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简讯
UK Agriculture Brief
2017 年 1 月（总第 41 期）January 2017 (Total No 41)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 2
英环境大臣誓言消减农业繁文缛节 Environment Secretary pledges cuts to farming
red tape .................................................................................................................................. 2
英议会启动脱欧后农业问题听证 Brexit: agriculture - new inquiry launched .............. 2
议员们强调农业补贴必须重新关注环境 Farm subsidies must refocus on environment,
say MPs .................................................................................................................................. 3
脱欧是英国改写作物保护规则的良机 Brexit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rewrite crop
protection rules ..................................................................................................................... 4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 5
英国启动重大研究项目优化芸苔属作物性状 Announcing BBSRC BRAVO:
optim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Brassica crops ................................................................... 5
全球粮食安全项目发布“环境拐点”报告 Global Food Security programme unveils
environmental 'tipping points' at Parliament event .......................................................... 5
英国科学家领衔英-中-泰-菲-越可持续稻米合作研究 UK researchers to lead UKChina-Thailand-Philippines-Vietnam partnership of crucial research to underpin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future of rice .................................................................................... 6
英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试点项目评述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 of
pilot projects, 2012 to 2015 .................................................................................................. 8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 9
英国气泡酒销售破纪录，法国、意大利人竞相购买 Record UK Sparkling Wine Sales
as France and Italy Buy British........................................................................................... 9
皇室御产：首批温莎大公园气泡酒抢购一空 Queen joins the English sparkling wine
craze – and all 3,000 bottles have been snapped up ........................................................ 10

1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环境大臣誓言消减农业繁文缛节 Environment Secretary pledges cuts to
farming red tape
[Defra，1 月 4 日] 英国一年一度的农业会议
于 1 月 4 日在牛津召开，来自农业和食品领
域的行业代表和 领袖人物 参加会议。会上
环境大臣 Andrea Leadsom 概述了如何废除繁
文缛节，帮助农民生产优质的英国食品。
环境大臣强调指出欧盟的一些法规给农民带
来沉重如山的文案任务，妨碍了他们种植食
物的实际生产。
处理繁文缛节和应对农场检查，估计造成该
行业每年损失 30 万个工时，500 万英镑。
在她的主题演讲中，Andrea Leadsom 说：长期以来，为了满足欧盟 28 国需求的官僚制
度，阻碍了英国农民的进步。 现在离开欧盟，意味着我们可以专注于最适合英国的生
产方式。通过消减来自欧盟的繁锁程序，农民将能够自由地种植更多，销售更多，出
口更多的英国食物，同时坚持我们自己的植物及动物健康和福利的高标准。
英国离开欧盟之后，将可以自由采取以下行动：


废弃要求农民和农村企业付费制作和展示广告牌或海报宣传欧盟对农场经营的
贡献。农民被要求永久展示这些面积高达 6 英尺 x 4 英尺的招牌，以避免处罚。



废弃农场每年必须种植多少种不同作物的所谓“三种作物规则”，让 40,000 英国
农民自由地去种植人们所需的食物 ， 从而为经济增加数百万英镑的价值。



放宽确定受补贴田地特征的复杂定义和规则要求（ 例如对树篱的定义，水坑和
池塘的区别等 ）， 而是采取更简单的方法。



减少受洪灾农民申请土地恢复费用所需要提供的文件数量，使他们能够更迅速
地开展紧急建设工作。

减少政府对农场的检查次数，更好地利用航空摄影简化或替代检查。今年已经
减少了 4000 次检查，并计划在 2020 年之前取消 20, 000 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议会启动脱欧后农业问题听证 Brexit: agriculture - new inquiry
launched
[Parliament, 1 月 18 日] 英国议会欧盟能源和环境委员会就英国脱欧后的农业问题举行
小型听证会。听证会将考察脱欧对农业的影响，并确定脱欧后与欧盟关系的优先事
项。 这项听证旨在强调英国农业从欧盟‘解脱’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退出欧盟
后为农业和食品业带来的机遇。
听证过程将于 1 月 25 日（星期三）的公开会议作为开始，学者和业内专家将就农业和
脱欧问题提供证据。 随后的听证过程将集中讨论以下关键方面：


粮食和农产品贸易



农业和食品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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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和补贴



获得劳动力



农业提供的公共产品



粮食安全

将要探讨的问题包括：


退出欧盟，给英国农业和粮食生产带来的主要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从欧盟获得
劳动力有多大程度的问题？



离开共同农业政策，对国家、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脱欧对英国供应负担得起的优质食品有什么影响？



