戈夫和部长瑟雷斯·科菲。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说：我们必须共同结束食物浪费这一道德、经济和环境丑闻。

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出了真正的领导力，但我敦促各企业与我一起签署承诺，以便我们

能够实现真正的变革。 

每年有大约 10 万吨完全可食用的现成食品却没有被食用。现在是时候“进入角色，行

动起来”，阻止好的食物被浪费。 

承诺书要求与会者通过以下方式减少食物浪费： 

 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制定自己的宏伟目标，到 2030 年将食物浪费

减半 

 采用 WRAP 和 IGD 减少食物垃圾量路线图，在 2019 年，使英国 250 家最大的

食品企业中的一半对食品垃圾测量、报告和处理 

 在 2019 年 11 月举办一次食品对话周活动，以鼓励大众可以做出的改变 

 利用签名者的言论和知名度来激励大众，包括年轻一代 

 改变个人习惯，在工作和家庭中成为重视食品价值的倡导者。 

目前，每年约有 43,000 吨剩余食品在零售商和食品制造商处重新配送。据估计，另外

10 万吨食物 - 相当于每年 2.5 亿份食物 - 可食用且随时可用但未被食用。相反，这些食

物目前被送去当成废物产生能量、厌氧消化、或作为动物饲料。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应对抗生素耐药性方法获联合国认可 UK's approach to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gets UN recognition 
[Defra，5 月 16 日] 联合国（UN）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向英国抗生素耐药性

国际参考中心授牌。 

该中心汇集了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三个机构

的各种专业知识，能够最大程度开发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深入研究。这三个机构是：环

境、渔业和水产养殖科学中心（Cefas），兽药局（VMD），和动植物卫生署

（APHA）。 

该中心除了提供政策咨询外，还支持中低收入国家（LMICs），改善其监测抗菌药物

耐药性和抗菌药物使用的实验室和监测能力。中心还以农业、水产养殖、牲畜、环境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lashing-food-waste-major-players-urged-to-step-up-to-the-pla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lashing-food-waste-major-players-urged-to-step-up-to-the-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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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健康为对象，使用‘一体化健康’的方法，为各国解决抗菌药物耐药性问题，

提供现场和技术支持。 

该中心于 2018 年 11月在第二届全球解决抗菌药物耐药性行动呼吁峰会上正式启动，

随后迅速与学术机构以及包括孟加拉国和加纳在内的一些国家建立了牢固的工作关

系。该中心还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AMR与医疗保健相关感染参考和研究合作中心，与英

国公共卫生部门密切合作。 

该中心由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资助，并通过弗莱明 Fleming基金 (Fleming 

Fund)得到英国健康和社会照顾部的资金支持。弗莱明基金是一个英国援助项目，目的

是与中低收入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利用生成、分享和使用数据，解决 AMR 问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导致气候变化 - 英国羊业被“错怪”UK sheep farming 'wrongly blamed' 

for climate change 
[Farming UK，5月 8 日] 英国农民警告

说，由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报道增加，

英国养羊业正在被“错怪”引起气候变化。 

行业领导者批评了当下“流行”的鼓励人们

少吃红肉以减少排放，对畜牧业造成打击。 

相反，国家羊业协会（NSA）表示，英国的

农业方法对减少排放有“积极”的贡献。并

且，通过正确的激励措施，可以做得更好。 

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和联合国最近发布数份

报告，强调了需要采取措施减少全球变暖，并解决物种减少问题。 

根据 5月 6 日联合国发布的长达 1,800页的报告，目前有 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

绝的危险，其中农业和渔业是造成恶化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委员会呼吁英国在未来三十年内，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

至零。鼓励人们少吃红肉，种植更多的树木。 

国家羊业协会表示，欢迎为减少全球变暖，解决物种减少问题，所需要采取的各种措

施。但担忧有些与农业和粮食有关的建议是“不平衡的”。 

首席执行官菲尔·斯托克说：“在批评农业及其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中，

再次看到我们广泛的畜牧业部门受到牵连，但其他破坏性活动却很少被提及，很令人

沮丧。 

“通过碳封存行动抵消地球上到处飞行的排放似乎是可行的，如植树和泥炭地管理，

但在农场内部抵消排放确不被认可。” 

该组织强调，牧草地、轮牧和永久性牧场，在构建土壤有机质、土壤生物和储存碳方

面的作用却“被忽视”。 

许多关于反刍动物养殖的气候变化假设，都是基于与英国主要方法不同的全球生产系

统。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approach-to-antimicrobial-resistance-gets-un-recogni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approach-to-antimicrobial-resistance-gets-un-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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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羊业协会表示，英国的羊肉和牛肉生产系统，主要基于利用草和‘与野生动物和

