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 2 

抗生素培训成为北爱尔兰牛、羊养殖户的必修课 Antibiotics training to become mandatory for 

assured NI beef and lamb farmers .............................................................................................. 2 

我们必须补偿绿色农民‘We must compensate green farmers’ .................................................... 2 

英国增加引进非欧盟农民工定额 UK to quadruple quota for migrant farm workers .................... 3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 4 

气候变化有可能开启 Norfolk郡葡萄酒生产潜力 Could climate change help uncork Norfolk's 

wine-making potential?  ............................................................................................................. 4 

初创企业亮相农业科技周 Start-Up Showcase at REAP 2019 .................................................... 4 

EcoNomad：适于小农的“能源浪费”解决方案  .......................................................................................................5 

HayBeeSee：世界首创“跳跃”机器人可以使农民的除草剂使用减少一半 ......................................................5 

MoA 技术：黑草的末日？  ...........................................................................................................................................5 

Glas Data：帮助农民了解其数据中的模式 ..............................................................................................................5 

FOTENIX：实验室质量的作物分析仪已在农民的指尖  ......................................................................................5 

Zelp：捕获牛打嗝，以减少温室气体  .......................................................................................................................5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6 

英国食品饮料协会呼吁下届政府优先重视食品饮料行业 Next UK Government must build on 

existing links to champion great national success story ................................................................ 6 

英国消费者要求进口食品符合应该标准UK shoppers demand imported food matches UK 

standards .................................................................................................................................. 7 

 

英国农业简讯         

UK Agriculture Brief    
2019 年 11 月（总第 75 期）November 2019 (Total No 75) 



2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抗生素培训成为北爱尔兰牛、羊养殖户的必修课 Antibiotics training to 

become mandatory for assured NI beef and lamb farmers 

 [AgriLand，11 月 7 号] 北爱尔兰将于明

年 2 月改变农场质量保证体系

（FQAS），该地区的肉牛和羔羊养殖

者，必须进行抗生素培训。 

由农业、食品和农村企业学院

（CAFRE）推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一

项试点计划，在其完成后，培训将被纳
入 NIBL FQAS 标准和规则中，以鼓励养

肉牛和羔羊的牧民负责任地使用抗菌

素，特别是抗生素。  

行业发展经理柯林·史密斯（Colin Smith）在评论培训时说：“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强

制性培训，能够增强北爱尔兰牛肉和羔羊农场质量保证（NIBL FQAS）成员的知识，

并鼓励他们改善与抗生素使用有关的畜群健康计划。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行业的向前发展，并为本部门的未来可持续建立弹性。 

六十多年来，抗菌药物在管理人类、动物、海洋生物、植物、和农作物的健康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自从奥尼尔勋爵（Lord O’Neill）于 2016 年发表题为‘全球应对耐药性感染’的报告

以来，英国农业界已经设定了目标，帮助应对 AMR。在本地，此响应的一部分是在

NIBL FQAS 下设置强制性培训。 

新标准已于 2019 年 10 月从 NIBL FQAS 标准制定委员会获得最终批准，完整的详细信

息将通过 FQAS 冬季时事通讯传达给计划成员。 

行业已达成共识，通过 CAFRE的‘农场家庭关键技能’项目完成‘负责任地在养牛场

和养羊场使用抗菌素’培训，将符合 NIBL FQAS 的要求，并且该培训将是免费的。”  

史密斯补充说：“强制性培训的推出证明了该行业对 AMR问题的重视程度。保持良

好的动物健康和福利仍然是 NIBL FQAS 的关键支柱，而应对 AMR对此至关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我们必须补偿绿色农民‘We must compensate green farmers’ 

 [Fruitnet，11 月 15 日] 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呼吁在英

国脱欧后的农业政策中，农民和种植者应从其提供的环境商品方面获得经济上的激

励。 

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合作，为循环经济建立框架。 

在伦敦召开的 LEAF (Linking Environment And Farming)年度会议上，该慈善机构的食

品计划项目负责人 Emma Chow在讲话中表示，“绝对” 应该建立适当的制度，对农民

采取的环境措施给予适当的补偿。 

https://www.agriland.co.uk/farming-news/training-on-antimicrobial-usage-to-become-mandatory-for-nibl-fqas-members/
https://www.agriland.ie/farming-news/training-on-antimicrobial-usage-to-become-mandatory-for-nibl-fqas-members/
https://cdn.agriland.ie/uploads/2018/03/IMG_4689-1024x68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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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对此进行大量调查，并研究了世界各地农民们除了提供的食物以外，开始