在英国离开欧盟之前，政府必须考虑和/或实施哪些关键的政策决定？ 拟定的
大废除法案是否对农业产生任何特殊问题或挑战？



在英国退欧后，未来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农业政策？ 世贸组织
规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或者会影响对农民和环境供资的政策决定？ 它将在多大
程度上影响关于农产品、环境保护、食品标准、动物福利或食品质量的监管制
度？



脱欧之后，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通过农业部门，促进或保护公共产品和生态
系统服务的提供？



在解除欧盟农业政策时，政府是否应审查、减少或加强一些影响农业部门的法
规？ 有哪些值得解除监管的立法实例？关于农药、化学品、植物保护、环境法
规和动物福利方面，在何种程度上英国可以或应该采取不同于欧盟的立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议员们强调农业补贴必须重新关注环境 Farm subsidies must refocus on
environment, say MPs
[FW，1 月 4 日] 由一组有影响力的国会
议员撰写的一份题为《欧盟公投后自然
环境的未来》的报告指出，离开欧盟
后，英国应该重新调整农业补贴，在支
持农业和环境保护之间达成更好的平
衡。
议会环境审计委员会 (EAC) 指出︰ 政府
推出取代共同农业政策（CAP）的任何
新农场补贴“应该明确界定与公共产品供
应相关的目标”。
报告说这些补贴应包括促进生物多样性、防止水涝和碳储存， 而不是简单地用提供收
入来支持农民。
欧盟补贴目前占农业总收入的 50-60％。去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英国的总支出为
35 亿英镑，其中 90％用于支柱 1（对农民的直接支付）。
在 1 月 4 日发表的报告中，议员们指出，脱欧后，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环境的未来资金
政策，必须具有“完全统一”的农业和环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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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目前的共同农业政策模式基于“每个农场”分配资金，“不考虑农场与更广泛的
景观之间的关系”。
议员们也警告，因脱欧谈判之后英国贸易关系的变化，英国农民将面临"三重困境"。
首先，离开共同农业政策可能威胁到一些农场的生存。第二，如果英国被拒绝继续进
入单一市场，那么当向欧盟出口产品时，农业可能面临关税，包括对羊肉出口的 30％
关税和 50％的牛肉关税。第三，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新贸易关系，“可能导致与较低动物
福利、食品安全和环境标准的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
报告最后指出，脱欧之后需要一项新的“环境保护法”，以维持英国强大的环境标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脱欧是英国改写作物保护规则的良机 Brexit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rewrite crop protection rules

[FW， 1 月 4 日] 英国作物生产委员会（BCPC）的负责人说，脱欧为英国政府提供了
一个 “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扎实的风险评估，建立作物保护化学品的监管方法。
在牛津农业会议的一个边会上，BCPC 主席 Colin Ruscoe 博士说，重要的植物保护产品
（PPPs）的可持续性，受到欧盟基于危害的农业化学品审批方法的威胁。
目前的欧盟农药使用授权，是以危害， 即活性物质的内在毒性，而不是风险，即危害
发生的可能性，作为评估审批标准。
Ruscoe 博士指出，基于风险的评估方法是将对化学品的暴露考虑在内。危害是某种技
术或化学品的内在危险。 电是危险物， 可以使人致命； 氧气也是危险物, 如果吸入
太多会致死。其实是人们接触和使用技术的方式产生风险。
一段时间以来，英国农民对欧盟农药法令（1107/2009）的许多方面和水框架指令规定
的水质要求都不满意。
欧盟委员会基于危害的方法，使得多达 77 种被认为具有内分泌干扰性质，可能破坏激
素系统的化学品，有在欧盟范围内被禁止的威胁。
Ruscoe 博士说，脱欧为英国政府提供了一个设计农药监管规则的新机会，克服欧盟对
农业创新的扼制。我们需要一个精心设计，量身定做的英国植物产品保护法规，以取
代欧盟的 1107/2009 法令。
他敦促英国政府采用完全基于风险的方法进行产品注册，基于可靠的科学，如美国环
境保护局采用的方法。
Ruscoe 博士说，脱欧后的农药立法，必须保持或改善人类安全和环境标准、促进病虫
害综合管理、支持已被实践证明有效的小规模使用和紧急批准的原则以及自愿性举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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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启动重大研究项目优化芸苔属作物性状 Announcing BBSRC
BRAVO: optim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Brassica crops

