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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政府提出划时代的环境法案 Government introduces ground-breaking 

Environment Bill 

 [Defra，10 月 15 日] 英国政府于 10 月 15

日向议会提交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

案，以解决当今时代最大的环境优先事

项，标志着英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的方

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变革性的《环境法案》将有助于确保英国

在离开欧盟后，维持并改善所实行的环境

保护措施。法案建立在英国突出的业绩基

础上，提出了全面和世界领先的愿景，以

使子孙后代繁荣昌盛。法律将体现环境原

则，并将采取措施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解决塑料污染、恢复栖息地，使植物和野生

动植物得以繁衍。 

立法还将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境改善目标。将设立一个新的独立的环境保护办公

室，审查环境政策和法律，调查投诉，并在必要时对公共机构采取执法行动，以维护

环境标准。该办公室的权力将涵盖所有气候变化立法，并要求政府履行 2050 年实现净

零排放的承诺。通过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该法案体现了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

承诺。 

法案还将政府的旗舰《 25 年环境计划》的雄心置于法定基础上，并超越了今年早些时

候提出的政府承诺，确认政府权力改善自然和栖息地，消除塑料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

影响。基于政府的 5 便士塑料袋收费政策的成功（自 2015 年以来，这笔费用已使大型

超市的销售减少了 90％），将引进多项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收费。 

环境法案将： 

 确保环境是所有政府决策的核心，并确保如果现政府和未来政府不履行其环境

职责，则应追究其责任，包括到 2050 年实现零净排放，以及根据法案制定的更

广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目标，涉及生物多样性，空气质量，水，资源和

废物效率。 

 改善空气质量 - 通过减少污染，使儿童和年轻人可以更长寿，更健康。为此，

将制定一个雄心勃勃，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以减少微细颗粒物 PM2.5，并加

强地方权力以解决空气污染源，使地方当局可以与家庭一起合作，使用清洁燃

料，减少家庭燃烧产生的有害污染。政府还将有权强制制造商召回不符合相关

环境标准的车辆 

 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 - 通过“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确保新房屋是以保护和改善自

然环境，从而有助于为当地社区提供繁荣的自然空间的方式修建。通过制定地

方自然恢复策略，并在保护地方树木方面赋予社区更大的发言权，在支持自然

恢复网络的过程中改善对自然栖息地的保护 

 改变管理废弃物的方式 - 通过使用权力来确保生产者对他们产生的废物负责，

实行一致的回收方法，惩罚废弃物犯罪，实行塑料瓶押金退还计划，并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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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施垃圾处理。引入新收费的权力将最大限度地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和影

响。 

 保护珍贵的水资源 - 通过在面对气候变化的情况下，确保长期的、有弹性的水

和废水服务，来提高可持续水管理。指导水务公司共同努力满足当前和未来对

水的需求的权力，将使计划更加稳健。 

虽然该法案仅适用于英格兰，但其一半以上措施（例如旨在提高回收率的措施）的设

计适合于在整个英国实施，从而帮助国家应对大家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资源与废弃物战略概览 Resources and waste strategy- at a glance 

2018年 12月，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 公布资源与废弃物战略 (Resource 

and Waste Strategy) 。 

政府希望成为一个有效利用资源并减少作为社

会整体产生废物量的世界领导者。通过延长人

们使用的材料和商品的寿命，并使社会摆脱

“获取，制造，使用，丢弃”的低效“线性”

