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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政府发布园艺自动化评述报告 Government publishes review into 

automation in horticulture 
 [Defra, 7 月 27日] 英国政府发布报告，评

述园艺部门如何利用包装自动化、人工

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导引车等创新技术帮

助完成水果蔬菜和鲜花的采摘、包装和

运输任务。 

这份报告由环境大臣乔治·尤斯蒂斯和林

肯大学的西蒙·皮尔森教授共同主持，报

告支持减少园艺部门对移民劳工依赖的

目标。 

报告作者包括了园艺、技术和配套行业

的专家，对食用和观赏园艺领域自动化技术的开发、需求和采纳， 提出以下建议： 

• 建立一个衔接政府和行业的联盟，以推动采纳经过验证的技术； 

• 运用以任务为主导的方法来快速跟踪新技术； 

• 园艺部门成立工作组来分享新的收获技术，让园艺行业对工人更具吸引力； 

• 开发行业的技能渠道，以及吸引和留住员工的方法措施； 

• 为食用和观赏园艺行业制定长期季节性工人计划，帮助稳定劳动力压力。 

政府将考虑报告的建议，并在适当时候做出回应。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政府就减少牲畜甲烷产量征询意见 Government seeks views on reducing 

livestock methane production 
 [Defra, 8 月 23 日] 英国政府在全国范围

内发起咨询取证，呼吁农业行业、科学

家和广大公众提供有关使用新型动物饲

料产品减少牲畜甲烷排放的信息。 

反刍家畜 （牛和羊）是农场温室气体 

(GHG) 排放的主要来源。具有甲烷抑制

特性的饲料产品已显示出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潜力。这些产品包括甲烷抑制

剂、海藻、精油、有机酸、益生菌和抗

菌剂等成分。 

政府正在寻求了解农民和农业企业如何提高对这项技术的采用，以支持更可持续的蛋

白质生产。包括了解饲料添加剂当前在农业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在近期和长期未来可

能阻碍采用抑制甲烷的饲料产品的潜在障碍。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publishes-review-into-automation-in-horticultu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publishes-review-into-automation-in-hort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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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农业占英国温室气体 (GHG) 总排放量的 10%，其中甲烷约占农业排放量的 

54%。英国政府制定的雄心目标是到 2050 年在整个英国经济中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

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所有部门都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自 1990 年以来，由于技术创新和进步，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 16%，许多农场采

用了更高效的农业措施。政府排放和生产统计数据表明，自 1990 年以来，英国生产每

一升牛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 21%。奶牛养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目前生产的牛奶

比 2000 年多 11%，而奶牛数量减少了 24%。  

除饲料选择会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管理良好的牲畜也提供环境效益，例如支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特色和为乡村社区创造重要收入。  

这些甲烷抑制产品采用了严格的批准程序，并考虑了动物的健康和福利、食品安全以

及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这些产品对环境的更广泛影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帮助农民缓解干旱天气影响 Support for farmers on dry weather 

impacts 
 [Defra, 8 月 17 日] 英国政府（Defra） 宣

布为农民提供更多支持，以帮助他们应对

几十年来最干旱天气的影响。 

农民可以选择放宽农业环境规则，从而更

容易为牲畜提供重要食物。措施包括允许

参与农村管理或环境管理计划的农民，在

更多的土地上收割或放牧，以帮助缓解垫

料、饲料、放牧或饲料作物的需求压力。

允许提前和全面收割“缓冲带”和农地边角

的草料。  

这些临时规则修订从发布之日起生效，一直持续到 2022 年底。 

Defra 也正在继续评估干旱天气的影响，并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周内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

的措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加强干旱管理 National Drought Group agrees further steps to 

manage drought now and in the long term 
 [Defra, 8 月 23 日] 由来自环境署、政府部门、水公司和主要代表团体的高级决策者组成的国

