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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兽医协会发布新战略支持兽医为动物福利代言 British Veterinary
Association launches strategy to help vets speak up for animal welfare
[Farming UK，2 月 4 日] 英国兽医协会
（BVA）在 2 月 3 日的年度伦敦晚餐会上，
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动物福利战略，强
调兽医行业的独特职责 - 在个体、社会和政
治层面，代言动物最佳利益。
BVA 的动物福利战略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
兽医行业为所有动物的良好福利代言，并确
定六个优先领域作为今后的行动基础：
•动物福利评估
•道德
•立法
•教育
•宣传
•国际
动物福利战略描述了每一个优先领域的目的， 以及通过 BVA 咨询和行动收集到的依
据。如“动物福利评估” 优先领域，提供了一个动物福利的统一定义；“道德”优先领
域，强调兽医专业人员的动物福利职责; 他们的主要负责对象是动物，尽管他们对客户
和所在企业也有责任。其它优先领域，如“国际化”，强调兽医的责任是确保在可持续
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畜牧业未来系统中把保动物福利作为关键目标。
BVA 的动物福利战略的最终目的，是帮助 BVA 及其成员和专业部门寻求现实生活中
动物福利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动物福利战略启动会上，BVA 总裁 Sean Wensley 说：“布兰贝尔(Brambell) 报告推动
了动物福利科学领域现在的蓬勃发展- 确定动物是如何看待世界，并从它们的角度了解
它们需要和想要什么， 而且，根据新的科学认识，社会也在越来越多的审查我们应该
如何使用和对待动物。
保护和促进动物福利是兽医行业存在的理由：这是每个成为皇家兽医学院成员时的宣
言。
兽医具有最好的机会为动物代言，代表动物利益。 兽医有明确的社会、专业和法律责
任这样做。”
Sean Wensley 总结说：“BVA 动物福利策略的推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兽医专
业现在是、并将继续是对于动物和对于一个越来越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一个相当大的
正义力量。”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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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卫星数据带来环保转型 Green space: Satellite data transform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fra，2 月 2 日] 英国环境、食品、乡村
事务部（Defra）举办地球观测和开放数据
活动，将学术界、政府和私营部门汇集在
一起，探讨数据应用的前景。
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宣布，旨在持续监测星球健康的欧
洲首个卫星计划，目前正在帮助保护和改
善英国宝贵的自然环境。
Defra 正在利用来自由欧盟和欧洲航天局建
立的哥白尼地球观测项目的信息，提高对环境的了解，更好地指导环境管理。
在去年十二月英格兰北部的破纪录降雨之后，哥白尼地球观测项目中最先两个轨道卫
星之一，Sentinel-1 被用来提供受水涝农场的快速数据，支持了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
Defra 的六个试点研究项目，也揭示了卫星和地球观测数据在帮助改善水质、提高生物
多样性以及森林和林地管理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项目将制作'动态地图'，标绘出诸如草
地、湿地和林地等自然特征，以便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最需要的区域，改
善授粉，减少侵蚀。
新的数据还可以帮助管理农业景观，并加快共同农业政策下的农民付款。
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活动之前说：“我们已经使用地球观测数据，帮助英国各
地民众和社区巨大进步- 信息是我们的洪灾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帮助我们在全
国范围内确定并恢复耕地。然而，这只是其中的极小一部分工作。对于环境，我们有
宏伟的 25 年计划。通过提供大量宝贵的自然环境信息，地球观测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
一宏伟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汇集了这方面最优秀的人才，探讨还能怎么利用这些数据创建
一个使人人受益的更清洁、更健康的环境，并帮助为子孙后代维护它。”
Defra 去年在英国航天局的“空间智慧政府计划”下制定地球观测路线图，确保所有的政
策制定都充分利用卫星数据为依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调查发现英国草地有巨量碳储存 Huge carbon stores discovered under UK
grasslands

