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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基因技术法案：促进创新以提升粮食安全 Genetic Technology Bill: 

enabling innovation to boost food security 
 [Defra, 5 月 25 日] 5 月 25 日, 英国政府向

议会提交了基因技术（精确育种）法案。

新的立法旨在减少繁文缛节、支持技术创

新, 开发 种植更具抗性、更有营养和更高

产的作物。 

立法主要内容包括： 

• 针对可以通过传统育种或自然过程产

生遗传变化的动植物精确育种，建立一套

更简单的监管制度。在动物福利得到保障

之前，不会对动物的监管做出任何改变； 

• 建立用于研究和营销目的的通报系统。育种者和研究人员需要将精准育种生物

体上报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有关精准育种生物体的信息将在公

共登记册上公布； 

• 为精准育种生物体开发的食品和饲料产品建立基于科学的授权流程。 

基因技术（精确育种）法案将清除基因编辑新技术研究中的障碍。欧盟关于基因编辑

的规则侧重于法律解释而不是基于科学，长期以来阻碍着基因编辑新技术的发展。脱

欧后的英国则可以自由制定符合英国最大利益的规则，新法案将促进动植物精准繁育

的开发和营销，推动经济增长并吸引对农业食品研究和创新的投资。 

精准育种技术如基因编辑有多种优势, 能够帮助科学家更有效和更精地开发具有有益特

性的动植物品种。例如，精准育种技术可以减少农作物生产的投入，包括杀虫剂和化

肥，从而提高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韧性和生产力， 从而降低农民的成本，减少环境

影响，提高动植物的抗病能力，并增强气候变化的抵御能力。 

精准育种还可以通过除去过敏原和防止有害化合物的形成来创造更安全的食品。在全

球范围内的种植作物中有 20% 至 40% 因病虫害而损失。精准育种有可能创造出提高抗

病能力的植物品种和动物，帮助减少我们对杀虫剂和抗生素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影

响并改善动物的福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国家粮食战略 - 技术和创新驱动提升粮食生产 Tech and innovation 

drive to boost food production and back British farmers 
[Defra, 6 月 13 日] 英国政府公布期待已久的国家粮食战略，将通过帮助增加国内生

产、扩大就业机会和发展经济来支持农民。  

粮食战略的目标是实现： 

• 繁荣的农业食品和海产品部门，在不可预测的世界中确保食品供应； 

• 一个可持续、有益于自然、并且可负担的食物系统，为所有人提供更健康和本

土生产的高质量食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enetic-technology-bill-enabling-innovation-to-boost-food-secur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enetic-technology-bill-enabling-innovation-to-boost-food-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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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贸易提供出口机会，在不降低食品监管标准的同时满足消费者的选择。 

推动农业创新和利用先进技术是粮食战略的重要计划之一。到 2029 年，政府将在农业

创新计划中投入 2.7 亿英镑，推动可持续农业技术，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以及全行

业的长期韧性。 

除了加强与产业的合作，帮助更多人在食品供应链中就业之外，新战略还将建立一个

新的专业机构，以加强专业培训和职业发展道路，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可持续和企业盈

利所需的技能。 

粮食战略还包括以下计划： 

• 进行磋商咨询，将公共部门食品采购支出的 50% 用于本地生产或更高标准的食

品； 

• 激励产业部门利用工业过程产生的余热和二氧化碳以及可再生能源来提高本土

园艺生产； 

• 支持温室新发展； 

• 解决食品供应链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研究自动化、国内劳动力和移民的作

用，确保英国企业能够获得所需的劳动力； 

• 咨询如何改进和扩大动物福利标签，以帮助消费者识别产品是否达到或超过英

国动物福利高标准； 

• 在上年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将季节性工人签证范围扩大到家禽业； 

• 明年发布英格兰土地利用框架 

• 就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企业发布食物浪费报告开展咨询 

• 发布英国市场的准入要求，提供与英国国内高标准同等水平的健康保护 

• 支持可持续农业， 充分利用可减少牲畜甲烷排放的创新饲料添加剂； 

• 建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食物信

息，同时激励行业生产更健康、更符合伦理和可持续的产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食品系统对大豆需求的弹性 Resilience of the UK food system 

regarding demand for soy 
[SEI, 6 月 24日] 英国约克大学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 York）与牛津大学全球粮

