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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筹划国家粮食战略 Developing a national food strategy 

[Defra，6 月 27 日] 为制定国家粮食战略提供依据，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Defra）启动一项独立评述，对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进行全面审视。评述对象将

包括食品的生产、营销、加工、零售、和购买（用于居家和出外消费），此外还将研

究这些过程中涉及的消费行为、资源、和机构。 

该评述将在一个咨询小组和 Defra 官员的支持下，由亨利·迪姆布比 Henry Dimbleby领

导。 

评述将于今年夏天启动一项证据征集活动，2020 年夏季公布其调查结果。 

国家粮食战略将以“农业法案”，“环境法案”，“渔业法案”，“产业战略”和“儿童肥胖计

划”目前开展的工作为基础，目的是形成政府的总体战略，确保国家粮食系统能够做

到： 

 向人们提供安全、健康、可负担的食物，无论居住在哪里或收入多少 

 面对未来冲击，表现稳定 

 为国家的下一代人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 

 建立在富有弹性、可持续、和人道的农业部门之上 

 为城市和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做贡献，提供高薪工作，并支持全国的创新生产

者和制造商 

 以高效且经济的方式实现上述目标 

政府有道德和实际责任来考虑食物系统的作用和影响。国家粮食战略将制定未来粮食

系统的愿景，以及制定实现这一愿景的计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20 亿英镑项目助力农民提升绿色资质£2bn scheme to help farmers 

improve green credentials 
[Farming UK，7 月 31 日] 英国劳埃德银行

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设立 20 亿英

镑基金， 鼓励农民申请，以减少行业的环

境影响，提高效率。 

这项基金计划已向申请者开放，鼓励以各

种方式降低碳足迹。用于改善机械与设

备、可再生能源、水管理的投资均符合申

请资格。 

可持续林业的各个方面，包括种植，也符

合申请资格。 

这项基金计划，也称作农业清洁增长融资计划（CGFI），将为企业提供贷款，以资助

可持续技术项目和投资。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eveloping-a-national-food-strategy-independent-review-2019/developing-a-national-food-strategy-independent-review-2019-terms-of-refere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developing-a-national-food-strategy-independent-review-2019/developing-a-national-food-strategy-independent-review-2019-terms-of-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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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30 亿英镑贷款承诺的一部分，目标是支

持英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任何获得农业清洁增长融资计划（CGFI）批准的申请，将会得到零安排费的定期贷

款，或者利率打折的资产融资。 

农业产业部门的目标，是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内，使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达到净零排

放，因此这项融资计划将为整个英国的 2050 年新目标做出贡献。 

然而，根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说法，实现新目标，需要做出重大改变，采取多方

面措施，包括：提供低碳电力，引入电动汽车，阻止可生物降解的垃圾进入垃圾填埋

场，增加植树，以及减少农场排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蜜蜂在哪里？跟踪探索蜜蜂喜欢哪些花 Where are the bees? Tracking 

down which flowers they pollinate 

  
 [BBSRC，8 月 7 日] 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蜜蜂的数量以及它们所依赖的野花数量，

都正在大幅下降。蜜蜂在生态系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整个食物的三分之一

依赖于它们授粉；至于经济价值，蜜蜂授粉每年估计在全球范围内达到 2650 亿英镑。 

蜜蜂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农业中广泛使用农药、寄生虫害、疾病、气候变化，以及

更为关键的是 - 宝贵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对蜜蜂和其他野生传粉媒介，构成了进一步

威胁。种植正确的野花，是帮助提高传粉昆虫数量的一种方法，为其提供更好的栖息

地，帮助它们分散、筑巢、和繁殖。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不同传粉媒介（包括蜜蜂）之间，哪种植物物种是其最优选择，

以及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变化，且如何变化。在农业上，农民

想知道传粉媒介真正在访问他们所需要传粉的植物。历来，科学家都是使用光学显微

镜鉴别单个蜜蜂采集的花粉粒，这是一种耗时且不切实际的方法。 

为了获得更准确的了解，而不需要花费大量人工检查花粉，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称为“反

向宏基因组学”（RevMet）的快速分析方法，该方法使用牛津的纳米孔技术便携式

DNA 测序仪 MinION，可以识别个体蜜蜂访问的植物。  

所使用设备的便携性，意味着这种类型的分析，可以在蜜蜂被收集和采样的现场进行 - 

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蜜蜂寻找花粉在全国尺度上的理解。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2bn-scheme-to-help-farmers-improve-green-credentials_5357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2bn-scheme-to-help-farmers-improve-green-credentials_535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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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该项目最初想法的是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的道格拉斯·俞（Douglas 

