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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尖端无人机技术提升英国农业竞争力，但需要严格监管'Cutting edge'
drones keep British farming competitive, but farmers want stricter controls
[Farming UK] 英国政府宣布对安全使用无人机展
开咨询，全国农民工会（NFU）发出呼吁征求农
民反馈，许多人认为更严格的控制需要到位 。
由于无人机可以在农场多个方面使用，而且可以
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积极响应
咨询，强调专业和负责任的农业使用无人机必须
得到保护，使农场能够继续安全地使用它们 。
政府对以下建议措施进行了咨询：超过 250 克的新无人机必须注册；对使用者进行理
论测试；对滥用技术和潜在的新刑事犯罪加大惩罚，以阻止和解决不当行为。
全国农民工会副主席 Guy Smith 说：“无人机在农场的使用有令人兴奋的发展，如如
在作物上的应用，以使英国农业处于尖端科学前沿，保持国际竞争力。
“然而，我们也非常了解一些成员不负责任地使用无人机的情况，也看到无人机令羊
群受到惊吓的案例。 我们呼吁政府解决这一问题，并希望所有新的法规采取措施，保
护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免受这种行为危害。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向无人机所有者强调不能靠近牲畜飞行的重要性，因为牲
畜会以非常不可预测的方式作出反应。 无人机有可能给动物带来风险，有时是致命
的，并且可能导致互相践踏。 这些现象都对农场企业有严重影响，我们敦促在农田飞
行时要特别小心。所有无人机主应对其使用负责，并确保人、动物和土地的安全。 我
们会对所有拥有者强调熟悉规则，守法飞行。”
无人机可以为从农业到矿业的多个行业带来真正的企业利益，因此，全球商用无人机
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保护蜂群 的十项政策建议 How coul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protect bees?
[NERC] 由英国自然环境研究理事会
（NERC）资助的研究人员，在关于政府和
公众如何能最好地保护对世界粮食生产至关
重要的传粉昆虫方面，取得了关键的证据。
传粉昆虫如蜜蜂易受害虫、疾病和环境变化
的伤害。 近年来，这些不利因素对传粉昆
虫数量产生了严重影响。 没有授粉者，人
们所依赖的许多作物会没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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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是一个大型的联合国项
目，东英吉利大学的 Lynn Dicks 博士和生态与水文中心（CEH）的 Adam Vanbergen 博
士是这个项目的参加人，他们与来自全球的其他专家一道，归纳了有关该主题的信
息。
Dicks 博士和该项目的同事最近发表了一份清单，有十项基于证据的政策建议，每个国
家现在都可以开始采取行动，保护授粉昆虫：
1. 提高农药监管标准；
2. 促进综合害虫管理；
3. 在转基因作物风险评估中包括间接和亚致死效应；
4. 监管传粉昆虫动态；
5. 制定激励措施，帮助农民从生态系统服务而不是农用化学品中受益；
6. 承认传粉是农业投入的扩展服务；
7. 支持多样化的农业系统；
8. 在农业和城市景观中，保护和恢复“绿色基础设施”（传粉者可以在其间移动的
栖息地网络）；
9. 开展对传粉媒介和授粉的长期监测；
10. 资助利用有机、多样化和生态强化提高农业产量的参与性研究。
Dicks 博士解释说“这些不是政策制定者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它们甚至不是那些所有
可能选择当中，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行动。我们选择了这些政策，是因为研究了所有
证据后 ，它们是当前政策目标中最适合的，或者在目前有机会产生国际层面的政策影
响。”
国际范围提高农药监管标准的压力应该是一个优先事项。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
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制定一个关于农药管理的全球行为守则，但仍有许多国家不
遵守。 这意味着对蜜蜂、鸟类甚至人类具有不可接受毒性的农药，仍被广泛使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脱欧为英国绿色发展提供良机 Brexit offers rare chance to make Britain
greener
[Nature] 脱欧使英国环境面临重大风险。
用于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计划的数百万欧
元资金，现在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但是，
