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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特雷莎·维利尔斯（Theresa Villiers）就任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
Theresa Villiers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7 月 24 日] 特雷莎·维利尔斯

（Theresa Villiers）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被

任命为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大臣。 

特雷莎·维利尔斯于 2012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担任北爱尔兰国务大臣。此前，

她于 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担任运

输国务部长。 特雷莎于 2005 年当选为

Chipping Barnet 选区的保守党议员。 

特雷莎·维利尔斯先就读于伦敦的弗朗西

斯荷兰学校，后来在布里斯托大学和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学习法律。 

大学毕业后，特蕾莎成为一个大律师，同时任伦敦国王学院的法律讲师。 

特雷莎·维利尔斯的政治生涯包括： 

 2005 年至今，Chipping Barnet 选区议员 

 1999 年至 2005 年，伦敦欧洲议会议员 

 2005 年至 2007 年，影子内阁财政部首席秘书 

 2007 至 2010 年，影子内阁运输国务部长 

 2010 年至 2012 年，运输国务部长 

 2012 年 9 月至今，北爱尔兰国务大臣 

国务大臣对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全面负责。具体职责包括： 

 部门管理 

 突发事件 

 国际关系 

 负责英国退欧工作和退出欧盟后的政策计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智库报告-我们的未来系于土地 Our future in the land 

 [RSA, 7 月 16 日] 英国粮食、农业、和农村委员会（Food, Farming and Countryside 

Commission）在其最终报告中强调我们在未来十年采取的行动对于阻止生态系统崩

溃，大自然恢复和再生，恢复人们的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报告为政策制定者、企

业、和社区应对挑战，提出了根本和切实可行的方法。 

报告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十五项建议： 

健康的食物是每个人的事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eople/theresa-villie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eople/theresa-vil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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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公平的食物体系铺平竞争环境 - 好的食物必须成为赚钱生意 

 致力增加英国生产的水果、蔬菜、坚果、豆类、以及英国可持续农业产品供

应，并在日常食品中更多地消费它们 

 实施世界领先的公共采购，利用这一强大的工具改造市场 

 制定协作社区食品计划，以帮助影响和实施国家食品战略，满足英国各地社区

的不同需求 

 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促进健康和福祉 

农业是变革的力量，释放由公共价值观驱动的第四次农业革命 

 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的、农业生态型的农业系统，设计一个十年过渡计划 

 支持农民创新，发动第四次农业革命 

 通过培训一批示范农民和支持农民网络，确保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值得信赖的独

立建议 

 将目前对生产商组织提供的支持扩展到所有部门，促进合作与协作 

 建立国家农业生态发展银行，以加速公平和可持续的过渡 

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农村和农村社区是公平和绿色经济的强大动力 

 在英格兰建立国家土地使用框架，激励基于土地公共价值的合作，调解和鼓励

多种用途 

 投资技能和农村基础设施，以支持农村经济 

 在再生经济中创造更多好的工作 

 开发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农村住房需求 

 建立国家自然服务，利用年轻人的能量来启动再生经济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民工会呼吁新任首相确保平稳脱欧 NFU urges incoming Prime 

Minister to ensure smooth EU exit 
[NFU，7 月 23 日] 全英农民工会（NFU）主席米内特·巴特斯（Minette Batters）祝贺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并敦促他尽其所能，确保英国以

平稳有序的方式离开欧盟。 

在致即将上任首相的一封信中，NFU 向新政府提出五个额外政策优先事项： 

 通过确保英国农业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政策，激励农场企业的竞争力和创

新，加强农业部门的弹性和先进性。 

 通过政府的协调一致努力，制定政策，帮助实现 NFU 到 2040年达到净零的雄

心，迎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通过贸易政策促进食品高标准，建立全球公认的英国食品品牌，确保我们的高