Yu）教授，他说：“在标准宏基因组学中，来自混合样本的短 DNA 片段与全基因组相

比较，生成成本会很高。我们发现了可以利用‘参考筛选 reference skims’进行分析来替

代。  

“制作一个参考筛选，我们进行非常便宜的测序，只需要部分覆盖植物的完整基因组，

并且不用组装。为了支持测试，我们迅速生成了 49 种英国野生植物物种的参考筛选; 

组装这些基因组通常会花费几个月时间，并需要很多钱。我们的方法，使用 MinION

对花粉分别测序，产生长 DNA 序列 - 然后使用 49 个参考筛选，识别当地植物物种的

每个长读数。” 

“这项技术能够根据每种 DNA 的存在量，可靠区分混合样品中的物种。结果表明，蜜

蜂和两种大黄蜂在每次觅食行程中，表现出高度偏好一种植物物种。” 

反向宏基因组可以应用于更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蜜蜂所喜欢采蜜的植物。 

我们还可以了解某些野花是否与农业花卉竞争传粉媒介，或跨越大的区域和大面积土

地类型上传粉者的行为。 

该方法还可用于研究其他混合样本，如食草动物的粪便，用于食物类型分析，和分析

空气样本，以识别空气中的致敏花粉和作物病原体。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塑料污染的焦点—农场正确处理废物 Plastic pollution focuses farms on 

correct treatment of waste 
 [FW， 2018] 在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主持的《蓝色星球》

系列的最后一集中，废塑料在海洋

里晃动的影象，引起世界对塑料问

题的新关注。 

从那时起，对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

塑料的量，以及它的最终落脚点，

公众和政治关注度大幅增加。  

英国政府在公布其 25 年的环境计划

时，承诺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并增加塑料回收。 

那么农业领域的废塑料有多大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农民需要遵守哪些法律？ 减少农

业消耗的塑料量前景如何？ 

农业每年产生多少废塑料？ 

农业虽然不是英国废塑料的主要来源，但它产生的数量足以使当局将其视为需要监测

和控制的部门。 

英国产生的大部分塑料包装来自食品杂货业， 根据废物和资源行动计划（也称为

WRAP）的数字，2014 年约为 100 万吨废塑料。 

相比之下，同一数据库显示农业废塑料约 13,000 吨 - 其中大部分是薄膜形式的青贮包

装和覆盖膜。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9/070819-n-tracking-flowers-bees-pollinate/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9/070819-n-tracking-flowers-bees-poll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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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业不是废塑料的最大来源，环境署（EA）仍然认为农用塑料是一个大废物流，

农民需要认真管理，以防止流落到环境中。 

虽然每个农场生产的废塑料量相对较少，但积少成多。 

废物责任 

那么在处理塑料废物方面，农民的责任是什么？ 

《废物管理法规》（英格兰和威尔士，2006 年；苏格兰，2005 年）将废物管理控制扩

展到农业系统，此前仅用于其他行业。 

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终结了燃烧或掩埋农用塑料（包括打包机麻线，青贮薄膜，喷

雾罐，肥料和种子袋）的做法。 

废塑料只能在农场存放不超过 12 个月。 

还要求农民使用有资质以及信誉良好的废物管理企业，来安排塑料和其他废物的收集

和回收利用。 

环境监管机构可能会要求查看有关农场废弃物（包括塑料）得到正确处理的证据，因

此必须保留准确且足够详细的记录。 

农民应该能够通过出示一个废物转运单，其中包括对所转移废物的书面描述，并由参

与交易的双方签字，来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谨慎的责任要求。废物转移单据应保存至