[Rothamsted Research，2 月 10 日] 由生态学家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在英国的
草地深处存储着超过 20 亿吨的碳，帮助遏制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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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权威刊物《全球变化生物学》（Global Change Biology）上的这项研究表明，几
十年来英国各地的集约化草地管理，采用高化肥投入和高强度放牧，导致了宝贵的土
壤碳储量的下降。
研究小组发现，在中度集约化水平，较少使用化肥和较轻放牧的情况下，草地下面形
成最大的深层土壤碳储量。
来自曼彻斯特（Manchester）、兰开斯特（Lancaster）、雷丁（Reading）和纽卡索
（Newcastle）大学，以及洛桑研究所的科学家团队，执行了此次全国性调查。
研究发现占英国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草地存储了英国土壤碳总量的 60％， 深度在 30
厘米到 1 米深之间，而且深层碳对土地种植利用方式很敏感。
虽然受高度集约化农业影响最大的是表层土壤，研究小组发现影响会达到相当的土层
深度，而深层土壤的碳以前没有测量过。
中等水平集约化管理下的草地具有最大的土壤碳储量，比高度集约化管理草地高出
10％。
研究团队估计，英国的草地至 1 米深度储有土壤有机碳 2097Tg， 30 厘米以下土层储
量占总量的 60％左右。
此次调查是一项为期五年研究的一部分，由 DEFRA 支持，旨在管理英国草地多样性
提高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碳捕获。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首次全英调查显示野花的消失和授粉昆虫的下降关联一致 Loss of wild
flowers across Britain matches pollinator decline, first ever Britain wide
study reveals

[BBSRC，2 月 4 日] 英国首次评估全英范围内野花作为授粉昆虫食物的价值。评估表
明，随野花资源减少，传粉昆虫便减少，并提供了新的证据来支持植物和授粉昆虫下
降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 对重要粮食作物和野花生长至关重要的野生蜜蜂等传粉昆虫受到的威胁引起
了相当大的关注。传粉昆虫面临的诸多压力中，一个关键因素可能是英国有花植物资
源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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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这项研究，结合了过去 80 年记录的植被调查数据以及对花蜜的
现代测量，是迄今为止发表的最全面评估。
在这项研究中，来自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生态水文中心 （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费拉科技有限公司
（Fera Science Ltd）的科学家发现，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
花蜜资源持续下降- 那是一个与农业集约化紧密相连的时期。
研究人员发现，到 1978 年花蜜资源已经稳定，从 2000 年开始实际增长，这一发现补
充表明了传粉昆虫多样性下降减慢或在此期间部分逆转的迹象。
该研究还探讨了最有利于授粉昆虫的栖息地类型，表明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多样性方
面，耕地是最“贫穷”的花蜜来源。改良的草地如果管理措施更有利于开花植物，如
白三叶，可以提供全国所需的大部分花蜜。
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们在全国范围恢复重要传粉昆虫的花蜜供应，提供了新的依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用野生种培育水果和蔬菜 Breeding wildness back into our fruit and veg

[Newcastle University，2 月 10 日] 由纽卡索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进行的一项
新的研究表明，野生番茄比现代商业品种能够更好地自我保护，免受破坏性白粉虱危
害。
该报告发表在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农学)杂志上。研究指
出由于对更大、更红、更耐保存的西红柿的追求，我们在育种过程中不经意间丢失了
帮助植物抵御天敌的主要性能。
研究表明，野生番茄针对这些破坏性害虫具有双重防御功能; 第一道防线是阻止粉虱停
留于植物上的机制；第二道防线是存在于植物内部的化学反应使植物分泌“胶着”液
汁，堵塞粉虱的进食管。
温室白粉虱，或 Trialeurodes vaporariorum，是英国番茄的首要害虫。
害虫破坏植物有三种方式：通过吸取汁液，即重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在植物表面制造
粘性“蜜露”吸附霉菌；通过唾液传播有害植物的病毒。
目前是采用生物控制方法减少粉虱对番茄作物的影响。让寄生蜂在幼虱上产卵，然后
由孵化出的幼蜂吃掉粉虱。然而，要有效控制粉虱，需每周释放黄蜂，费钱费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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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多数农民使用化学农药作为第二道防御。包括广泛使用有争议的新烟碱类杀
虫剂，它已经成为蜜蜂种群萎缩的一个原因。
在由 BBSRC 资助的这项研究中，研究小组发现，当可以自由选择时，粉虱定居和采食
商业番茄种（Solanum lycopersicum）的可能性比野生种（Lycopersicon
pimpinellifolium）高 80%。
通过在粉虱的背部接上金线，测量它们吸允植物汁液时释放的电化学信号，研究小组
发现，野生品种与商业品种相比，虫子花更多的时间“搜寻”和更少的时间进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洛桑研究所提出申请进行转基因亚麻荠植物田间试验 Rothamsted
Research submits application to Defra for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field trial
with GM Camelina plants