标准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不受允许进口在英国属于非法生产的食品的贸易协议

所破坏。 

file:///C:/Users/d004/Downloads/Report-rsa-ffcc-our-future-in-the-land.pdf
file:///C:/Users/d004/Downloads/Report-rsa-ffcc-our-future-in-the-la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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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建立适当的、并符合农业和园艺的具体需求和挑战的未来移民系统，确保

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一个对粮食和农业的长期预算承诺。通过新农业政策，公平奖励提供公共产品

的农民，支持稳定性和复原力，认可农民和种植者长期、多年的经营时间框架

并提供资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农民温室气体减排措施调查 Greenhouse gas mitigation practices - 

England Farm Practices Survey 2019 
[Defra， 6 月 6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公布了 2019 年 2 月英国农

场实践调查的结果，该调查侧重于与温室气体减排有关的实践。主要结果如下： 

营养管理 

有效的养分管理在为满足作物和草地的生长需求提供足够营养的同时，还要管理环境

影响；它可以帮助最大程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水污染扩散的发生率，并通过降

低投入成本来提高生产率。 

在这里，我们考虑了农民如何管理化肥和粪肥的施用，如何使用营养管理计划，以及

如何计算和监测营养需求。 

主要发现 

 2019 年，58％的农牧场有养分管理计划，比 2018年略有增加。占本调查所覆

盖养殖区域面积的 73％。 

 大部分（43％）营养管理计划是由农民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制定，或自己独立

制定（25％）。其余 32％由顾问或承包商制定。 

 2019 年，70％的农民有土壤营养指数测试方案，74％有土壤 pH值测试安排。

这些农牧场几乎全部每五年至少在自己的一部分田块进行测试。 

 约有 64％的农场有粪便管理计划，比 2018年的 63％略高。 

 38％的农民保持监测自己农田的土壤有机质，73％的农民知道自己农场每个田

块的土壤类型。  

厌氧消化 

厌氧消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在无氧情况下，植物和动物材料被微生物分解，生产可用

于发电和供热的沼气。对于捕捉和处理动物粪便中的营养物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厌氧

消化能够比直接撒播到田地里实现更高效率。厌氧过程的剩余消化物富含营养，可用

作肥料。调查着眼于目前以这种方式处理任何废物或作物原料的农民占有比例。 

主要发现 

 在 2019 年，5.2％的农民表示他们通过厌氧消化处理废物，比 2018年的 5.4％

略有下降。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featured-article/nfu-urges-incoming-prime-minister-to-ensure-smooth-eu-exit/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featured-article/nfu-urges-incoming-prime-minister-to-ensure-smooth-eu-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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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厌氧消化处理废物的农场比例因农场类型而异，7.6％是各种作物农场，其