谐共处’的放牧，而不是基于作物生产、饲料加工和运输的饲养场式生产。 

该组织还希望看到不同温室气体之间的更多区别。斯托克先生补充说：“虽然我们不

能忽视甲烷，但如果暂时不考虑甲烷，你可以轻易地得出结论，英国的羊养殖有助于

应对气候变化。 

“它吸收和储存碳，降低野火风险，并改善土壤条件。当把甲烷纳入考虑时，温室气

体转化为碳当量的旧方法，将不可避免地使事情看起来很糟糕。 

“但甲烷与二氧化碳和氧化亚氮的作用非常不同，相比之下，它具有短暂的生命周

期，这意味着只要牲畜数量保持稳定，甲烷水平并不会积累。” 

他补充道：“可以说，减少牲畜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降温效应，但牲畜不是甲

烷的唯一排放者。而且，它们提供了范围广泛的其他多功能效益，包括将无法种植的

草地转变为优质蛋白质和营养素，为后续作物生产建立土壤肥力，提供对生物多样性

有益的混合农场环境，以及供人们享受的景观。“ 

近年来，绵羊产业撰写了一系列调查报告，展示了农民如何在进一步提高环境资质的

同时，提高企业生产力的各种方法。 

报告还强调了从高地和低地地区，到草地和耕地，能够从与羊的融合中受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增加传粉昆虫数量，伦敦建 7 英里长“蜜蜂走廊” London to build seven-

mile ‘bee corridor’ to boost dwindling numbers of pollinators 
[Independent, 5 月 7 日] 伦敦正在种植一个 7 英

里长的野花“蜜蜂走廊”，以便在今年夏天增

加授粉昆虫的数量。 

位于伦敦北部的布伦特区，正在其辖区的公园

和开放空间播种 22 个野花草地，这些草地将

形成 50,000 平方米的有花空间，绵延 7 英里。 

该区委员会表示，这一举措是伦敦的首次。 

当局表示，工人们正在犁耕被选为草地的地

块。一旦地面准备好后，将播种包括知更草

（Ragged Robin）、黄花九轮草（Cowslip）和普通罂粟（Common Poppy）在内的一些

种子，以吸引更多传播花粉的昆虫。 

该区环境负责人克鲁帕·谢思说：“蜜蜂和其他昆虫对于提供我们所吃食物的作物进

行授粉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他们繁荣兴盛。我为布伦特区致力于提高市

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而感到自豪，并期待在短短几个月内看到草地野花盛开。” 

联合国的一份重要报告详述了人类继续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在联合国报告公

布不久，布伦特区委员会就宣布了其蜜蜂走廊计划。 

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称，自 1980 年以来，野生

哺乳动物减少了 82％，自然生态系统的空间减少了一半，现在有 100 万种物种因人类

活动而面临灭绝的危险。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sheep-farming-wrongly-blamed-for-climate-change_5194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sheep-farming-wrongly-blamed-for-climate-change_519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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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区委员会还引述了上个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各地的授粉昆虫数量大幅下降。 

该研究表明，野生栖息地消失是其主要因素之一，自二战以来，英国 97％以上的野花

草甸已经消失。许多蝴蝶、蜜蜂、蜻蜓和飞蛾，都依赖这些花朵来繁衍生息。 

传粉媒虫对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我们需要这些昆虫来维持

75％的作物物种，占全球作物产量的 35％，以及高达 88％的开花植物物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白蜡枯梢病导致英国损失达 150 亿英镑 Ash dieback: Killer tree disease set 

to cost UK £15bn 

 [BBC，5月 6日] 据估计，白蜡枯

梢病的爆发将造成英国高达 150亿英

镑的损失。 

科学家对此病害造成纳税人 “惊

人” 的经济负担表示震惊。  

科学家们警告说，处理病树落枝的花

费远远超过进口苗圃树苗的收入。正

是一种进口的树苗，最初将这种致命

的疾病带入英国。 

这是第一次对枯枝病爆发的总费用做出估计。牛津大学植物科学研究员露易丝·希尔

博士说“我们估计，总数可能达到 150亿英镑，”“这比 2001年报道的口蹄疫爆发成

本高出三分之一。 

“树木疾病给人们带来的后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 

这种疾病于 2012年首次出现在英国的一个苗圃，并于 2013年首次在更广泛的环境中

被观察到。从那时起，病害开始扩散到英国的大部分地区。 

林业委员会表示，这种病害“有可能对英国的白蜡树种群造成重大损害，影响林地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以及硬木产业”。 

在欧洲，该病已造成广泛的破坏，已致死并感染了数百万棵白蜡树。 

除了估算失去一个重要经济物种造成的损失之外，150亿英镑的数字还考虑到了“生

态系统服务”的丧失，例如水净化和碳封存。 

发表在《当代生物学》杂志上的文章写道，估计白蜡枯梢病的总成本将是进出英国的

活植物贸易年度价值的 50 倍。 

作者警告称，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发生，因为还有 47种其他已知的树木

病虫害可能会到达英国，并造成超过 10亿磅（或更多）的损失。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london-bee-corridor-wildflower-meadows-brent-council-climate-change-a8903456.html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london-bee-corridor-wildflower-meadows-brent-council-climate-change-a8903456.html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48155222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4815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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