家干旱小组 (NDG) 于 8 月 23 日召开会议, 同意采取进一步措施来管理当前的干旱；立即开始

行动，以减少明年的干旱风险；并加快采取措施确保长期水安全。 

今年是 50 年来英国最干燥的夏季，也是英格兰南部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夏季。长期炎

热干燥的天气导致河流流量异常低，地下水位和水库水位下降，其中一些远低于一年

中的平均水平。同时对水的需求大幅增加，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河流和池塘干涸，

鱼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死亡或陷入困境。 

英国大部分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 环境署在全英国的 14 个工作地区中已有 10 个处

于干旱状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seeks-views-on-reducing-livestock-methane-produc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seeks-views-on-reducing-livestock-methane-produc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upport-for-farmers-on-dry-weather-impac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upport-for-farmers-on-dry-weather-imp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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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示，英国基本供水没有受到威胁。供水公司确认将继续拥有足够的水来满足所

有基本的家庭和企业需求。然而，供水公司需要继续谨慎管理水资源，以确保满足公

众、农民和工业以及自然和野生动物的需求。 

环境署将加强干旱管理，并帮助满足用水者、企业和环境的需求，包括： 

• 监测和预测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增加重要地点的检查次数; 

• 管理水用户的取水许可，以平衡水公司、其他取水者和自然环境的需求; 

• 开展灌溉巡查和其他合规检查，以确保取水者遵守许可限制; 

• 应对由于河流流量降低和高温引起的事件，包括鱼类救援和野火; 

• 启用调水计划来维持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以支持野生动物并促进供水公司为

公共供水; 

• 支持农民和种植者，包括向他们继续供水，同时平衡他们与公共供水、其他取

水者和环境的需求。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保护泥炭地,英格兰将禁止出售园艺用泥炭产品 Sale of horticultural peat 

to be banned in move to protect England’s precious peatlands 
 [Defra, 8 月 22 日] 英国政府宣布，到 

2024 年，将全面禁止向业余园艺者出售

泥炭产品。 

泥炭地是英国最大的碳储存库，但目前只

有大约 13% 的泥炭地处于接近自然状

态。导致泥炭地退化的原因有农业用途的

排水、过度放牧和燃烧以及用于栽培介质

的开采。袋装零售栽培介质占英国销售泥

炭的 70%，而且经常被滥用，比如用作土

壤改良剂而不是用作植物育苗介质。 

当泥炭被开采时，储存在沼泽地中的碳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导致气候

变化， 同时还会导致泥炭地景观的全面退化，破坏稀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并降低泥

炭地调洪和滤水的能力。 

为支持泥炭产品禁售令的实施， 政府推出了一项 500 万英镑基金，以促进泥炭地可持

续利用， 支持采用湿地农业措施，生产园艺泥炭的替代品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湿地农业和其他方式生产的园艺泥炭替代品，在自然保护的同时创造绿色就业机

会，使英国成为生产和销售可持续栽培介质的全球领导者之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塑造苏格兰农业 Delivering for Scottish agriculture 
[Giv.Scot, 8 月 29 日] 苏格兰为制定农业法案启动公开咨询，咨询主题包括： 

• 高质量的食品生产； 

• 确保农民获得公平的收入；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ational-drought-group-agrees-further-steps-to-manage-drought-now-and-in-the-long-ter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ational-drought-group-agrees-further-steps-to-manage-drought-now-and-in-the-long-ter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ale-of-horticultural-peat-to-be-banned-in-move-to-protect-englands-precious-peatland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ale-of-horticultural-peat-to-be-banned-in-move-to-protect-englands-precious-peat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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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保护的权力和机制，通过支付农民和土地管理者，实现国家气候变化适应

目标； 

• 恢复自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 活跃农村地区； 

• 保护食品和健康质量；  

• 促进知识和创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建立研究网络助力农业食品行业实现净零的 Research network to help 