次 7.1％的是猪和家禽养殖场。 

 粪浆是厌氧处理中最常见的材料类型，3.1％的农民选择此项。其次是作物，

2.9％的农民选择此项。 

排放 

调查关注农民在为其农场做决定时，对温室气体（GHG）排放的重视程度。并着重于农

民目前采取的减少排放行动及其动机。以及与之相反，阻止农民采取行动的原因。 

主要发现 

 2019 年，在对土地、作物、和牲畜管理做出决定时，考虑到温室气体（GHG）

是相当/非常重要的农民占 55％。 

 2019 年，61％的农民报告说他们目前正在采取行动，减少农场的温室气体排

放。 

 减少农场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常见行动是：从农场回收废物（89％）；提高能源

效率（75％）；提高氮肥施用精度（72％）。 

 采取所有行动的最常见动机是，这样做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商业行为。过去七

年来一直如此。 

 对于那些没有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人，最常见的理由是没有必要，因

为农场没有产生大量排放，也不明确该怎么办，因为对这个问题存在太多相互

矛盾的看法。 

化肥、粪肥和粪浆撒播机 

校准化肥、粪肥、粪浆撒播机，有助于提高投入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调查重点

关注农民撒播粪肥、粪浆和化肥。 

主要发现 

 在 2019 年，超过四分之三的农牧场（78％）在自己的草地或耕地撒播粪肥或粪

浆，86％撒播化肥。 

 47％的农场农民自己至少撒播一些粪便或粪浆，其撒播机从未校准过。 

粪便和粪浆储存 

粪便和粪浆管理系统与控制水和空气的环境风险有关。它可以防止氨气流失到空气

中，同时保留氮素用作有机肥料，减少对氮肥制造的需求。 

这一部分关注的是畜禽养殖者拥有的储存器类型，这些存储器是否被覆盖，以及农民

是否有计划升级其现有设施。它还考察了农民是否有浆液分离器。从浆料中分离悬浮

固体，能够使两种粪便流分开处理。固体部分可以在混凝土坪上或以田间堆放形式储

存，而液体部分可以存储和运输/泵送到田间施入土地。通过分离可以减少存储空间，

并提高氮素施用效率，因此有可能减少排放。 

主要发现 

 临时堆放仍然是固体粪便最常见的储存形式，近三分之二（64％）的农民使用

这种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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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四分之一的农民（24％）将粪浆存放在大罐中，而 15％的农民在防漏水泥

池中储存。 

 2019 年，拥有储存设施的畜牧业者中，14％打算扩大或升级其粪便或粪浆存储

设施，而 2018年这个比例是 16％。 

农场健康计划和生物安全 

农场健康计划是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的一项倡议，通过帮助预防疾

病和改善畜禽的生产性能，使农民受益。这有助于在动物整个生命周期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例如，通过提前达到最终重量和实现更高的饲料转化率。农场健康计划是农民

与他们的兽医或其他顾问密切合作，为动物健康和福利设定目标，并采取措施衡量、

管理和监测生产力。  

主要发现 

 2019 年拥有农业健康计划的畜牧业农民数量下降到 73％，2018年为 75％。 

 2019 年，超过一半（55％）有农业健康计划的农民常规使用它为疾病管理决策

提供依据。 

 在兽医或顾问的帮助下完成农业健康计划的数量，从 2018年的 79％，增加到

2019 年的 84％。 

草原和放牧 

在某些情况下，用混合三叶草或高糖牧草播种临时草地，是增加产量和改善环境保护

的成本有效方法。例如，三叶草的固氮特性（尽管不适用于所有土壤类型）可以减少

施氮量，并提高草地产量。高糖牧草可以帮助提高动物生产效率（例如，提高奶产量

和更快的活体重量增加），这反过来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土地和土壤管理的减缓方法，可以帮助保持良好的土壤结构，防止侵蚀和压实，这两

者都导致温室气体排放。与此相关的减缓方法包括使牲畜远离水道，并在过度潮湿状

况时降低放养率。 

主要发现 

 在 2019 年，用混合三叶草播种了部分临时草地的畜牧饲养者占 75％，播种了

所有临时草地的占 27％。这些比 2018年略有下降。 

 59％的牲畜养殖者在其临时草地上种植了高糖草。 

 2019 年，草甸重复种植三叶草或高糖草的最常见频率为 3至 5年。 

 当田地过于潮湿时，大约 75％的牲畜饲养者总是采取措施降低放养率。 

 61％的牲畜养殖户经常尽量让牲畜保持远离水道。 

畜禽饲养规范和繁育措施 

畜禽繁育措施是另一个可以促进畜禽生产力及效率，从而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领

域。终生可盈利指数（PLI）是一种评分系统，识别具有最佳“基因价值”的牛，用于

选择公牛与奶牛交配繁殖。终生可盈利指数使用综合特征，包括：预期寿命、健康、

生育力、和产奶量。估计育种值（EBV）使用肉类生产等理想特性估计动物的遗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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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除了在生产力和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畜禽饲养方法（如摄入量和饲料类

