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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强化渔业法案，推进渔业产业 Bolstered Fisheries Bill and £37m boost for 

UK fishing industry  
 [Defra，12 月 10 日] 英国政府将将进一步

修改“渔业法草案”，以确保为英国渔民争

取更公平的捕鱼机会。 

修正案将赋予国务大臣在与欧盟谈判渔业

协议时的法律职责，以寻求比英国目前在

共同渔业政策（CFP）下所得到的更公平

的捕鱼机会。 

这将彻底改变现在的制度。目前，英国渔

民得到的是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捕捞模式

的不公平协议。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船舶平均每年在英国水域捕

获 760,000 吨鱼（5.4 亿英镑收入）；而在同一时期，英国船只每年在其他成员国水域

捕获仅约 90,000 吨鱼（1.1 亿英镑收入）。 

除了加强法律，环境大臣还宣布了 3720 万英镑的额外资金，用于在新法实施期间推动

英国渔业发展。这笔资金是对现有的欧洲海洋和渔业基金（EMFF）的补充。EMFF 的

七年额度是 2.43 亿欧元，大致相当于每年 3200 万英镑。政府和权力下放当局已经承诺

大约 6000 万英镑与 EMFF 相匹配的资金，这笔额外资金将支持更多项目，渔业部门受

益总额将达到 3.2 亿英镑。 

环境大臣还承诺，政府将实施新的、国家长期安排，支持 2021 年以后的英国渔业，通

过创建四个与 EMFF 相当的新方案，为联合王国的每个国家提供资金。各权力下放当

局将领导他们各自的计划。  

新计划在 2020 年 EMFF 停止后推出。其中的细节在 2019 年支出预算中确定。在英格

兰，该计划将： 

 支持创新 – 研发提高经济增长、减少环境影响、改善捕捞安全的新技术 

 改善港口基础设施 - 因此更多的鱼类可以在英国港口上岸，并帮助渔业部门在

脱欧后利用新的出口机会 

 促进沿海社区 - 为依赖于渔业的地区提供优势 

 帮助部门调整 – 通过提高渔业部门开发新出口机会和市场的能力，适应新的准

入和捕鱼机会安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污染者受罚，须提交河流修复方案 Polluter to submit plans for River 

Witham repairs 

[EA，12 月 10 日] 根据“环境损坏 (防范和修复) 条例 2015”, 英国环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向造成 Witham 河重大污染导致至少10万条鱼死亡事件负 

有责任的农业和肥料公司 Omex Agriculture Limited 发出责任通知。要求公司对 2018 年

3 月氨进入河流造成的环境损坏提出修复计划。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olstered-fisheries-bill-and-37m-boost-for-uk-fishing-industr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olstered-fisheries-bill-and-37m-boost-for-uk-fish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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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条例执行以来环境署发出的第二张责任通知。  

受氨污染河段的河流状况和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被认为是河流所在郡有记录以来

最严重污染事件。 

污染发生后环境署专家和生物学家与其他机构一起连续奋战清理污染，减少损害。 渔

业团队重新投放 150 多万鱼苗和 4 万条 3-4 厘米长幼鱼。 

环境署还在继续调查污染状况。 调查完全结束后还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废弃食物可以转化为环境友好包装塑料 Food scraps could be turned int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lastic packaging 
[BEIS，12 月 5 日] 英国政府将投入高达 6000 万英镑的资金，将家庭食品残渣转化为环

保塑料袋和杯子。 

英国现代产业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抓住全球向更环保、更清洁的经济转变这一

经济机会，使英国成为开发可持续包装、减少有害塑料对环境影响的世界领跑者。 

新的资金将得到行业支持，用于帮助开发： 

 新型包装和塑料 – 取材于农业、食品、工业废料（如甜菜，木屑和食物垃

圾），摆脱基于石油的塑料； 

 智能包装标签 - 它与智能垃圾箱一起，可以告诉消费者废品放入正确的回收垃

圾箱，并革新垃圾处理厂的回收方式； 

 “可变的” 销售日期贴片 – 贴片变化与内装产品的变质速度相同，向消费者展示

食物腐烂的时间，以减少食物浪费； 

 减少一次性塑料 –在新产品中增加使用再生塑料。 

企业将能够通过参与由英国研究与创新署管理的“应对开发智能性可持续塑料包装挑

战”竞标，获得这笔资金。这项投资的前提是，行业与政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并为应