经济模式。 

采取一种更循环的经济模式，将会尽可能长时

间地保持资源的使用，因此，也可从中获取最

大价值。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对产品和材料回

收、恢复和再生，给它们带来新的生命。 

战略共分 8 章， 分别简述如下： 

第 1章 可持续生产 

 对包装实行“污染者付费” 原则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扩大包装生产者的责

任，确保生产者支付自己在市场上出售的包装的全部处置费用 

 通过对低于 30％再生塑料包装的征税，刺激对再生塑料的需求 

 对其他产品类型，使用生产者责任延伸这一潜在机制 

 通过生态设计订立最低要求，鼓励有效利用资源的产品设计  

 通过化学品战略，可持续地管理化学品，并解决因使用化学品而造成的再利用

和再循环障碍 

 开发能够实现资源效率节约的模型，通过“资源效率集群”与企业合作 

第 2章  帮助消费者在采取行动前考虑更多 

 鼓励消费者以可持续的方式购买 

 为消费者提供有关其购买产品可持续性的更好信息 

 在有充分理由和存在替代品的情况下，禁止塑料产品 

 解决再利用的障碍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introduces-ground-breaking-environment-bil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introduces-ground-breaking-environment-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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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再制造商品市场 

 鼓励妥善处理废旧产品 

 以采购和绿化政府承诺为引领 

第 3章 资源回收和废物管理 

 通过确保一致性地收集来自所有家庭和企业的干燥可回收材料，提高回收率 

 通过确保每个住户和适当的企业都有每周一次的食物垃圾收集，减少垃圾填埋

场的温室气体排放 （有待咨询） 

 与企业和地方当局合作，提高城市回收率 

 改善地方当局之间的工作安排和绩效 

 大幅提高废物能源回收厂的效率 

 解决使用二次材料的信息障碍 

 鼓励废物产生者和管理者执行实施有害废物的废物等级制度 

第 4章 打击废物犯罪 

 通过改革现有法规，改进废品的运输、管理、和描述 

 加强情报共享和互动，打击非法活动 

 通过改革现有制度，防止利用废物豁免（税/义务）隐藏非法活动 

 强制要求对废物流动进行数字记录（有待咨询） 

 建立打击废物犯罪的联合单位 

 加强对废物犯罪者的处罚 

 提高对废物法规的认识，并增加宣传执法机构处理废物犯罪工作的积极性 

第 5章 立即行动：减少食物浪费 

 在食物成为垃圾之前，更有效地将其重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 

 就食品企业的食品剩余和废弃年度报告进行咨询 

 就引入食物垃圾目标和剩余食物再分配义务的法律权力进行磋商 

 发布新的食物剩余和废物等级 

 通过任命新的反对食物浪费大使来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 

 通过考陶尔德协议(Courtauld 2025)1，支持跨部门合作 

第 6章 全球英国：国际领导地位 

 在国际上推广英国的资源和废物战略目标 

 通过开创性的英联邦清洁海洋联盟推动国际政治承诺 

                                                 
1 这是英国废物与资源行动计划组织(WRAP)发起的一项自愿性协议， 目的是联合跨食物系统的

不同组织，确保更可持续地生产和消费食物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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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污染和减少塑料浪费（包括通过英国援助） 

 通过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提高出口回收塑料的质量 

 对英国自然资源安全，建立跨政府的监督 

第 7章 研究与创新 

 在政府的研究兴趣领域与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合作，支持对资源效率的

进一步投资和创新 

 启动对制定生物基和生物降解塑料标准的证据寻求 

 通过产业战略挑战基金，支持对资源效益技术的进一步投资 

 支持废弃物和资源行动计划 

 通过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法（RTFO），鼓励制造运输燃料的创新废弃物处理技

术 

第 8章 衡量进展：数据、监测、和评估 

 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对关于资源和浪费，制定共同愿景和处

理废弃物数据的新方法 

 目标和报告从关注重量转向关注影响，重点关注碳和自然资本核算 

 保持地方政府回收废弃物的覆盖面和质量，并改进数据收集，以满足未来的需

求 

 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创新的数字解决方案用于：跟踪废弃物、咨询有关强制数

字记录和废物移动数据共享的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支持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型 Transforming the way we produce food 