因其生产方法的 (环境) 价值获得补偿的一些例子。 

我认为我们需要从广义上看待激励机制和结构，它不仅仅是评估粮食产品和所含的营

养，而且还包括农民对土地、空气、和水的呵护和管理。” 

Emma Chow的评论是对油菜籽种植者、LEAF 示范农场主邓肯·法林顿（Duncan 

Farrington）的呼吁做出的回应。 法林顿通过植树在固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法林顿先生说：“在过去的 16 年中，我们每年每公顷的碳固存量为 8.9 吨。这对宣传来

说极为出色，对我的 LEAF 认证审核来说非常棒，而且看着也很美，但是就象以前有

人说过的那样，一棵站着的树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如果砍倒了，才会有价值。 

宣传固然很好，但是我们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回报。这将是实现循环经济的辉煌开端。” 

探讨推动循环食品系统带来的益处和挑战，是本次年度会议的主题。 

来自不同领域的演讲和讨论嘉宾，包括食品基金会的安娜·泰勒（Anna Taylor），皇家

国际事务学院的蒂姆·本顿（Tim Benton），围绕推动更高生产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体系开展辩论。据 LEAF 称，这些可以节省成本，防止浪费，创造就业条件，以及创

造经济和社会机会。 

建立循环经济，特别是从系统中减少废弃物，是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增加引进非欧盟农民工定额 UK to quadruple quota for migrant farm 

workers 

  
(Photo: Farminguk) 

[Reuters, 11 月 9 号] 据《星期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将从明年开始将季节性农场工

人的年度移民配额增加三倍，达到一万人，以解决英国退欧后该部门的劳动力短缺问

题。 

目前，英国每年允许 2500 来自欧盟以外的人临时在英国农场工作，该部门认为这个数

字太低了。许多来自欧盟贫困地区的其他农场工人，还没有配额问题。 

http://www.fruitnet.com/fpj/article/180257/we-must-compensate-green-farmers
http://www.fruitnet.com/fpj/article/180257/we-must-compensate-green-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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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长特蕾莎·维利尔斯（Theresa Villiers）在接受《星期日电讯报》采访时说：

“我们的移民制度应反映农业部门的需求，扩大和继续季节性工人计划将会是其中的

重要部分。” 

该报称，此项扩大非欧盟农民工规模计划将作为保守党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在 12 月 12

日举行全国大选前宣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气候变化有可能开启 Norfolk郡葡萄酒生产潜力 Could climate change 

help uncork Norfolk's wine-making potential? 

[EDP，11月 20 日] 据气候变化科学家称，随着气候变暖，农民可以从谷物种植转向葡

萄种植，为英国东英吉利地区成为主要的葡萄酒产区创造了机会。 

东英吉利大学环境科学学院的安德鲁·洛夫特（Andrew Lovett）教授说：“诺福克郡和

萨福克郡可能是英格兰两个最好的葡萄园区。” 

他在斯塔勒姆农民俱乐部（Stalham Farmers'Club）的 178 期活动开幕式上说，气候变

化已经对农业景观产生了显著影响。 

洛维特教授说，自 1961 年以来，从两个郡收集的 30 多年详细数据中显示，天气出现

了明显的变暖趋势。 

他说，尽管农业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农民有能力做出反应，并为改善

环境做出重大贡献。 

在关于“气候变化给诺福克农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简报中，他建议大幅提高粮食生

产率可以带来真正的改变。 

他认为，与此同时，农民可以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例如，收获后广泛使用覆盖作

物，能够提高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可以锁定碳，并有益于环境。 

洛夫特教授说，诺福克和萨福克的数十年天气数据表明，气候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

可以使用 GIS（地理信息系统），绘制这些在 5平方公里的特定区域中造成影响的图

表。 

他说，温度数据很明显 - 夏季平均温度更高，冬季变的暖和，夏季降水减少，冬季更

多与更集中的强降雨。他警告说，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仍在增加，尤其是农业排放的

温室气体，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以减少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和甲烷的含量。 

曾在 UEA学习过的 Alistair Nesbitt博士发现了一个机会。他成立了一家名为

Vinescapes的公司，正在与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合作建立葡萄园。 

洛夫特教授补充说，诺福克和萨福克是葡萄树生长最好的区域之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Click here for details 

初创企业亮相农业科技周 Start-Up Showcase at REAP 2019 

新兴的农业技术为全球性粮食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关于良好农业实践的新思维
不受年龄或地域的限制 - 这些是英国农业技术公司 Agri-Tech East 的 REAP 2019 年