英国离开欧盟，将使立法者可以制定针对
英国的法规;而且，脱欧还为环境研究人
员带来独特机会，使他们能利用自己的专
长来塑造未来的政策。
英国生态学会主席，英国约克大学生态学
家 Sue Hartley 教授说：“离开欧盟的决定
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也带来了重大的机会。” Sue Hartley 为 Mary Creagh 议员领导
的脱欧对环境的影响听证委员会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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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欧盟的程序将于 2017 年 3 月底开始，必须在两年内完成。 为了避免发生突然变
化，英国政府表示将推出一项“废除条例草案”，将欧盟法律大部分转化为英国法律。
然后，修改或取消欧盟法律，这些需要与欧盟其他国家进行繁杂的谈判。
一些环保活动人士担心，这一程序将会对目前保护英国鸟类和其栖息地的欧盟法产生
不利影响。皇家鸟类保护协会主任 Martin Harper 说：“有证据表明，这些法令是有效
的”。 Creagh 委员会呼吁在执行废除条例草案之前，采取行动以维护现有的英国野生
动物保护。
环境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已花费多年时间推动对欧盟计划进行改革，但是因为变革的
缓慢而感到沮丧； 现在他们意识到了机会 - 特别是当涉及欧盟法规中最具争议性的一
部分 - 共同农业政策 (CAP)。
在英国，大部分共同农业政策资金，每年约 18 亿英镑（22 亿美元），用作收入补贴，
直接支付给农民。 较小的一部分 - 4 亿英镑 - 用于有益环境的方案，例如支付在田块之
间建立缓冲带，以增加野生动物栖息地或减少化肥造成的损害。
科学家认为，应该有更多的 CAP 资金用于环境保护。 2013 年的改革旨在使 CAP 更环
保，例如要求农民种植三种以上作物以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规则，但这并没有减轻所有
的忧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理解农业抗药性的挑战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 of resistance in
agriculture

[BBSRC] 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正在征集研究计划，鼓励创
新型研究，进一步理解杂草，害虫，寄生虫以及病原体对防治药物的 抗性及发展。
病原体或害虫对化学制剂抵抗性的出现和蔓延，特别是抵抗多种抗菌素的所谓“超级细
菌”的进化，已成日益严重的问题， 引起了科学家、决策者和媒体相当大的关注。但问
题远不止这些。 农业不但面临着对抗菌素的抗性，还面临着对用于作物保护或兽医治
疗的其它很多药品（包括许多类型的杀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和抗寄生虫化合物）
的抗性的挑战。
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以及农场动物的健康和福利，都依靠使用化学制剂预防和治疗
病原体的感染或病虫的侵染来维持。 没有这些药品，作物损失和浪费将更大，动物健
康将受到损害，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目标微生物的抗性越来越频繁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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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对作物生产具有严重影响的实例包括：对分别用于小麦病原体小麦壳针孢
（Septoria tritici）、农田杂草（Alopecurus myosuroides）和蚜虫（Myzus persicae）的
多种杀菌剂、除草剂和杀虫剂的抗性。 在畜牧业中，对用于体内外寄生虫管理的药物
存在着类似的抗性情况。
由于缺乏新药剂进入市场， 对许多现有产品的抗性进一步加剧。监管规定更使这一状
况恶化，包括监管变化对一些药品撤销或限制使用，将来还可能进一步减少允许使用
的范围。 随着可用药品种类减少，更少的剩余类型将被更多地使用，病原体或害虫更
可能对它们产生抗性。
抗菌素耐药性及其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具有很大的影响，包括 BBSRC 在内的一些
英国机构正在资助相关研究。 研究理事会支持的领域包括：对抗击抗菌素耐药
（AMR）优先响应模式；以及跨领域研究理事会解决抗菌素耐药性专题计划的伙伴关
系。 BBSRC 鼓励以解决对作物保护或兽医治疗中使用的其他类型化学品耐药性的更
广泛问题的研究。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羊跛行治疗指南为英国农民节省 7 亿英镑 Lameness sheep treatment
guidelines save UK farmers £700M