食安全-粮食系统研究 (GFS-FSR) 共同发表政策简报，探讨英国畜牧业对大豆依赖的相

关风险。英国每年进口超过 300 万吨大豆，其中大部分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国。 

主要信息 

• 英国畜牧业目前面临的与大豆相关的最严重风险是森林砍伐以及相应的碳排

放； 

• 英国大约 90% 的进口大豆被用作饲料，因此畜牧业最容易受到大豆供应或价格

冲击的影响。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ech-and-innovation-drive-to-boost-food-production-and-back-british-farm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ech-and-innovation-drive-to-boost-food-production-and-back-british-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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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商和饲料加工商（销售大豆和饲料混合物）到大豆供应或价格冲击的影响

会较小，他们会把价格变化转移给客户； 

• 有多种途径应对与大豆相关的风险，例如选择替代饲料作物、提高从替代地区

采购的能力以及使用可追溯或经认证的可持续大豆。 

政策建议 

• 行业参与者， 包括贸易商和大豆加工商、动物饲料制造商、畜牧养殖户和肉类

生产商、零售商和食品服务行业，需要在单一的“诉求”下制订市场要求， 提高

大豆供应链的透明度； 

• 尽职调查立法应与现行报告框架保持一致； 

• 替代饲料作物的研究需要对所涉及的经济和环境权衡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 采购可持续大豆的合同必须着眼长远， 为大豆种植者提供保证，即客户履行承

诺，从提供相关认证的农民那里购买可持续大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气候变化将对英国损失有多大?What will climate change cost the UK? 

[LSE, 5 月 30 日]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英国面临的许多气候变化

影响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报告通过对从农业、畜牧业和渔业到干旱、洪水和沿海影响等九个关键“影响渠道”的

分析，估算了英国的总体气候变化风险。 

报告要点包括： 

• 根据现行政策，预计英国气候变化损害将从目前占 GDP 的 1.1% 增加到 2050 年

的 3.3% 和 2100 年的 7.4%； 

• 到 2100 年，强有力的全球减缓行动可以将气候变化对英国造成的损害从 GDP 

的 7.4% 降低到 2.4%； 

• 气候变化对英国经济造成损害的最大单一风险是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灾难性破坏

（占 GDP 的 4.1%）； 

• 在当前政策下，由于其他国家因气候变化而遭受损失，对外贸易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 1.1%； 

• 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英国部门之一。预计到 2100 年，随着多个地区变

得更加干旱，可耕地减少将使农业对英国 GDP 的总贡献减半； 

• 推动净零排放有很强的经济利益：在本世纪下半叶，缓解的收益超过成本； 

• 净零排放的协同利益包括显著改善健康，这主要归功于更清洁的空气；以及通

过投资刺激经济； 

• 综合来看，净零转型（估计成本最高为英国 GDP 的 2%）预计净收益约为 GDP 

的 4%； 

https://www.foodsystemresilienceuk.org/wp-content/uploads/FSR-soy-demand-chains_NOV21.pdf
https://www.foodsystemresilienceuk.org/wp-content/uploads/FSR-soy-demand-chains_NOV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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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自然灾害、旅游、林业、交通、冲突和流离失所很可能成为气候风险的

重要影响途径； 

• 对沿海保护等适应措施的积极投资可以大大降低气候相关损害的风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顶尖科学家联手对抗禽流感 UK’s top scientists join forces to battle 

bird flu outbreaks 
 [Defra 6 月 20 日] 英国政府宣布，由动植

物卫生署 (APHA) 研究团队牵头，联合顶尖

科学家组成一个新的研究联盟，共同对抗禽

流感。联盟已获得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

理事会 (BBSRC) 以及环境、食品和农村事

务部 (Defra)资助的 150 万英镑，制定应对未

来禽流感爆发的新战略。 

今年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爆发的禽流

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次。此次疫情比往年更早开始， 

2021 年夏季就持续在欧洲传播并导致英国出现 100 多例病例。 

联盟将在多个关键领域展开工作，包括： 

• 当前的病毒株形成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爆发的原因； 

• 不同鸟类种群中的传播和感染，包括病毒如何从野鸟传播到养殖家禽、使病毒

进入养殖场所的生物安全漏洞，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 绘制和模拟感染随时间和跨物种的传播； 