度会议上传出的令人振奋的信息。下文介绍在会议上展示的一些新兴技术。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ritain-election-immigration/uk-to-quadruple-quota-for-migrant-farm-workers-sunday-telegraph-idUSKBN1XJ0J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britain-election-immigration/uk-to-quadruple-quota-for-migrant-farm-workers-sunday-telegraph-idUSKBN1XJ0J1
https://www.edp24.co.uk/business/farming/uea-scientist-outlines-climate-chang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farmers-1-6384831
https://www.edp24.co.uk/business/farming/uea-scientist-outlines-climate-change-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farmers-1-6384831


5 
 

EcoNomad：适于小农的“能源浪费”解决方案 

厌氧消化（AD）将废物转化为沼气和营养丰富的土壤添加剂，但是，目前的解决方案
对于小农户来说过于复杂和昂贵。为了使厌氧消化也给小型农户带来好处，农业科技

初创公司 EcoNomad Solutions 的宜兰·阿德勒（Ilan Adler）和亚历克斯·德门科

（Alex Demenko）对技术进行了重新设计，利用被动加热方法和天然细菌，创造一种

更实惠的选择。 

宜兰·阿德勒之前在拉丁美洲曾与人共同创立了一家慈善机构（IRRI-Mexico）和一家

获奖的社会企业（sistema.bio），旨在为发展中市场的社区和小农提供一系列解决方

案。现在，EcoNomad 公司带来了这些技术的改进版，以适用于英国和整个欧洲。 

HayBeeSee：世界首创“跳跃”机器人可以使农民的除草剂使用减少一半 

由英国初创公司 HayBeeSee 推出的一种新型跳跃机器人，可以在最少的监督下识别、

定位、杀死杂草，一次工作达数小时。Crop Hopper，是一种跳跃式直升机，能够提供

大规模的精准农业，将农民的除草剂使用量减少 50％或更多。 

HayBeeSee 联合创始人弗雷德·米勒（Fred Miller）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拥有家庭农
场，并接受过航空航天工程师资格培训。他知道使用无人机的好处，也了解它们的局

限性。因此，他开始着手使用跳跃机器人的尖端概念，开发一种全新的农业机械，该

机器人的下方装有四轴飞行器，以帮助其悬停在地面上很近的距离。 

MoA技术：黑草的末日？ 

初创公司 MoA Technology 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除草剂开发方法，利用进化生物学的

启示提供新的作用方式。该公司开发了一个农作物保护发现平台，以寻找新的除草剂

线索。公司联合创始人利亚姆·多兰（Liam Dolan）教授说，快速筛选过程既使用整

个植物也使用活性成分，可以迅速搜索引入对环境影响较小的有效除草剂。 

通过开发具有不同作用方式的除草剂，MoA 技术公司有信心可以赢得除草剂的“军备

竞赛”，并为农民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该公司最近筹集了 800 万英镑。 

Glas Data：帮助农民了解其数据中的模式 

Glas Data 公司以农场为中心的仪表板 GlasCore，允许用户输入任何来源的农业数

据。GlasCore 可以提供完全个人定制的可视化和建模，而无需专业技能。除了数据聚

合和可视化之外，Glas Data 正在朝着提供预测建模的方向发展。多年来，他们已经

开发了许多产量模型，Glas Data 正在在使这些模型能够被农民所用。 

FOTENIX：实验室质量的作物分析仪已在农民的指尖 

为了实时提供可负担得起的作物诊断，农业技术初创公司 FOTENIX 已将达到实验室质

量的技术微型化，因此可以在现场使用。光谱图像数据通过标准相机和 LED 闪光灯捕

获，并传输到云端进行分析，然后将结果传送到生产者的智能手机。紧凑的设备只有

鞋盒大小，可以集成到农场设备中。 

作物诊断专家查尔斯·维斯（Charles Veys）与电子农业传感器中心主任布鲁斯·格

里夫（Bruce Grieve）教授合作，使小型农场能够买得起复杂的成像技术。 

Zelp：捕获牛打嗝，以减少温室气体 

牛打嗝被认为是造成温室气体（GHG）的主要原因 - 但是，打嗝产生多少甲烷？是否
可以减少？农业初创企业 Zelp 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该公司开发了一种在田间捕获排放

的甲烷并将其氧化的方法。Zelp 由俩兄弟建立，他们家在阿根廷经营一个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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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lp 的联合创始人弗朗西斯科·诺瑞斯（Francisco Norris）是一名设计技术专家，