 [Gov.UK, 9 月 27 日] 要养活不断增长和

日益繁荣的全球人口，预计世界粮食需求

将增长 60％。 

食品生产者需要以更可持续和更有效的方

式供应食物，例如：减少污染、减少浪

费、改善土壤条件。 

帮助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包括：环境管

理、地球观测、传感器、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技术，英国是这些方面的全球

领导者。 

英国“转变食品生产挑战计划”从政府的“产业战略挑战基金” 获得高达 2000 万英镑的

资金，用于资助宏大规模项目，以此帮助英国的食品生产突破传统的基于土地模式，

朝向净零排放的可持续发展迈进。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sources-and-waste-strategy-for-england/resources-and-waste-strategy-at-a-gl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resources-and-waste-strategy-for-england/resources-and-waste-strategy-at-a-g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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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所资助的项目是能够开发新型高效的低排放食物生产系统；或者解决限制供应

商使用最先进系统的一些技术和其他瓶颈问题。 

工作领域可能包括室内种植系统，水产养殖，以及新的食物来源（例如昆虫和基于发

酵的系统）。 

所资助的项目必须说明将如何： 

 为实现生产一种或多种食品的净零排放做出重大贡献 

 提供适宜主流消费者的营养丰富的食物 

 为社会带来其他相关利益，例如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或改善动物福利 

 采用系统方法而不是研究单一技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兽用抗生素销售四年中减半 Sales of veterinary antibiotics halved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Defra, 10 月 29 日] 英国兽药理事会

（VMD）宣布，在 2014-2018 的四年期

间，用于食用动物的抗菌素销售量下降

53%。 

抗菌素耐药性，也称抗微生物耐药性或

AMR，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

挑战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指微生物阻止抗微生物

药物对其产生作用的能力，这意味着会致

使某些治疗失去效力，感染持续存在并可能传播造成危害。 

抗菌素销售量下降说明英国食品、农业和兽医行业采取的强有力措施的有效性。 

另外，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高优先级重要抗菌药物（HPCIA）销售量同期下降三分

之二，现只占抗菌素销售总量的很小一部分（0.7%）。 

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发布了基于“同一个健康”原则的应对抗菌素耐药性的 20年

愿景及5年国家行动计划（见《英国农业简讯》2019年1月，总第65期）。要在人类、 

动物、食品和环境领域采取联合监测和行动减少抗菌素耐药性的发展和扩散。 

最近出版的第九份《欧洲兽用抗菌素消费监测报告》也报道了英国成功减少食物生产 

中抗菌素的使用。根据2017年数据，报告称英国是欧洲兽用抗菌素销售水平 (mg/pcu) 

最低的国家之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ransforming-the-way-we-produce-food-apply-for-business-fund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ransforming-the-way-we-produce-food-apply-for-business-funding
http://www.sainonline.org/pages/News/英国农业简讯%20UK%20Agriculture%20Brief%20012019.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ales-of-veterinary-antibiotics-halved-over-the-past-four-yea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sales-of-veterinary-antibiotics-halved-over-the-past-four-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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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启动农用塑料回收计划 Agricultural plastics collection scheme 

launched 

[Resource，10月 1日] 英国农业、塑料与环境

（APE UK）组织发起了一项全国性的非包装农用

塑料回收计划。 

“农用塑料” ，从青贮饲料包装到作物覆盖，在

提高耕作效率、控制温度、光照、和害虫等因素

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年有 44,000 吨的农用塑料进入英国市场，至

少向农业产出贡献 60％。 但是，这些塑料中只

有 35％被回收利用。 

为了向农民提供一种可持续处置农用塑料的解决方案，APE UK启动了全国性的回收计

划，将根据生产者责任延伸（EPR）框架的原则，确保所有农业企业享有平等且具有成

本效益的处置农用塑料。 

回收计划将覆盖整个英国，农民、分销商、生产商将对塑料回收负有共同责任。该计

划还将通过研发提供教育、技术和财务支持，以提高收集到的废弃物质量，从而提高

回收效率。 

农业塑料虽然对农业产业至关重要，但也是一个严重的废物流问题。环境、食品与农

村事务部（Defra）2010 年的数据显示，农业部门每年产生约 85,000吨废塑料，其中

大部分因被土壤污染而难以回收。 

当农用塑料被用作农作物覆盖物时，会分解成微塑料碎片，然后留在土壤表面。 

尽管自 2005 年以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禁止焚烧这些塑料；由于对环境法规的豁