对此挑战提供重要的共同投资。 

为了突显对可持续塑料包装的投资，政府还宣布了一项有助于促进生物经济的战略。

战略设立了远大目标：建立世界领先的基于生物的和生物可降解塑料标准；创造新的

可持续材料；并减少塑料对环境的影响。 

去年，英国的包装销售总额约为 110 亿英镑，这项新的创新基金可能有助于推动包装

行业每年再增加 5 亿英镑销售。随着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包括在线购物的日益普及，

包装的使用也在不断增长。 

去年，英国政府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产业战略（英国脱欧后的经济蓝图），

这一新战略为英国建立了一个愿景：寻求创新产品替代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产品，使

用从生产威士忌的副产品到海藻各种来源，在英国世界领先的科学和研究基础上，成

为全球领导者。新基金将提升英国作为投资生物经济、支持创新、和刺激经济增长的

引导者地位。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olluter-to-submit-plans-for-river-witham-repai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olluter-to-submit-plans-for-river-witham-re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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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全世界海洋中有超过 1.5 亿吨的塑料，每年有 100 万只鸟类和超过 10 万只海

洋哺乳动物，因食用塑料垃圾或被其缠绕而死亡。最近的一份报告估计，到 2025 年，

海洋中的塑料将达到目前的三倍。 

英国在研究应对塑料废弃物的解决方案和生物科学方面，被公认是世界上最好的，在

过去三年里，已经投入 1.4 亿英镑用于可持续塑料。  

英国政府致力于成为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全球领导者，世界领先的塑料微珠禁令和一

次性塑料袋收费 5p，使主要超市的发放量下降了 86％。今年早些时候，政府还启动了

禁止分发和销售塑料吸管、饮料搅拌器、和棉签棒方案，以保护河流和海洋，并承诺

推出押金退还计划，推动回收一次性饮料容器。 

英国政府还通过提供 6140 万英镑的一揽子资金，促进全球研究，并帮助整个英联邦国

家从根本上阻止塑料废物进入海洋，显示其全球领导地位。 

作为资源和废物战略的一部分，政府还将寻找方法，进一步减少可避免浪费以及更多

回收利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首家超市农场用机器人生产食物 Waitrose first supermarket to use 

robots to farm its food 
[Telegraph, 12 月 8 日] 在一个由连锁超市

Waitrose 领导的项目中，英国超市将首

次出售由机器人种植的食物。 

在位于汉普郡 Stockbridge 附近的一个农

场，Waitrose 将使用自动农业机器人来

分析、种植农作物，并保护其免受杂草

侵害。 

在这项为期三年的试验中，被称为汤

姆、迪克和哈里的机器人，将开始在田

间耕作，种植小麦，用来制作 Waitrose 超市出售的面粉和面包。 

这些机器人，是由初创企业 Small Robot 公司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扫描一个特定田块的

数千张照片，机器人能够利用这些图像发现杂草并在最佳位置种植种子。  

Waitrose 希望最终将机器人协助生产扩展用于油菜籽生产。 

三个机器人之中被称为汤姆的机器人，能够通过穿行于田间，并拍摄数千张地面照

片，来发现杂草。 

人工智能软件使用 GPS 定位和模式识别软件，告诉机器人和农民田间杂草的具体位置

及数量。 

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将农药准确地直接用在个别杂草上，而并非是喷洒一整块土地。以

前，农民不得不支付专业的农艺师来调查和分析土地，现在这些工作，机器人就可以

完成。 

然后，汤姆会告知叫做迪克的大型机器人（大约一辆小型汽车大小），杂草在哪里，

迪克会自动将杂草从田地除去。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od-scraps-could-be-turned-into-environmentally-friendly-plastic-packag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od-scraps-could-be-turned-into-environmentally-friendly-plastic-pack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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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另一个大型机器人，将在土壤中开孔和播种，以及更换未发芽的种子。 

机器人将首先被用在 Waitrose 的麦田里进行农业生产，如果试验顺利，将会被用来收

获油菜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推出在线计算器帮助农民减少氨排放 Online calculator developed for 