而他的兄弟帕特里西奥（Patricio Norris）是天然气和甲烷处理专家。他们在一个有
1,500 只牲畜的家庭农场长大，因此对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 希望提高可持续性和盈利

能力，有深刻的了解。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食品饮料协会呼吁下届政府优先重视食品饮料行业 Next UK 

Government must build on existing links to champion great national 

success story 

[FDF，11月 9号] 食品和饮料联合会（FDF）发布宣言，呼吁下一届英国政府支持本

国的食品和饮料行业，并支持产业长远计划，提高蓬勃发展的行业生产率。 

食品和饮料制造业是具有强大传统的全国性成功范例。它在英国拥有超过 450,000 名员

工，为国家经济创造价值超过 310 亿英镑。 

FDF 的宣言概述了下一届政府必须执行的五项关键政策，以确保饮食业继续蓬勃发

展，支持该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对社会、文化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它们是： 

 优先考虑最可能的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和监管关系； 

 通过反映现实生活方式全面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解决肥胖症和其他饮

食问题； 

 支持使粮食生产和消费在环境上更可持续的努力，并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与行业合作，培养本地人才，提高技能，为行业发展做好准备；  

 通过食品和饮料行业理事会这个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的主要工具，提高生产

力。 

食品和饮料制造业是英国 1210 亿英镑食品供应链的核心。它分布在英国的每个角落，

囊括了制造、包装、分销、和销售各种价格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食品和饮料。 

为了确保英国食品体系的韧性，该行业必须保持竞争力并提高生产率。韧性是支撑食

品与饮料行业的基石，确保其可以为消费者和购物者提供负担得起的食品。它使该行

业中的企业能够投资于更好的工作机会、创新、并改善可持续性。 

在环境和安全的高标准支持下，英国食品和饮料在产品质量和来源方面，在海外享有

无与伦比的声誉。但是，只有五分之一的食品和饮料企业开展出口业务，该行业内仍

有许多尚未开发的潜力。下一届政府必须与业界合作，在这一难得机遇的基础上，制
定专门的未来贸易政策，同时保持有关作为食品与饮料质量和选择的世界领导者地

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agritech-east.co.uk/innovating-towards-one-agriculture-not-limited-by-age-or-geography/
https://www.agritech-east.co.uk/innovating-towards-one-agriculture-not-limited-by-age-or-geography/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6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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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消费者要求进口食品符合应该标准 UK shoppers demand imported 

food matches UK standards 

 [Specialityfood，11 月 18 日] 根据 ComRed 代

表英国农业新闻工作者协会 BGAJ (British 

Guild of Agricultural Journalists) 所做的研究，

超过 84％的英国消费者认为，政府应确保所
有进口食品在环境和动物福利方面，均符合

英国的高食品标准。  

这项研究是在 9 月份进行的，因为此前有报

道称，英国脱欧可能导致从宽松管制的国家

进口劣质食品，尤其在英国农业的关键时期

内，脱欧后如果找不到可行的方案来替代受

保护欧盟单一市场，英国农业有可能遭受损失。 

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有 62％认为英国脱欧后，英国农民应从纳税人那里获得财政支
持，而有 24％的受访者表示，在零售商从他们生产的食物中获得的利润中，农民应该

得到公平份额（不同意的占 36％）。 

研究还发现，有 16％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降低动物福利标准的食品，如果它们比更高

标准的替代品便宜。一些国家生产的食品比英国便宜，是因为他们使用目前在英国和

欧洲非法的方法–例如，氯洗鸡肉和注射过激素的牛肉。 

BGAJ总裁罗西·博伊科特女男爵（Baroness Rosie Boycott）说：“这项研究的结果强烈

提醒政府，公众重视英国农业的高标准。总有一些国家能够生产比英国便宜的食物，

但它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可能是食品、农民、动物、或环境的安全。随着英国脱

欧的到来，我们正处于可能看到低质量食品进口涌入英国的边缘。 

调查令人震惊地显示，大众对降低标准的劣质食物不感兴趣，政府和整个供应链都有

责任采取保障措施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尽管他们对调查做出的回应如此，但在严峻的

经济形势下，诱人的价格交易仍会吸引那些人的目光。” 

伦敦大学食品政策学教授蒂姆·朗（Tim Lang）表示：“绝大多数（84％）的人希望进

口食品与自制食品具有相同的标准。热心将退欧后的英国推向美国之路的支持者们应

注意到这一点。 

调查表明，公众几乎肯定地意识到，英国农业还需要达到很多要求。但政客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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