• 为什么某些鸟类，例如鸭子，对禽流感病毒株的抵抗力更强； 

• 通过建模来预测病毒在未来如何演变和传播； 

• 通报鸟类风险缓解措施，以减轻疫病负担，从而防止人畜共患病从动物传播到

人类，以防止未来有可能大流行的流感向人类外溢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建立食品安全网络应对食物中毒挑战 Food safety network to tackle £9 

billion food poisoning challenge 
 [UKRI, 6 月 7日] 食物中毒是英国的重大

健康挑战，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 90 亿英

镑。 

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英国生物技术与

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 和 食品

标准局（FSA）投资 160 万英镑用于创建

一个新的英国食品安全网络。 

新网络将加强食品行业、食品和健康政策

制定者以及学术界之间的联系，追求共同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what-will-climate-change-cost-the-uk/
https://www.lse.ac.uk/granthaminstitute/publication/what-will-climate-change-cost-the-uk/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top-scientists-join-forces-to-battle-bird-flu-outbreak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top-scientists-join-forces-to-battle-bird-flu-outbr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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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重点，保护英国免受未来的食源性危害。 

除了作为创新中心协调和资助跨部门研究，英国食品安全网络还将： 

• 组建一个由英国食品生产商、食品政策制定者和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的团体，以

便共同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改善食品安全； 

• 确定对英国食品安全产生有影响意义的研究需求和机会 

• 协调合作研究，促进科学应用以应对食品安全挑战 

• 举办培训，促进英国食品系统的技能发展 

• 向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转移，升级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现有信息和技术的

应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新建农业及食品诚信卓越中心 New Centre for Excellence in 

Agriculture and Food Integrity launched 

 [Government Chemist, 6月 22日] 英国贝

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与国家测量实验室 

(NML) 合作新建农业和食品完整性卓越

中心，开发创新的科学测量解决方案和

数字技术，帮助供应链更加可持续、可

靠、安全和高效。 

中心还将教育和培训英国当前和未来的

行业领导者，使其具备在快速变化和竞

争激烈的农业食品行业中所需要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苏格兰注资 2 亿多英镑支持农业创新 Supporting innovation in agriculture 
[Gov.Scot, 6 月 24日] 苏格兰首席部长 Nicola Sturgeon 宣布在 2022 年至 2027 年期间， 

对环境、自然资源和农业战略研究计划 (SRP) 进行超过 2 亿英镑的重大投资。促进粮

食安全和解决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危机的项目将是主要资助方向。  

未来资助的创新项目包括： 

• 种植和畜牧业温室气体减排 

• 适于垂直农场的作物，这将有助于生产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作物 

• 动物疾病疫苗研究，包括牛呼吸道疾病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ukri.org/news/food-safety-network-to-tackle-9-billion-food-poisoning-challenge/
https://www.ukri.org/news/food-safety-network-to-tackle-9-billion-food-poisoning-challeng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centre-for-excellence-in-agriculture-and-food-integrity-launche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centre-for-excellence-in-agriculture-and-food-integrity-launched
https://www.gov.scot/news/supporting-innovation-in-agriculture/
https://www.gov.scot/news/supporting-innovation-in-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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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2021 年英格兰农业总收入增长 17.7% England’s total income from 

farming up 17.7% in 2021  
[FW, 6 月 1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

务部（Defra） 6 月 30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1 年，英格兰农业总收入 (total 

income from farming) 比上年增长了 

17.7%， 行业利润为 42.2 亿英镑，比 

2020 年增加了 6.36 亿英镑。 

其中作物总产出增长 22.1% 至 93.6 亿英

镑，牲畜总产出增长 6.3% 至 105.4 亿英

镑。 

农业作为英格兰经济主要贡献者的地位得到巩固， 2021 年贡献了 84.1 亿英镑，比 

2020 年增长了 10.8%。 

在过去六年中，英格兰平均农业总收入为 34.6 亿英镑，最低是 2016 年的 23.6 亿英

镑， 2021 年为六年中最高。 

在过去六年中，畜牧一直是农业产出的最大贡献者，其次是农作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21 年英中贸易概览 UK trade with China: 2021 