型）也会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 

主要发现 

 2019 年，71％的畜禽饲养者使用了口粮配方计划或营养建议。比 2018 年的

73％略有下降。 

 整株作物青贮和玉米是农民向牛羊提供的最常见替代物（除了放牧或储存

草），分别占 15％和 11％。 

 在 2019 年，19％的养殖者在奶牛育种时，始终使用具有高终生盈利指数

（PLI）的公牛。 

 在 2019 年，19％的养殖者繁殖肉牛和 10％的养殖者繁殖羔羊时，始终使用具

有高估计育种值（EBV）的公牛和公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智慧渔船有望带来英国渔业革命 Smart boats could revolutionise UK 

fishing and seafood industries 
[Defra，7 月 19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宣布一项价值 1000万英镑的研发基金，为

英国渔业和海产品行业的创新，注入了活

力。 

这一行动为渔民可能使用人工智能铺平了

道路，并为英国经济提供了潜在的双倍投

资回报。 

英国渔业为经济贡献大约 14亿英镑，雇佣

超过 24,000 人。用于改进技术的创新，在

整个行业都有巨大的机会。 

与现有的资助计划不同，海产创新基金将专注于提供长期、前沿的创新。 

英国企业已经在开发卫星技术和虚拟观察室，以跟踪船只移动，并将照明集成到渔网

中，以减少不必要的捕获并提高效率。但随着全球渔业价值近 3000亿英镑，该基金将

鼓励进一步的技术开发，并为英国技术先驱者打开全球出口机会。 

创新机会将涵盖海产品部门的各个方面，从捕捞技术和鱼饲料到渔业管理。 可以获得

资金的可能领域，包括： 

 最大限度的减少意外捕获和监测捕捞 - 渔具创新，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更好

地获取实时捕捞数据，以避免意外捕捞和避开敏感物种。 

 捕捞物的分捡和处理 - 捕捞上岸后的自动化处理，改善动物福利，并提高弃鱼

的存活率 

 渔业管理信息 – 为渔船和监管机构提供先进数据，以便更好地决定渔业资源

的未来管理。 

 进一步可持续水产养殖 - 围绕补偿性水产养殖的创新，即来自一种水产养殖的

废物，为另一种水产养殖提供食物来源和营养。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06718/fps-ghg2019-statsnotice-06jun19.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06718/fps-ghg2019-statsnotice-06jun19.pdf


8 
 

通过现代产业战略，英国政府在为研发资金提供史上最大的增加，目标是将公共和私

有部门研发投资到 2027年提高到 GDP的 2.4％。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农业统计 2018 概要 Agricul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8 

[Defra, 7 月 9 日] 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

（Defra）公布 2018 年农业统计报告， 要点如下：  

农场结构 

 农业用地面积（UAA）增加了 0.7％，至 1740

万公顷，占英国土地面积的 71％ 

 作物种植总面积减少 0.8％，至 610 万公顷 

 谷物面积减少 2.4％，至 310万公顷 

 猪总数增加 0.9％，超过 500多万 

 绵羊和羔羊数量下降 3.0％，至 3400 万，主

要原因是一岁以下羔羊数量减少 4.1％，至 1,700

万 

 商业农场的劳动力总数增加了 0.6％，达到 47.7万  

收入和生产力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到 1％，其就业份额略微上升，至 1.53％ 

 农场经营收入（FBI）差异很大，在 2017/18 年，14％的英国农场没有农场营业

净收入，而不到三分之一的英国农场营业收入超过 50,000英镑 

 按现价计算，2017 年至 2018年期间，农业总收入减少了 9.29亿英镑

（17％），至 46.97 亿英镑 

 总产出增加 5.83亿英镑（2.2％），至 266.51 亿英镑 

 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总增加值，用于确定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减