少两年。 

虽然大多数农民都遵守法律，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农业部门中，仍有一些人继续

非法燃烧塑料。 

废弃物监管规则 

 不在农场燃烧塑料 

 不在农场存放塑料垃圾超过 12 个月 

 使用授权的收垃圾者和废品回收商 

 做好记录，例如：废物转运便条，描述所转移废物，并有日期及双方签名 - 这

些记录至少需保留两年 

 每三年在 EA 注册一次农业废弃物豁免，以便塑料废物在处置之前的储存 

 如果定期将自己农场的废物运送到经批准的收集地点，则须作为低级废物运输

者向 EA 注册（免费） 

为什么燃烧农用塑料有问题？ 

燃烧塑料会将有害污染物释放到空气中，严重影响当地的空气质量。因此，只有获得

正确的许可或执照才能燃烧或焚化废塑料。 

燃烧或焚化必须以非常可控的方式进行，以减少污染，并拥有捕获和控制污染物的先

进设备。 

违反条规有什么处罚？ 

对违反条规的犯罪者，最高处罚是 50,000 英镑和/或 12 个月的监禁。EA 表示，他们会

严肃对待所有违规行为，并定期起诉废物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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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中，行业专家建议执法行动是有限的。主要是遵守法规，农民需要向农场守规

检查员出示其废物转移单的副本,证明他们是在妥善处理废物。 

满足法规的最简单途径 

许多农民选择使用废物收集和回收利用服务，通常支付方式是按每次装载费或年度会

员费，或按种植面积的收费。 

其中许多服务商为农民提供装废弃塑料的袋子，然后农民自己可以将其运送到收集

点，或服务商直接从农场收集。 

经常将自己的废弃物运往获准的收集地点的农民，应在 EA 注册为初级废物运送者。

这项注册是免费的。 

农民还应在 EA 注册，以获得农业废弃物豁免，以便塑料废物在处置之前的储存允

许。注册是免费的，但农场需要每三年重新注册一次。 

处理不同类型的废塑料 

塑料垃圾需要收集好，并将不同类型的塑料分开，且安全地存放在农场。例如，来自

青贮饲料包的脏塑料薄膜需要与塑料农药容器分开保存，因为塑料的类型而不同，循

环利用的处理过程也不同。 

塑料被运送到收集站点，会发生什么？ 

这取决于农场选择合作的生意类型。一些较小的运营商可能将垃圾送到垃圾填埋场。 

然而，农场使用的大部分塑料可以循环利用，因此农民可以选择与回收利用的公司合

作。 

Farm XS 是一个回收利用农用塑料和纸板的公司，其主管马克·韦布（Mark Webb）

说，根据他的经验，99％从农场收集的塑料有可能回收利用，废塑料可以重新制成各

种产品，包括车身部件、垃圾箱衬袋、建筑用薄膜、交通路锥、花园家具、塑料布、

和衣架。 

废塑料也被回收到更多的相同产品中。 例如，喷雾罐经常被重新做回喷雾罐，青贮饲

料包装被重新制成新的再生青贮饲料包装。 

韦伯先生说，在将废塑料出售给各种回收市场之前，将其打包成半吨的捆包。回收过

程包括将废塑料转化为轻质颗粒，然后再将其重新制成回收产品。 

韦伯先生表示，目前无法定期循环利用的产品是草捆网。 

处理废塑料还有哪些其他问题？ 

EA 提醒农民要警惕废物犯罪分子， 比如提供“好到难以置信”的处理费用，或者要求在

农田有其“临时储存库”。 

塑料创新 – 未来方向 

部分或全部由植物做成塑料，被推崇为世界废塑料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 

NNFCC 的生物基产品首席顾问阿德里安·西格森（Adrian Higson）表示，生物基塑料

通常由小麦、玉米或甘蔗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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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不仅制造起来对环境的破坏性较小（不需要相同水平的化石燃料），而且因为可

生物降解，则可以减轻与其最终处理相关的许多问题。然而，并非所有生物基塑料都

是可生物降解的。  

根据 Higson 先生的说法，生物基及可生物降解塑料在农业部门中最常见的应用是农业

覆盖膜，用于保护各种沙拉和蔬菜作物。 

虽然可生物降解的覆盖膜已经上市多年，直到 2017 年底，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法规支持

促进其使用，才得到进一步推动。 

它们的好处在于，被使用完犁回地里后，可以通过与土壤接触而降解。 

与此同时，正在努力开发更环保的草捆包装。《农民周刊》于 2016 年报道，帝国理工

大学的三名博士生正致力于开发一种由生物聚合物制成的可食用草捆包，用于干草、

稻草、和青贮饲料。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园艺统计 2018 Horticulture Statistics 2018 