[ONS, 6 月 1日] 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ONS）发布 2021年英中贸易报告显示： 

 2021 年，中国是英国最大的商品进口伙伴和第六大出口伙伴; 

 2021 年，英国从中国进口了 636 亿英镑的商品（占英国所有商品进口的 

13.3%），出口了 188 亿英镑的商品（占英国所有商品出口的 5.8%）； 

 2021 年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机械和运输设备（275 亿英镑），基本上是办

公机械、电信和音响设备；机械和运输设备也是主要出口商品（77 亿英镑）； 

 2021 年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和活体动物、动植物油脂、饮料和烟草分别为 7.3

亿、0.39 亿和 0.07 亿英镑， 分别占同类商品进口总额的 1.9%、2.4%和 0.1%； 

2021 年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食品和活体动物、动植物油脂、饮料和烟草分别为 5.6

亿、0.48 亿和 2.7 亿，分别占同类商品出口总额 的 4.1%、7.7%和 3.6%； 

 2021 年，英国从中国进口了 25 亿英镑的服务（占所有服务进口的 1.4%），出

口了 82 亿英镑的服务（占所有服务出口的 2.7%）； 

 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服务是其他商业服务类（11 亿英镑），而主要服务出口是旅

行（28 亿英镑），特别是个人旅行； 

 中国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21 年贸易额达 930 亿英镑（占英国贸易总

额的 7.3%）； 

 2021 年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 391 亿英镑，进口多于出口。英国有 448 亿英

镑的商品贸易逆差，其中的 57 亿英镑被服务贸易顺差所抵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wi.co.uk/business/business-management/englands-total-income-from-farming-up-17-7-in-2021-defra
https://www.fwi.co.uk/business/business-management/englands-total-income-from-farming-up-17-7-in-2021-defra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articles/uktradewithchina2021/2022-06-01
https://www.ons.gov.uk/economy/nationalaccounts/balanceofpayments/articles/uktradewithchina2021/202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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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海外促销海鲜食品 Export package launched to promote world-class 

UK seafood overseas 
 [Defra, 5 月 7 日] 英国政府宣布了一项 

100 万英镑的一揽子计划，促进海产品出

口并在海外促销高品质海产品。 

这个一揽子计划将针对不断增长的海外市

场，为脱欧后的英国渔业和海产品行业提

供新的出口机会。 

2021 年，英国海产品的全球出口额超过 

16 亿英镑，其中三文鱼是 2021 年英国第

四大出口食品，总额约为 7.3 亿英镑。新

宣布的投资将有助于进一步增加海产品出口。 

海产品出口一揽子计划将： 

• 寻求新的海外买家并为他们与英国海鲜公司建立联系； 

• 在国际活动中推广英国海产； 

• 在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增加英国海鲜产品的专业支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第一季度羊肉出口增加 UK sheep meat trade balance positive in the 

first quarter 
 [AHDB, 5 月 18 日] 根据 英国海关数据， 今年 3 月份英国出口了 6,600 吨新鲜冷冻羊

肉，比 2 月份增加近 300 吨，比去年 3 月增加了 400 多吨（上升 7%）。今年迄今的出

口总量达到 17,000 吨，比 2021 年同期增长 19%。 

在迄今为止出口的 17,000 吨中，3,200 吨销往法国（上升 12%），1,300 吨销往德国

（上升 27%），750 吨销往比利时（上升 75%）。销量和平均价格的提高使羊肉出口

价值超过 1.1 亿英镑，比一年前增加了 31%。 

进口方面，3 月份的进口量下降至 7,000 吨。比 2021 年 3 月份减少了 600 吨，下降

8%。 

今年迄今为止，羊肉进口量为 16,000 吨，比一年前增加了 12%。因为国内产量可能全

年超过需求，出口高于进口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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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秘书处吕悦来汇编。如有询问，请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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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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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