[Rothamsted Research，2 月 1 日] 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最近向英国环
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提交申请，希望获准 2016 年和 2017 年继续在洛桑农
场进行转基因田间试验。洛桑研究所科学家此前在田间试验了能够在种子中积累 ω-3
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ω-3 LC-PUFA）的亚麻荠植物。同时，他们还开发出了能够积
累虾青素（通常用作水产养殖饲料添加剂）的植物。这次申请试验的目的是田间评估
新性状的组合和单独性能。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益和帮助预防冠状动脉心脏病。这些脂肪酸
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海洋鱼类, 包括野生种群或养殖鱼类（水产养殖）。鱼和人类一
样，不生产这些油，但通过进食野生食物、鱼饲料或养殖鱼类的鱼油在体内积累。水
产养殖业消耗了鱼油总量的 80％左右。
虾青素是一种具有抗氧化性，并用作鱼饲料添加剂的类胡萝卜素色素。是它赋予三文
鱼特别的粉红色。虾青素被发现存在于食物链低端的一些海洋生物如藻类和磷虾中。
水产养殖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行业，需要新的 ω-3 LC-PUFA 和虾青素的来源，以确保其
生产活动的持续和培养基本水生食物网。能够灵活和持续供应 ω-3 LC-PUFA 和虾青素
的途径之一就是培育种子具有合成脂肪酸和虾青素能力的作物。
洛桑研究所开发的基因改良亚麻荠植物能在温室（Ruiz-Lopez et al.2013）及田间
（Usher et al. 2015）条件下成功生产 ω-3 多不饱和脂肪酸。
洛桑研究所科学家与美国的研究人员合作，已经在实验室及温室进行试验，探索是否
有可能开发出能够同时生产 ω-3 LC-PUFA 和虾青素转基因植物。这将有可能最好地利
用转基因作物，作为高效和可靠水产养殖所需要的关键饲料成分的来源。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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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猪遗传密码，抗击致命病毒 Pigs' genetic code altered in bid to tackle
deadly virus

[BBSRC，2 月 22 日] 来自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的消息称研
究人员在与影响猪的致命病毒的战斗中取得进展。
爱丁堡大学罗斯林研究所的研究小组利用先进的基因技术，育出具有抵抗非洲猪瘟潜
力的猪。非洲猪瘟是 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死亡率可高达感染动物三分之二的疾病。
新产生的猪携带一个通常是在疣猪和灌丛野猪体内才能发现的基因版本，研究人员认
为这也许可以阻止猪因感染而生病。
非洲猪瘟是由蜱传播。通常饲养的猪被感染后会很快生病、死亡，但疣猪和灌丛野猪
感染时没有任何疾病症状。
此研究的重点是一个叫做 RELA 与非洲猪瘟病毒感染有关的猪基因。该基因导致免疫
系统过度反应造成破坏性影响。
疣猪和灌丛野猪携带与饲养猪不同版本的 RELA 基因。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变异 - 被
称为等位基因 - 可能会挫伤它们的免疫反应，这也说明它们为什么能抵抗非洲猪瘟。
研究人员使用了基因编辑技术修改猪遗传密码的单个“字母”。只是改变它们 RELA
基因的五个“字母”，将其转变成在疣猪中发现的等位基因。
这项工作建立在该团队以前的研究上，其中使用了类似的技术，生产基因密码改变了
一个字母的猪。这些动物具有较短的 RELA 版本。
这项最新研究标志着研究人员使用基因编辑在动物的遗传密码中交换等位基因的首次
成功。猪的所有这些遗传密码改变可能在自然界自发地发生。
科学家们将要进行对照试验，测试基因改变是否提高了猪对此疾病的抵抗能力。
非洲猪瘟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俄罗斯的一些地区流行。本病还从未在英国发现，然
而最近在东欧的爆发引起养殖者们对其可能蔓延的担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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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新数据揭示英国人口味变化 New data reveals the nation’s changing tastes
[Defra，2 月 18 日] 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
拉斯（Elizabeth Truss）宣布，新开放的
一个数据库，展示了近三十多年来英国人
与食品的关系的演变过程。
处于对健康和获取食品的关注, 英国战时
政府启动了全国食品调查计划。自 1940
年以来这项调查以各种形式进行。70 多
年以来，很多家庭坚持填写每周食物和饮
料的购买日记，为全国范围对购买和消费
食品种类和数量的估计提供基础。
作为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承诺开放数据的一部分， 这次公布了从
1974 年至 2000 年大约 15 万户参加调查的家庭所提供的信息。 这 意味着首次任何人都
可以访问评估食物消费的家庭日记的基础数据，并深入了解形成我们今天食物消费模
式的文化转变。
这些数据被作为#OpenDefra 的一部分公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数据“赠送”，会
有 8000 个免费的数据集在夏季以前开放给公众使用。
形成今天食物消费模式的文化变化包括：