farmers to cut ammonia emissions 
[Farming UK, 12 月 11 日] 英国科学家开发

出一款新的在线“计算器”，可帮助农民和

其他有关人员规划林地，捕获空气中的氨，

从而减少空气污染。 

作为苏格兰环境保护局资助研究的一部分，

来自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所属的生

态与水文中心（CEH），与森林研究所的科

学家们合作，为用户开发免费的在线工具和

指南。  

农业是英国氨气排放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来自畜禽粪便和肥料。 

氨会导致敏感栖息地的活性氮含量过高，造成地衣、苔藓和其他植物的生物多样性下

降。 

它还会引起土壤酸化，并与其他污染物结合，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颗粒物污染。 

通过遵循指南中的建议，农民、监管机构、规划部门可以优化植树，以捕获动物棚舍

周围（氨排放的主要来源）的氨。 

“计算器”可以估算在一定时间内（最多 50 年），采用不同的种植方式将重新捕获氨

的百分比。 

“指南”能够建议哪些树种将在英国的不同地区茁壮成长，从动物棚舍到种植树木的

距离，以及采用何种配置， 还可以提供信息帮助整合和利用现有的林地。 

生态与水文中心的生态学家 Bill Bealey博士说：“树木是氨等空气污染物特别有效的清

除剂。 

它们重新捕获树冠层和树叶上的污染物，并且有助于分散氨气羽流，从而减少氮污染

对附近敏感栖息地的影响。 

农民可以使用树木减少氨气来获得一系列长远利益。新冠层能够通过为动物提供遮荫

和防御空中捕食者，来提高动物福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土壤细菌有望治疗大肠杆菌 Soil bacteria provide a promising E. coli 

treatment 
[BBSRC，12 月 4 日] 大肠杆菌是引起严重食物中毒的微生物，其主要来源通常是未煮

熟的肉类，这也是节日期间所有烹饪食物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Online-calculator-developed-for-farmers-to-cut-ammonia-emissions_50915.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Online-calculator-developed-for-farmers-to-cut-ammonia-emissions_509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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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彻底烹饪肉类、清洗蔬菜和在食物制备后彻底洗手，可以预防大肠杆菌感染，但

是医治严重的胃肠病往往非常棘手，因为抗生素通过向感染者的肠道释放强效毒素会

使疾病恶化。 

现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由天然存在于土

壤中的细菌制成的产品，可以成功地治疗大肠杆菌 O157（最严重类型的大肠杆菌之

一），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副作用。 

这项发表于 Infection and Immunity 杂志的新研究发现， Aurodox 这个最早于 1973 年被

发现的化合物，作为一种真正的抗生素活性很差，但能够成功阻断大肠杆菌 O157 感

染。 

苏格兰是世界上大肠杆菌 O157 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并且，病例中几乎有一半是

16 岁以下的儿童。 

Aurodox 化合物能够降低大肠杆菌 O157 与人体细胞结合的能力，而且，与传统抗生素

不同，它不会释放出强力毒素。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化合物可以用来作为一种针对大

肠杆菌 O157 感染的有希望的未来治疗方法。 

分子微生物学教授， Andrew Roe 说: “大肠杆菌 O157 是一种潜在的致命细菌，目前不

建议用抗生素治疗。我们很高兴地发现 Aurodox 能够阻止大肠杆菌与人体细胞结合，

并有效地作为一种强力疾病阻断化合物。 

“研究结果令人鼓舞，并表明这种化合物有可能被作为有前景的抗毒疗法，用于治疗这

些感染。” 

大肠杆菌 O157 导致腹泻、胃痉挛、和偶尔发烧。症状可持续长达 14 天，但细菌存在

的时间可能更长。有些感染者不表现出任何症状，而另一些人病情持续发展，产生非

常严重的并发症，有时可能是致命的。幼儿感染大肠杆菌的风险较高，并且幼儿与老

年人，患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更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2019 年英国农业市场展望 AHDB Horizon Report: Agri-market Outlook 

for 2019 
[AHDB，12 月 5 日]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

（AHDB）最新的地平线（Horizon）报告 - 农业市场展

望，展望了每个行业的生产和贸易前景，并假设将与欧

盟达成贸易协议。 

AHDB 建议农民和种植者使用该报告来规划他们的业

务，或更好地了解与他们相关行业的动态。 

行业前景要点包括： 

乳制品：自 12 月以来价格下行压力，有机会重振年轻

消费者对奶制品的兴趣。 

猪肉：产量在 2019 年上升，但由于进口量下降和出口

增长，英国供应量看起来稳定。 

https://bbsrc.ukri.org/news/health/2018/181204-n-soil-bacteria-provide-a-promising-e-coli-treatment/
https://bbsrc.ukri.org/news/health/2018/181204-n-soil-bacteria-provide-a-promising-e-coli-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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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英国种畜群继续萎缩，包括来自爱尔兰的供应减少，但可能的威胁来自 更多的