[BBSRC，1 月 13 日] 2017 年 1 月，由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资助
启动了一个新的 5 年项目：芸苔属、油菜籽和蔬菜优化（简称 BRAVO）。
油菜和芸苔属蔬菜作物的英国市场总价值超过 10 亿英镑，但年损失高达 2.3 亿英镑，
主要是受日益不利和不可预测的天气模式的影响。BRAVO 项目旨在通过破解控制植
物发育主要方面的过程，来阻止这些作物损失。这些知识将用于帮助开发新的、更抗
恶劣环境、有卓越田间性状、同时降低产量损失和工业浪费的芸苔属作物品种。
该项目由约翰英纳斯中心（JIC）的 Lars Østergaard 教授领导，研究团队汇集了来自英
国植物学领域三个研究机构（约翰英纳斯中心，洛桑研究所，生物、环境和农村科学
研究所）和四所大学 （巴斯，诺丁汉，华威，约克）的科学家以及油菜和园艺产业领
域的代表。
这项 440 万英镑的 BRAVO 项目，除了提高对芸苔属作物如何生长及应对环境基本了
解之外，还将支持对青年科学家的培训，并通过芸苔属遗传学、基因组学、表型分析
和建模研讨会，提高行业利益相关者对新发展的认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全球粮食安全项目发布“环境拐点”报告 Global Food Security programme
unveils environmental 'tipping points' at Parliament event
[BBSRC，1 月 13 日] 全球粮食安全
（GFS）项目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为“环境
拐点”的存在提供证据，并探讨其对全球粮
食安全的潜在后果。
该报告是在一个有议员、政策制定者、行业
领袖、研究人员和出资机构参加的议会活动
上发布。会议出席者听取 GFS 项目前任主
管、利兹大学 Tim Benton 教授的演讲，他
主持的跨学科和跨部门学术界和行业专家工
作组撰写了这份报告。
当生物物理系统经历从一个稳定状态到另一个稳定状态的转变，从而改变其功能时，
发生环境拐点。 这些“阶跃变化”偏离了我们通常所期望的系统行为的线性方式，它们
5

可能对环境产品和服务带来难以逆转的根本改变， 这种变化反过来可能对全球粮食生
产造成严重影响，从而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报告的主要发现包括：


作为风险管理的一部分，需要更多地考虑食物系统中潜在的阶跃变化。



需要更多地研究环境拐点及其对粮食系统动态的潜在影响；环境拐点和社会经济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改进预测的方法。



如果信息显示存在达到拐点的真正风险，如何行动。 该报告还提供了一个新的框
架（“ETTA” - 存在，威胁，轨迹，替代）来支持风险管理



与达到拐点和必须适应的情况相比，现在采取行动以防止跨越拐点的所需成本和
能获得利益，



两个多元环境拐点的案例研究 （包括在东安格利亚地区可能形成沙尘暴），同时
分析如何应对这些情景

Tim Benton 说：“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线性世界’，其中小变化具有小影响，
并且可以逆转。 本报告强调，事实可能远不是这样，小的变化有时可能有很大的影
响。 气候变化可能不是逐步适应全球不断变化的气候：它可能突然变成一个新的和非
常不同的状态，例如土壤的逐渐退化导致在某些条件下大规模的土壤流失，如发生在
美国中西部的沙尘暴。
“自然界的这种阶跃变化，可能对我们的粮食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本报告强调，建
立弹性的农业食品系统，不仅仅是关于缓解熟悉的“冲击” （例如极端天气 ）， 而且需
要考虑到粮食系统运作方式中适应我们不熟悉的、但可能重要的、突发的非线性变
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科学家领衔英-中-泰-菲-越可持续稻米合作研究 UK researchers to
lead UK-China-Thailand-Philippines-Vietnam partnership of crucial
research to underpin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future of rice

[BBSRC，1 月 6 日] 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宣布了通过牛顿
基金（Newton Fund）资助的英国-中国-泰国-菲律宾-越南可持续水稻计划的 13 个项
目，这些项目涵盖多个研究领域，以支持稻米的长期 可持续生产为目标。
稻米是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主粮。 它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 17 个国家，北美和南美洲 9
个国家和非洲 8 个国家的主要食物能量来源。 稻米提供了全世界 20％的膳食能量供
应，小麦提供了 19％，玉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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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顶尖英国生物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主导的项目，包括双边和多边团队，涉及在
中国，菲律宾，泰国，英国和越南的研究团队。
在公布获准项目后，来自中国、菲律宾、泰国、英国和越南的约 70 名研究人员于 1 月
9 日至 11 日参加由资助方举办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还有资助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自
英国大使馆和 RCUK 中国团队的代表。
可持续稻米项目在整个牛顿基金中享有盛誉，因为它采用区域和国家组合的创新方
式，解决不断变化的气候下全球和区域粮食安全的核心挑战，并增强作物病虫害的抵
御能力。
项目资助者很高兴看到获得资助的 13 个课题，涉及可持续大米生产范围广泛的重要问
题，如稻米质量；资源利用和光合效率；抵抗生物和非生物逆境的能力；以及新的研
究工具和技术开发。
BBSRC 首席执行官 Melanie Welham 教授说，“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气候，通过区域合
作解决粮食安全方面的重大问题至关重要。 我们很高兴这个研究计划成功地汇集了来
自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资助者，并建立起伙伴关系，毫无疑问，这将带来类似的重要
研究合作。”
其中与中国合作的课题包括:


超级稻：英中合作提高水稻氮利用效率（NUE）
牛津大学 Nicholas Harberd 教授 牵头，金额：£598,136；



适应气候变化的水稻：优化蒸腾作用以保护非生物胁迫下的水稻产量
谢菲尔德大学 Julie Gray 教授牵头，金额 £789,275；



牛顿基金水稻研究：利用蓝藻二氧化碳浓缩机制增加水稻的光合作用和产量
兰卡斯特大学 Martin Parry 教授牵头，金额 £341,221；



保持高温胁迫下的水稻繁殖：确定机制和种质以增加作物的抗逆性
诺丁汉大学 Zoe A Wilson 教授牵头，金额 £445,553；



光合作用的 3D 模型指导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的水稻育种
谢菲尔德大学 Andrew James Fleming 教授牵头，金额 £572,486；



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大规模动态整合，支持下一代水稻研究
利物浦大学 Andrew Jones 教授牵头，金额 £152,141；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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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试点项目评述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review of pilot projects, 2012 to 2015
[Defra，12 月 15 日] 英国环境、食品、乡村事务部
（Defra）发布报告， 概述了 2012 年至 2015 年生态系统
付费服务 (PES) 试点项目的主要结果、 成就、 挑战以及
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生态系统付费服务 (PES) 是一个专门术语，用来描述在
一系列创新计划中，自然服务的受益人、或用户，为其
管理者或服务者付费或提供基金。
2012 至 2015 年期间，Defra 委托开展了三轮"生态系统付
费服务"研究试点，测试这一概念在新背景中的实际应
用。所有委托试点都经过竞争性投标程序。这些项目涵
盖了多种生境、 服务和空间尺度。这份报告主要是过程
性评价，但它也涵盖了影响、成本和效益方面。综述了
近年来的主要结论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它也为对 PES 感兴趣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学习资
源。
这些试点项目取得的一些显著成绩，包括︰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与英国政府共同主持的泥炭地法规试点的发展。在 Defra 研究
和测试的进一步支持下，于 2015 年 11 月在自然资本世界论坛公布了泥炭地法规
的首个版本；

•

Fowey 河试点项目已显示出PES通过反向拍卖，提供成本有效的水质量投资的潜
力，是一种可以应用在其他背景（包括农业环境计划）下的机制；

•

Tortworth 溪流的 PES 计划，扎实地证明了 PES 概念在污水处理和人工湿地的综
合利用解决方案背景中的应用；

•

Cotswold 科茨沃尔德试点，为PES在泰晤士河上游与泰晤士水务公司关系到农药
和创新的绿色气厂计划，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机会；

•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在 Somerset Levels 地区开发了一个"自然能源"创新计划，在景
观尺度上，将湿地保护区剩余的生物质，转换成适销对路的生物能源产品；

•

在“访问英格兰”网站上，建立了一个协助旅游机构与游客计划工具包，也开发
了提供给 iOS 和安卓系统的手机应用程序。

•

Winford Brook 流域的试点，为建立新的多受益方的流域基金形成了协调和分配
捐款的法律规则，通过潜在土地管理干预措施，减少水库泥沙淤积和养分流失费
用。

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所有试点也都遇到各种障碍和挑战，在克服这些困难上取得不
同程度的成功：
•

对土地管理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之间联系的量化证据有限

•

识别潜在受益者并与之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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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时间和资源来建立信任的关系和得到利益相关者认可。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不
同形式的中介的作用；