免，至 2019 年 1月之前苏格兰仍然允许燃烧农业塑料。2018年 8月，苏格兰环境保

护局（SEPA）决定终止这一豁免，禁止在苏格兰焚烧任何农用塑料。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建世界首个低碳温室 World-first low carbon greenhouses to boost UK 

agriculture 

[PBC, 10 月 3 日]据《规划与建筑控制》 10 月 3 日报道，青衫资本有限公司

（Greencoat Capital）宣布了一项耗资 1.2 亿英镑的项目，将在诺里奇（Norwich）和伯

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附近的农田上建造英国最大的两个温室。 

这个世界一流的先进温室，将利用位于附近的安格利亚水公司（Anglian Water）所属

水循环中心的余热来加温。尽管供热和农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巨大，但它们的脱碳速

度，却迄今为止令人失望地缓慢。这些开创性的温室朝着大规模解决这两个问题迈出

了重要的一步，与欧洲同类设施相比，可将食物生产的碳足迹减少 75％，并提高英国

的粮食安全。 

温室热泵的电力将由热电联产工厂（“ CHP”）提供，而热电联产的余热则为温室提供

更多的热量。由天然气加热的热电联产工厂的碳排放，将被转移到温室中，从而提高

二氧化碳水平，进一步促进植物的生长，并吸收大部分碳。 

https://resource.co/article/agricultural-plastics-collection-scheme-launched
https://resource.co/sites/default/files/article_teaser_image/white hay bales wrapped in plasti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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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建设阶段即将开始，预计于 2020 年秋季完成。来自英国和荷兰的商业规模种

植者已经承诺租赁该场地。 

温室将为需要高温、相对较低光照环境的各种植物和蔬菜（如西红柿、黄瓜和辣椒）

提供理想的生长条件。 一旦开始运作，这些温室将能够生产英国西红柿的百分之十以

上，并将创造 360 个永久性新工作岗位。 

关于温室 

这些温室属于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温室，每个温室覆盖面积超过 13 公顷。 

高约 7m 的大型玻璃结构，可以使农作物沿着导丝垂直生长，不需要任何土壤，而是

以富含营养的水溶液进行水培。一旦全面投入生产，它们将每天能够产出 20 吨以上的

番茄，占英国番茄产量的 12％。 

可再生热 

这些温室的设计使其能够捕获和存储太阳辐射，从而提高气温并加速植物生长。在欧

洲，即使在夏天，仅靠太阳辐射也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来达到全天最佳的生长温度。 

大多数商业温室通过使用另一个热源提高温度来克服这个问题，实现全年种植番茄等

非常需要的蔬菜。 

大多数温室使用燃气锅炉来获得这种额外的能量。Greencoat Capital 公司利用附近安格

利亚水公司水循环中心的余热这种独特的方法，高度取代了化石燃料排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2019 上半年食品饮料出口 Exports snapshot 2019 H1 

[FDF, 9月 27日] 英国食品饮料协会（FDF）公布 2019年上半年出口统计数据，要点

如下。 

 2019 年上半年，食品和饮料出口同比增长 5.1％，至 113 亿英镑。主要是由对非

欧盟国家的出口额增长所驱动（+ 9.8％），增长到对欧盟出口的四倍。 

 英国的食品和饮料贸易平衡下降，显示自 2018 年上半年以来，对进口的相对依

赖增加了 0.8％。 

 虽然第一季度食品和饮料出口价值的同比增长超过 11％，但第二季度与 2018 年

同期相比下降（- 0.6％）。从会员的资料显示，第一季度报告中的数字由于库

存的影响而显著夸大了。 

• 基于同样的原因，很大一部分会员报告说，他们预计英国整体经济出口将在

2019 年剩余时间内下降。 

 自 2018 年上半年以来，英国对最大贸易伙伴爱尔兰的出口额下降，这是 2015

年上半年以来的头一次。下降的两个主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谷物、面粉、和肉

类产品的出口疲软；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其它前 5 个出口市场（法国，美国，

荷兰和德国）的积极增长。 

 其他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市场包括西班牙、香港、阿联酋，对这些国家的多种出

口产品的价值下降，其中包括调味酱、冰淇淋、肉类产品和糖果。 

https://www.pbctoday.co.uk/news/energy-news/greenhouses-in-boost-for-uk/6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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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9 年上半年，英国所有最高值的出口产品均增长，威士忌、三文鱼、葡萄