波兰牛肉出口到英国。 

羔羊肉：预计在 2019 年，全球和英国的羔羊产量与 2018 年间相似。国内供应恢复到

更典型的季节性格局。 

谷物：小麦和大麦供应紧张 ，预计动物饲料用量增加，但生物燃料需求下降。除了英

国退欧，由于玉米的价格竞争力，谷物价格的前景不确定。 

油籽：虽然英国供应紧张，但这个市场受政治和全球因素主导。创纪录的全球油籽库

存和美中贸易措施限制了全球油籽市场，但 AHDB 警告背景不稳定，情况可能会迅速

改变。 

马铃薯：种植延迟和种植面积下降 4％，意味着本季节的剩余时间供应紧张，苏格兰

产量比英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好。尽管来自抵抗碳水化合物的长期压力，但到 2018 年 5

月底，消费者购买的土豆数量依然增加了 1.1％。 

该报告还强调了消费者趋势改变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消费者。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羊肉出口印度市场 Export boost for UK industry as India opens 

market to British sheep meat  
[Defra，12 月 5 日] 随着印度准备首次开放市

场，英国农民和食品生产商将很快能够将英

国羊肉出口到印度。 

2017 年，英国羊肉出口对经济价值贡献 3.86

亿英镑，仅羊羔肉就出口到 69 个市场。 

这项涉及出口不同部位羊肉的新协议，预计

在未来五年内以，将会超过 600 万英镑。 

在英国政府与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

（AHDB）以及英国出口认证合作伙伴

（UKECP）一起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谈判后，这笔交易得到了保障。 一旦完成行政上市

程序并提供出口认证，出口商就可以利用这个市场机会获利。 

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近期取得一系列成功，2017 年创下了 220 亿英镑的创纪录水平。

中国最近取消了长达 20 年的英国牛肉出口禁令，而台湾也首次向英国猪肉开放了市

场。据估计，仅在头五年，这些协议就超过了 3 亿英镑价值。 

在威尔士，羊肉出口占其食品和饮料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价值 1.1 亿英镑。 

AHDB 国际市场开发总监 Phil Hadley博士说：“印度是英国羊肉出口的较小市场，但由

于其人口和收入的增长，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政府贸易专家团队将继续为英国企业首次进入海外市场，或考虑扩大其现有的全球客

户群提供指导， 确保他们准备好利用英国退欧带来的越来越多的机会。 

政府的卓越食品（Food is GREAT）宣传活动与之配合，该活动在海外展示英国的优质

食品和饮料，同时宣传现有出口商的成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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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九个月英国食品饮料出口额达到 164 亿英镑 UK Food and Drink 

exports reach £16.4bn in first nine months of 2018 
 [FDF，12 月 6 日] 食品和饮料联合会（FDF）公布的分析显示，2018 年 1 月至 9 月的

食品和饮料出口，与 2017 年同期相比，增长 1.8％，至 164 亿英镑。品牌商品出口增

长 3520 万英镑，至 43 亿英镑，增长 0.8％。 

食品和饮料贸易逆差缩小 1.3％，目前为 180 亿英镑，比 2017 年同期减少了 2.43 亿英

镑。欧盟市场出口增长（+ 4.1％），而非欧盟市场出口下降（-1.8％），欧盟出口份额

增长至 62.1％。 

除啤酒和三文鱼外，所有十大出口产品均在 1 月至 9 月间出现增长。三文鱼出口下降

20.1％，主要原因是对法国（-19％）和美国（-36.2％）的销售下降。以数量来讲，等

于减少了 16.6 万吨，相当于 9430 万英镑。 

国家和地区比较 

食品和饮料联合会首次在整个英国进行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比较。从英国四个国家最

新的食品和饮料出口数据来看，英格兰的增长率仅为 6.2％，而威尔士的增长率为

9.2％。食品和饮料联合会对英格兰地区的分析，显示了相似的结果，英格兰东中部和

东北部 2015 - 2017 年食品和饮料出口增长率最低，分别仅增长 2.6％和 0.8％。远低于

其他主要出口地区，在同期，英格兰东南地区增长 8.4％，伦敦增长 7.2％。 

各国和各地区的增长差异表明，可能某些地区企业的出口潜力尚未得到开发。因此，

为了挖掘这一潜力，并帮助解决英国出口增长的分化问题，食品和饮料联合会今年夏

天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部门交易”提案，其中包括围绕市场研究、市场支持、出口门户

网站的出口提案。 

提案呈交之后，食品和饮料联合会正在进行正式谈判，作为政府产业战略活动的一部

分，以促进专业出口支持，实现雄心勃勃的长期出口目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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