•

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体制结构，以利 PES 安排；

•

在现有的地方行动部署、体制和监管安排范围内，发展 PES 思路。

展望未来，试点的相关项目为打造跨地区的一系列进一步创新打下了基础：
•

试点强化了水公司投资当地流域的案例。

•

国家四大环境慈善机构 （皇家鸟类保护协会、 国民信托、 林地信任，运河 及 河
流信托基金会） 一直参与试点，现在正积极探求 PES 类方法。

•

Tortworth 试点项目提升了行业和监管机构之间综合人工湿地污水处理解决办法形
象。

•

由克瑞奇顿（Crichton）碳中心所建立的支撑泥炭地法规的指标，目前已用于英
国温室气体核算；

•

一些试点使得生态系统观念成为地方当局的主流思维。

•

Poole 港试点挖掘更广泛的潜在的氮交易，以适应发展压力。

为政府开发 PES 潜力的一些教训，包括：
•

通过试点的能力建设，包括概念证明和测试新交付模型的发展，确保没有不必要
的障碍；

•

在与其他机构合作制定度量标准和框架，为投资提供保证和信心中政府的作用；

•

提高对自然提供利益的认知，提倡良好做法；

•

需要更好地理解自然基础设施带来的新的法规和准许的问题。

•

认识到 PES 优惠政策可能受规则，或者更改现有资金计划 （例如，对农场激励
付款的泥炭地法规资格，厌氧消化计划中可再生热补贴）的影响。

•

PES 方案尚在起步阶段，因此指导需要灵活地适应。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气泡酒销售破纪录，法国、意大利人竞相购买 Record UK Sparkling
Wine Sales as France and Italy Buy British
[Bloomberg, 12 月 31 日] 英国 2016 年气泡酒出口到的国家数量创纪录，该行业的目标
是到 2020 年将出口增长到目前的 10 倍。
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Defra) 表示，英国气泡酒出口，从一年前的 19 个国家，增
加到 2016 年的 27 个国家。英国气泡酒的国内销售也很兴旺，销售额在玛莎食品门店
翻了一番，在高档连锁超市 Waitrose 的销量增长了 50％。
英国酿酒商正在谋求到 2020 年将出口量从 2015 年 25 万瓶增加到 250 万瓶。气泡葡萄
酒主要产于英国东南部，约占总产量的 70％，生长葡萄的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与法国
香槟地区有类似的白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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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ra 说，2016 年购买英国气泡葡萄酒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台湾和迪拜，以及法国
和意大利。
英国气泡酒的国内热销还表明，英国脱欧后，如果从欧盟进口产品变得更加昂贵，英
国客户很可能开发国内葡萄酒来取代进口。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皇室御产：首批温莎大公园气泡酒抢购一空 Queen joins the English
sparkling wine craze – and all 3,000 bottles have been snapped up
[Daily mail，1 月 22 日] 这是一款口味丰富和细腻的气泡葡萄酒，
是举杯庆贺的佳品。 尤其重要的是这是英国葡萄园主的新秀，女
王陛下的第一个产品。
是的，女王陛下已经成为葡萄酒制造商，用她的温莎大公园的葡
萄生产出 3000 瓶气泡酒。这些佳酿还未及在市面酒铺露面就被抢
购一空。
女王是最新加入英国气泡葡萄酒行业的土地拥有者。但她也是重
新加入了这个老家族企业 - 亨利二世于 12 世纪就第一次在温莎
城堡栽培葡萄。
蓬勃发展的英国气泡葡萄酒行业目前年销售额约为 1 亿英镑，正
越来越对法国香槟和意大利的普罗塞克（Prosecco）构成挑战。
温莎大公园气泡酒的生产始于五年之前。2011 年在温莎大公园南侧栽植了 16,700 株，
占地 7 英亩的霞多丽，黑皮诺和黑皮诺梅尼葡萄树 ， 这些都是香槟品种。
第一批葡萄于 2013 年 10 月收获，经过发酵，混合及两年时间在酒窖的陈酿，首批气
泡酒在三个月前发布，度数为 12%，包装为三瓶礼品套装，售价 75 英镑，很快售罄。
这些产 自温莎大公园的葡萄在东苏塞克斯（East Sussex ）郡一个家族经营的
Ridgeview 酒庄酿制。 Ridgeview 酒庄首席执行官 Tamara Roberts 说：“温莎葡萄品质非
常好。酿制的产品极为美味，是一款顶级英国起泡酒的极好例子。 随着葡萄园的成
熟，葡萄酒品质会越来越好。”
第二批葡萄酒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发售，价格为每瓶 35 英镑。Roberts 估计，在六到七
年内葡萄园每年可生产 20,000 瓶葡萄酒。
Roberts 说因为第一个年份产量极为有限，很多买家会把这批酒作为投资，而不是喝
掉。 但是，Roberts 建议最好还是在 2025 年之前消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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