技术进步 - 在调查中，1974 年只有 15％的受调查家庭拥有冰箱。位于莱斯特的
一个家庭 1974 年的购物单中 包括罐装的牛奶布丁，豌豆和土豆罐头，可比的家
庭在 2000 年（当 94％的家庭拥有冰箱）则购买冷冻的蛋糕、豌豆和土豆条



追求方便 - 速食一直很流行，20 世纪 70 年代，家庭记录的是速溶牛奶、即时土
豆和桃子罐头；目前的方便食品如速冻比萨饼和面食类的销量飙升。 1989 年，
家庭第一次被问及是否拥有一台微波炉，从那以后，人们购买即食食品的数量
增加了一倍多。



消费习惯 -人们花钱的排列次序方式多年来已经发生改变。例如，格拉斯哥的一
个家庭在 1974 年花费在菜篮子中的物品如午餐肉、羊肝和猪油是£9.10/周，而
可比家庭在 2000 年£80.90/周的菜篮子中装的是矿泉水、薯片和酸奶之类。虽然
看起来好像我们在食物上花费更多，事实上购买食物所占工资的比例，在 1974
年是 24％，目前为 11％。



健康意识 - 健康意识的提高和对健康的更高追求也发挥了影响。自 1974 年以来
人们的白面包消费下降了 75％，而半全麦和全麦面包上升了 85％。同样消费脱
脂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超过全脂奶，到现在超出四倍之多。



社会变迁 – 到 1991 年日记填写人不再被称为'家庭主妇'，而被称为“主要日记填
写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8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NIAB 和 EMR 两强合并将推进英国作物科学研究 Boost for UK crop
science as NIAB and EMR join forces

[NIAB，2 月 9 日] 英国两个领先的作物研究机构合并，创建应用作物科学和创新的重
要中心。
东茂林研究所（EMR）已成为国家农业植物研究所（NIAB）的一部分。这个新的联
盟，汇集了作物遗传，农学，环境和数据科学方面国际知名的专家，将加强 NIAB 领
导英国作物创新的宏伟计划。 EMR 的加盟带来了水果和软水果研究的顶级国际专家，
扩展了 NIAB 在谷物，土豆和观赏植物方面的特长。
这两个研究所都专注于面向行业的应用型研究，旨在解决英国和全球农业面临的挑
战。这个新建的伙伴关系，具备互补性研究的专业组合，以及转化科学成果和应用的
共同目标，将强化英国的农作物科学基础设施和能力，支持英国和国际粮食生产。
在科研方面，将整合 EMR 国际知名的园艺和环境科学（包括在植物育种的专长，土壤
学，水的利用和生物病虫害防治）以及 NIAB 在遗传学和前育种、各种评价，农学研
究、精准农业和信息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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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英国) 吕悦来汇编。如有询问，请发电子邮件
至：y.lu@uea.ac.uk；关于协作网更多资讯，请登录： http://www.sainonline.org

Compiled by Yuelai Lu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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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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