UK agri-food industry reach net zero 
 [UKRI, 7 月 6 日] 英国建立新的研究网

络，帮助农业食品行业实现净零排放。 

研究网络已获得 500 万英镑资助，将汇集

英国的研究人员，探索支持农业食品行业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改善环境可持续性的

有效方法。 

研究网络还将支持英国农业食品行业的其

它方面， 包括提高生物多样性； 维持健

康的生态系统； 培养生计； 支持健康的

消费者习惯； 以及尽量减少海外贸易对

环境的影响。 

英国农业食品行业占该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近四分之一。如果英国要在 2050 年之前实

现其净零目标，需要解决农食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可持续农场蛋白项目 Sustainable farm-based protein competition 

opens 
[Defra, 7 月 25 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

事务部（Defra）投入 1250 万英镑，支持

研究和创新，减少甲烷的动物饲料和高

蛋白作物等专题项目将会得到支持。 

政府邀请农民、种植者、企业和研究人

员参加项目竞标，加速创新和颠覆性技

术的发展，创造资源高效和低排放的蛋

白质生产，为未来创造更可持续的农业

模式。 

Defra 预计将在未来 3 年内提供约 6 亿英镑的款项和其他支持，投资于生产力、动物健

康和福利、创新和研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scot/news/delivering-for-scottish-agriculture/
https://www.gov.scot/news/delivering-for-scottish-agriculture/
https://www.ukri.org/news/research-network-to-help-uk-agri-food-industry-reach-net-zero/
https://www.ukri.org/news/research-network-to-help-uk-agri-food-industry-reach-net-zero/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ustainable-farm-based-protein-competition-ope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ustainable-farm-based-protein-competition-o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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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超市食品可能很快会有生态标签 Supermarket food could soon 

carry eco-labels, says study 
[BBC, 8 月 9 日] 基于新的研究依据，超

市购物者可能很快就能够在将食物放入

手推车之前查看食物对环境的影响。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估算了英国和爱尔

兰超市中 57,000 种食品和饮料的成分。

在此基础上，评估了种植方法、加工和

运输对关键环境措施的影响，包括温室

气体排放和对自然的影响。 

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算法来计算单个食品和饮料产品对环境影响的生态评分。在此算

法下，得分越高，环境影响越大。结果正如预期，含有更多肉类和奶制品的食物得分

远高于那些含有更多植物成分的食物。相比之下，许多肉类替代品，如植物性香肠或

汉堡，对环境的影响只有同类肉食品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研究人员预计生态标签在近期未来不会成为强制性的。他们希望公司自愿采用生态标

签，这样会引导公司们在食品和饮料产品的可持续性方面展开竞争。 

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y）发言人对这个倡议表示欢迎。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民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公布 RABI launches Big Farming Survey 

results 
 [RABI, 8 月 30 日] 2021 年 1 月，英国皇

家农业慈善机构（RABI） 启动了迄今最

大的农民福祉调查研究项目， 首次揭示

了农民的身心健康与农场企业健康之间的

关系。 

主要研究结果包括： 

1. 心理健康和福祉水平低下 - 有 36% 

的农业社区人口患有或可能患有抑

郁症； 

2. 农业女性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引人关切——超过一半的女性（58%）有轻度、

中度或重度焦虑； 

3. 农业社区压力的多重原因 - 平均有六个方面的因素会导致压力。最常见的压力

来源是：监管、合规和检查、Covid-19、恶劣和不可预测的天气、补贴和未来

贸易损失； 

4. 身体健康问题对整个农业社区的影响程度高 - 超过一半 (52%) 的人感到疼痛和

不适，四分之一的人有行动不便，21% 的人因健康问题而无法执行日常任务； 

5. 对农业企业的未来持乐观态度——59% 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农业企业在未来五

年内是能够成功运转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62460551
https://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62460551
https://rabi.org.uk/big-farming-survey/
https://rabi.org.uk/big-farming-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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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农民合作社生产世界上首批碳中和胡萝卜 Farmer cooperative 

produces world's first carbon-neutral carrots 
 [Farming UK, 8 月 3 日] Freshgrowers 公