 [Defra，6 月 27 日] 英国政府公布最新园艺统计，涵盖园艺作物的面积、产量、价值、

进口、出口数据，要点如下。 

概况： 

 2018 年本国自产蔬菜价值下降 0.5％，至 14 亿英镑，产量下降 12％，至 240 万

吨。露地蔬菜价值下降 0.5％，至 11 亿英镑（减少 600 万英镑），保护地蔬菜

价值下降 0.6％，至 3.31 亿英镑（减少 190 万英镑）。 

 本国自产水果价值增长至 7.69 亿英镑，与 2017 年相比上升 2.2％，产量下降

4.1％，至 71.9 万吨。 

 2018 年英国观赏植物价值 13 亿英镑，比 2017 年下降 1.8％。 

蔬菜 

 本国蔬菜自产量下降 12％至 240 万吨，这是 2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价值下降

0.5％，至 14 亿英镑。 

 总供应量下降 5.1％，至 450 万吨。蔬菜进口量增加 4.4％，至 230 万吨，出口

增加 12％，至 14.5 万吨。 

 2018 年，本国蔬菜产量占国家总供应量的 53％左右，而 2017 年为 57％。 

水果 

 2018 年，英国自产水果占全国总供应量的 16.7％，略高于 2017 年的 16.4％。 

 水果产量下降 4.1％，至 71.9 万吨。 与 2017 年相比，2018 年新鲜水果的面积总

量下降了 2％，略高于 34,000 公顷。 

 2018 年水果价值为 7.69 亿英镑，增长 2.2％。占其中大部分的露天种植水果价

值 7.08 亿英镑，增幅为 1.4％。温室水果增加了 13％，达到 6100 万英镑。 

https://www.fwi.co.uk/business/plastic-pollution-focuses-farms-correct-treatment-waste
https://www.fwi.co.uk/business/plastic-pollution-focuses-farms-correct-treatment-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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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价值不到 1200 万英镑，表现出 50％的最大年同比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2017 年大丰收；伴随着开花季节的寒冷天气，以及夏季漫长的干旱引起果实发

育较小带来的影响，产量为 4.7 吨/公顷，比 2017 年的产量低 47％。  

 国产苹果的市场份额增加到 45％，而 2017 年为 33％。优质水果的产量普遍高

于去年，尽管 2018 年的炎热天气对水果大小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初始水果坐果

的改良抵消了这一结果。 

 2018 年水果供应总量下降 5.6％，至 430 万吨，进口下降 6.1％，出口下降

10％，本国自产量下降 4.1％。 

水果和蔬菜贸易 

 在 2018 年，蔬菜出口（包括再出口）价值 1.3 亿英镑，比 2017 年高出 18％，

出口量增长了 12％。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出口价值。 

 2018 年蔬菜进口为 25 亿英镑，比 2017 年增长 2.8％，进口量增加 4.4％，达到

230 万吨。 

 2018 年水果出口（包括再出口）价值 1.56 亿英镑，比 2017 年增长 3.7％，是有

记录以来的最高出口值。出口量下降 10％，至 157,000 吨 

 2018 年水果进口值为 38 亿英镑，比 2017 年下降 1.4％，进口量下降 6.1％，为

370 万吨。 

 三种主要进口蔬菜是西红柿、甜椒、和蘑菇。大部分西红柿和甜椒从西班牙和

荷兰进口，而蘑菇进口量的一半以上来自爱尔兰共和国。 

 进口的三种主要水果是：香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葡萄（南非和西班

牙），和苹果（法国和南非）。从西班牙和南非进口的主要水果是葡萄和柑橘

类水果。 

观赏植物 

 2018 年观赏植物和花卉价值 13 亿英镑，下降 1.8％。 

 耐寒观赏植物的价值下降 2.5％，至 9.1 亿英镑。年初的极冷天气和夏季干旱，

使一些项目的需求放缓和种植延迟。然而，创纪录的销售记录在 6 月份，需求

从 9 月到节日季节开始都很活跃。极端寒冷时，由于植物仍处于休眠状态，对

大部分种类的影响有限，但夏季干旱影响了一些树木的大小和提供能力。 

 花束价值下降 6.7％，估计为 1.21 亿英镑。 

 盆栽植物价值增长 2.5％，达到 3.07 亿英镑。 

 观赏植物进口值为 13 亿英镑，比 2017 年增长 7.7％。三个主要进口产品是玫

瑰、室内植物、和菊花，这是从荷兰进口的主要产品，占所有进口产品的

75％。肯尼亚占进口的 6.0％，主要是玫瑰和康乃馨。 

 2018 年，观赏植物出口价值 8000 万英镑，比 2017 年下降 3.1％。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22081/hort-report-01aug19.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22081/hort-report-01aug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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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对英国牛羊肉行业的总体影响 Overall impact of Brexit on UK beef 

and sheepmeat 
 [AHDB，8 月 1 日]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将对牛肉和羊肉贸易产生重大影响，而有