酒、杜松子酒和猪肉，与去年同期相比价值增长了 10％以上。三文鱼、牛肉和

杜松子酒的出口量也都增长了 10％以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农业环境组织领袖获终身成就奖 Farmers Weekly Awards 2019: 

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 
 [FW，10 月 3 日] 英国 2019 年度《农民

周刊》终身成就奖授予卡罗琳·德拉蒙德

（Caroline Drummond）。 

卡罗琳（Caroline）坚持不懈为一家慈善

机构工作近三十年，该慈善机构对整个

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耕种养殖与农业产

生了影响。 

从 1991 年的微小起步开始，连接环境与

农业（LEAF， Linking Environment and 

Farming）在卡罗琳的领导下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鼓励采取更多可持续的耕

作方式，并提高公众对农业和环境的了解。 

LEAF 的旗舰活动之一是“星期日开放农场”，每年使超过二十五万的人与农业联系起

来；而她的另一项巨大成是一直领导着 Leaf Marque 计划（这是一项注重环境可持续发

展的农场认证系统）。她最近还领导了与慈善机构“农业与乡村教育”（FACE）的成功

合并。 

LEAF 前任主席史蒂芬·费尔（Stephen Fell）赞扬卡罗琳的巨大影响力。他回忆起卡罗

琳通过综合农场管理（IFM）机制，为“说服和感染”人们接受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做出的

巨大努力。 

卡罗琳因在 2009 年为农业行业的杰出服务，而获得了大英帝国员佐勋章（MBE）。她

还是纳菲尔德学者（Nuffield scholar），最近还被授予妇女经济论坛的“十年女性”称

号。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她忙于位于康沃尔郡的家庭奶牛场之余。 

卡罗琳毕业于农业专业，是一位真正的“整合主义者”，在工作中有效地将可持续性的

三个要素（环境，经济和社会）结合在一起。 

在 LEAF 的 2018 年年度报告中，卡罗琳强调了农民的重要角色：提供食物、管理生物

多样性、作为缓解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塑造景观、对农村基础设施的贡献。 

农业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和管理环境而进入一个巨变时期，在未来几年，对

像 LEAF 这样的组织，以及像卡罗琳这样的人的需求，将变得尤为重要。 

获奖理由 

 连接环境与农业（Linking Environment and Farming，LEAF）的首席执行官，该

组织于 2018 年与 27 个国家/地区的约 1,000 家企业合作，其认证计划涵盖了英

国超过 30 万公顷的农作物面积； 

https://www.fdf.org.uk/exports/ukexports-2019.aspx
https://www.fdf.org.uk/exports/ukexports-20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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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保农民实现生产系统既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需求，并满足政府的新环

境议程要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有助于确保在英国和全球范围内维持最高标准  

 对教育公众了解农业和粮食生产发挥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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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如有询问，请发邮件至

y.lu@uea.ac.uk；关于协作网更多资讯, 请登录: http://www.sainonline.org; 

如您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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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K Agriculture Brief” is produced by SAIN Secretariat (U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y.lu@uea.ac.uk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IN, 

please visit: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To stop receiving emails from the SAIN Secretariat please email:  y.lu@uea.ac.uk and 

we will remove you from our distribution list. 

https://www.fwi.co.uk/events/awards/farmers-weekly-awards-2019-lifetime-achievement-award
https://www.fwi.co.uk/events/awards/farmers-weekly-awards-2019-lifetime-achievement-award
mailto:y.lu@uea.ac.uk
http://www.sainonline.org/
mailto:y.lu@uea.ac.uk
mailto:y.lu@uea.ac.uk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mailto:y.lu@uea.ac.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