司是英国一家由十名农民组成的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近日生产出了世界首批碳中和

胡萝卜。 

Freshgrowers 公司使用产品生命周期分析

方法来计算从田间到包装厂的香特尼

（Chantenay）胡萝卜生产的碳足迹。  

数据显示，2021/22 年香特尼胡萝卜在生

产和收获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GHG) 非常低，12,500 吨胡萝卜排放的

二氧化碳当量 (CO2e) 略低于 363 吨。每公斤香特尼胡萝卜的碳足迹仅为 0.03 克二氧化

碳当量。相比较而言，生产一公斤牛肉、香蕉、鸡蛋和牛奶的平均碳足迹是 60、0.7、

4.5 和 3kg CO2e。 

香特尼胡萝卜 生产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是现场作业中使用的燃料占 77%，其余

的来源包括化肥、作物保护产品和将作物残留物混入土壤中产生的排放。 

香胡萝卜 生产中的碳排放和碳抵消每年重复测评一次，下一次审计将于 2023 年春季

进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莫里森成为第一家推出自己的碳中和鸡蛋的超市 Morrisons becomes first 

supermarket to launch its own carbon neutral eggs 
 [NEN, 8 月 2 日] 莫里森（Morrisons）连

锁超市成为英国第一家推出自有碳中和鸡

蛋供应链的超市。莫里森承诺到 2030 年

实现由“零排放”英国农场直接供货，比同

行业的其它超市领先五年。 

目前在莫里森门店出售的碳中和鸡蛋被称

为“星球友好鸡蛋”， 产自莫里森旗下的

农场。 在这些农场里，母鸡投喂不含大豆

的昆虫，而这些昆虫又以面包房、水果和

蔬菜服务点的食物垃圾为食。这种创新性

“循环废物”喂养计划减少了大豆生产造成的森林砍伐，并消除了运输大豆过程的碳排

放。 

零碳产蛋场的 20% 土地种植树木， 同时还配有大型风力涡轮机、50kWh 太阳能电池

板和碳封存计划，以抵消农场剩余的排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er-cooperative-produces-world-s-first-carbon-neutral-carrots_60851.html?fbclid=IwAR2zCahUnVvMwxbq3pwtk2fyPinRoIiE3rSPn9xdLvOriu4FR-RXmMGB_6E&fs=e&s=c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er-cooperative-produces-world-s-first-carbon-neutral-carrots_60851.html?fbclid=IwAR2zCahUnVvMwxbq3pwtk2fyPinRoIiE3rSPn9xdLvOriu4FR-RXmMGB_6E&fs=e&s=cl
https://nen.press/2022/08/02/morrisons-becomes-first-supermarket-to-launch-its-own-carbon-neutral-eggs/
https://nen.press/2022/08/02/morrisons-becomes-first-supermarket-to-launch-its-own-carbon-neutral-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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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飞涨，制约英国农民采取气候行动的能力 Skyrocketing costs 

hampering UK farmers’ ability to take climate action 
[Edie, 8 月 25 日] NatWest 银行对英国不同

规模的农业企业的 250 多名决策者进行了调

查， 结果显示由于燃料、饲料和化肥等必

需投入品的成本上涨超过通货膨胀率，英国

有超过三分之一 (37%) 的农民认为今年无法

实施气候行动计划。 

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士（99%）都表示，

至少面临一项关键投入的成本在今年显着高

于英国的通货膨胀率， 三分之二的人正在

处理显着增加的燃料费用，而大约一半的人正在遇到饲料和/或肥料成本的急剧增加。 

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在 今年 5 月份表示，英国制造的硝酸氨化肥价格在

一年内上涨了 152%， 进口产品的涨幅更大，为 177%。在过去 12 个月内，其他常见

的化肥也经历了显着的成本上涨，翻了一番还多。浓缩动物饲料价格同比上涨 

15.6%。 

由于这些成本增加，很大一部分人（37%）表示他们将无法实施在短期内计划的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气候适应能力的措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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