脱欧协议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由于两种结果的可能性都仍然存在，下文讨论在每种

情况下将会如何影响贸易、产出、和价格。 

有协议脱欧 

有协议脱欧对牛肉和羊肉产量及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小，预计牛肉和羊肉合在一起产品

的总出口量仅下降 1.1％，进口量下降 0.8％。  

对贸易的主要影响将是非关税措施（NTMs）的影响，预计它将导致进口和出口的关税

等值成本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英国对欧盟的贸易，反之亦然。 

因为欧盟 28 国与其他国家达成的任何现有协议都将被推翻，而且 NTM 效应已经成为

英国与第三国贸易的一个因素，与非欧盟市场的贸易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然而，

可能会受到汇率影响，英镑走强的潜力，会使英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 

英国牛肉产量预计将增长 0.2％。伴随非关税措施的实施使得欧盟进口的竞争力下降，

对国内产量增加的回应可能不成比例，因为预测消费量将保持相对不变。由于出口到

欧盟 27 国的价格往往高于英国市场的相应削减价格，并且不愿将任何价格上涨转嫁给

消费者，牛肉价格，特别是农场价格，预计会略有下降。 

羊肉生产严重依赖对欧盟的出口，而且由于季节性和消费者喜好，用国内生产取代进

口产品的机会比牛肉更有限。因此，随着英国努力扩大其国内市场，任何与欧盟的贸

易摩擦增加，预计将导致一些羊肉减产和价格下降。 

无协议脱欧 

英国无协议脱欧将对与欧盟 27 国的贸易产生重大影响。  

对欧盟 27 国的牛肉出口预计将减少 87％，这主要是由于欧盟共同对外关税（CET）的

实施，以及通过拟议的关税配额（TRQ）对符合出口条件的肉类限制结果，牛肉为

63,480 吨。由于英国价格远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预计增加 5％）

将无法弥补与欧盟贸易的损失。英国征收 23 万吨关税配额，只要符合英国的健康卫生

标准，全球所有牛肉供应商都可以使用，预计从非欧盟国家的牛肉进口量将大幅增加

（+ 1,329％）。相反，预计从欧盟国家的进口将大幅下降 92％。 

同时，羊肉出口到欧盟 27 国几乎会全部消失，唯一的是通过关税贸易配额少于 400 吨

的出口。尽管非欧盟出口预计会增加，但是，约 5％的增长不足以抵消欧盟贸易的损

失，导致大量英国产品没有市场。预计从欧盟进口羊肉产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

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以上问题。 然而，由于季节性供应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价

格，预计从非欧盟国家（特别是新西兰）进口的量不会减少。 

虽然由于先前的出口产品变为国内供应，牛肉和羊肉的消费量将增加，但预计产量将

下降 2.2％。随着英国市场大量增加的国内产品艰难寻找买家，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

变得更大。 

总体而言，英国有协议脱欧可能会导致一些收入下降，给行业带来挑战。然而，相比

之下，无协议脱欧的影响要严重得多，并且可能对许多运营商造成严重后果，其中受

影响最严重将会是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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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协议和无协议脱欧对牛羊肉生产和贸易的影响预测 

指标 

（%变化） 

牛肉 羊肉 牛羊肉 

有协议 无协议 有协议 无协议 有协议 无协议 

英国生产 0.2 0 -1.0 -9 -0.1 -2.2 

出口 -0.8 -76 -1.5 -94 -1.1 -83.6 

欧盟 -0.9 -87 -1.6 -99.7 -1.2 -92.5 

非欧盟 0.0 5 0.0 5 0.0 5.1 

进口 -0.9 -1 -0.5 -15 -0.8 -4.6 

欧盟 -0.1 -92 -2.9 -98.5 -1.1 -92.1 

非欧盟 0.0 1329 0.0 0 0.0 268.5 

消费估算 0.0 7 -0.7 14 0.1 8.6 

价格  -1 -4 -3 -24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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