少 6.26 亿英镑，至 95.86亿英镑，按当前价格计算，下降 6.1％ 

 中间消耗成本上升 7.6％，基本上所有成本都较高，特别是燃料、饲料、和化

肥成本 

 年度农业价格指数（API）显示，农业产出增长了 3.6％，而农业投入则增长了

6.3％ 

 2017 年至 2018年期间，英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 2.1％ 

农产品 

 小麦收获量减少 8.6％，至 1,360万吨。 产值增加 4.8％，略低于 21 亿英镑 

 由于单产下降抵消了面积增加，油菜籽产量下降了 7.1％，至 200万吨。 产值

下降 16％，至 6.43 亿英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mart-boats-could-revolutionise-uk-fishing-and-seafood-industr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mart-boats-could-revolutionise-uk-fishing-and-seafood-industrie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15303/AUK_2018_09jul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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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菜产量下降 15％，至 760万吨。 产值增加 7.4％，至 2.46亿英镑 

 水果产品价值下降 0.6％，至 7.53亿英镑 

 牛肉和牛犊肉的价值增加了 1.4％，达到 30.3 亿英镑 

 羊肉产值增加 4.7％，至 12.6亿英镑 

 猪肉产值减少 5.7％，至 12.5亿英镑 

 禽肉产值增加 8.6％，至 26.3亿英镑 

 牛奶和奶制品的价值增长了 3.1％，达到 44.9 亿英镑 

环境 

 自 20 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氮和磷的使用率下降 

 从 2000 年到 2017 年的土壤养分平衡（千克/公顷）比较显示，氮使用率减少

19％，磷减少 38％ 

 2000 年至 2017年间，估计氧化亚氮排放量下降了 11％，甲烷排放量下降了

10％ 

 2000 年至 2016年间，估计农业氨排放量下降了 18％ 

 自 1970 年以来，农田鸟类指数显著下降，2017 年，农田所有鸟类物种指数不

到 1970 年水平的一半 

贸易 

 食品、饲料和饮料（FFD）出口额为 225亿英镑，实际增加了 2亿英镑

（0.9％） 

 食品、饲料和饮料进口额实际下降了 1亿英镑（0.3％）至 468亿英镑 

 因此，食品、饲料和饮料的贸易逆差缩小了 3亿英镑（1.3％），至 243 亿英镑 

有机农业 

 有机耕种土地面积下降 8.4％，至 474,000公顷 

 转换面积占总有机面积的百分比连续第四年上升 

食物链 

 2017 年，英国的农业食品部门，估计总增加值（GVA）为 1210亿英镑，占全国

GVA 的 6.6％ 

 在截至 2018年第四季度的 12个月期间，农业食品部门的就业人数增长了

1.8％，达到约 400 万人 

 2016 至 2017年间，英国食品链以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 1.5％。2017 年，

更广泛经济生产率下降了 0.2％ 

 2018 年出外就餐花费减少 0.7％，而家庭食品支出增加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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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启动培训计划，培育未来贸易专才 Liam Fox launches training 

scheme to find UK's future trade experts 
[DIT，7月 15日]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Liam Fox）宣布了世界上第一

个招募未来贸易谈判代表的培训计划。 

这项每年付酬 30,109英镑、为期两年的培训计划，包括：在英国专家贸易谈判团队实

习，与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合作伙伴签订未来贸易协议；在支持英国公司出口

其产品和服务的团队实习；以及在国际贸易部的 127 个国际办事处之一，为期六个月

的国际实习。 

与传统的毕业生实习及工作培训计划不同，注册该计划不需要任何资格，大多数候选

人预计会是 18岁或以上的离校生，转换职业或第一次想在政府工作的人。 

伴随英国准备离开欧盟，并在 40年内首次实施独立贸易政策，该计划旨在发展英国的

贸易政策和推广专家人才库。 

英国国际贸易部承诺在贸易政策和促进方面，开辟新的职业和专业机会，本公告是其

持续承诺的一部分。去年，福克斯启动了国家贸易学院方案，与英国贸易委员会并行

运作，为高校学生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可直接向企业家和贸易专家学习开展国际业

务。 

今年，国家贸易学院方案在爱丁堡、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设有三所暑期学校，首次

向 16-18岁的学生开放。学校教育包括贸易模拟游戏，以鼓励学生思考：出口商面临

的挑战和机遇；成功出口商的见解；以及出口挑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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