[BBSRC] 由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BBSRC) 和国际发展部 (DFID）资助的
华威大学研究人员提供的依据，帮助整个英国羊群中的跛羊数目减少了一半，使行业
节省 7 亿英镑，并每年防止 750 万只羊变得跛脚。
由华威大学 Laura Green 教授领导的研究人员发现，一次抗生素注射可以帮助 95％遭
受腐蹄病的羊康复，相比之下，使用传统方法的治愈率只有 25％。
2004 年，英国大约有 10％，超过 200 万只羊跛脚。80％的跛行病例是由于细菌性疾病
腐蹄（Dichelobacter nodosus）引起足部炎症，并导致受感染羊严重的体重减轻，慢
性疼痛和应激反应，因此加剧其他症状。
农民典型的羊跛脚管理，是通过对整个羊群每年两次羊脚修理，切除过长的蹄角（相
当于人的指甲），并对所有感染喷洒消毒剂。 然而，在修剪期间引起脚流血导致慢性
跛足，因为受影响的羊通常不再会康复，只能被杀死。 这些技术的使用往往源于传统
而不是科学证据，现在一半以上的羊农不再常规地修剪羊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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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教授与华威大学同事以及诺丁汉大学的 Jasmeet Kaler 博士和布里斯托大学的
Rose Grogono-Thomas 博士进行了合作。 研究人员与畜牧兽医学会等行业合作伙伴一
起，传播他们的研究结果，通过 AHDB Better Returns 计划，向 18,000 名农民提供了关
于羊跛脚的新信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保护杜松种子, 保障金酒 (杜松子酒) 未来 Gin lovers relax as declining
juniper saved in national seed project
[Guardian] 受到似真菌疾病威胁的杜
松， 是皇家植物园（Kew）树木种子项
目中第一个被全面收集的树种。
从全国收集和保护杜松种子的园艺专家
表示，杜松子酒的未来是安全的。
为杜松子酒增加独特味道的杜松果，需
要两年时间在植株上慢慢成熟，而英国
本地种正在不断减少。
由皇家植物园设立的英国国家树木种子
项目，目的是收集所有本地木本植物种子，存储在千年种子库里，以确保它们不会从
田间消失。
自 2013 年 5 月以来，该项目从 6,500 棵英国树木“储存”了 580 万种子， 杜松是第
一个被全面收集和保存的物种。
从英国各地包括威尔特郡，牛津郡，坎布里亚郡，康威和苏格兰高地的杜松树木和灌
木，大约收集了有 50 个种子集。
这些种子在位于塞萨克斯郡的韦克赫斯特千年种子库里，通过严格的清洗、干燥和检
查过程，以确保具有繁衍能力，然后被存储在-20℃的地窖。
不仅对杜松子酒，对支持一系列野生动物也很重要的杜松，所面临的问题包括群落分
散和更新困难，因为老的树和灌木产生的种子较少，幼小的植物常被鹿和兔子吃掉。
杜松还受到真菌类疾病 Phytophthora austrocedri 的 侵袭，导致叶子死亡和最终植物死
亡。这种情况 2011 年首次在英国的杜松木中发现。
来自林业研究机构，参与了英国国家树木种子项目的 Shelagh McCartan 博士说：“收集
值得保存的杜松种子并不很容易，但是，从英国 43 个不同种群收获的浆果，不仅是保
护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还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标志性树种所面临的挑战。
由人民邮政彩票提供资金的该项目，收集白蜡树种子的工作也接近完成，目前发现英
国 40％白蜡树受到白蜡枯梢病的威胁。
在 2016 年，该项目从包括德文郡，剑桥郡，什罗普郡，北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一
些的地区，收集了 30 个不同物种 3,000 棵树的种子。
皇家植物园主任 Richard Deverell 说：“2016 年对于英国国家树木种子项目来说是了不
起的一年，收集并保存了所有的原生杜松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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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完成后，将提供英国标志性树木的基本收集，使皇家
植物园在应对英国林木面临的许多威胁中发挥领头作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洛桑研究所获准开展转基因小麦田间试验 Rothamsted Research is granted
permission by Defra to carry out field trial with GM wheat plants

[Rothamsted Research] 洛桑研究所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向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
（Defra）提交申请，期望 2017 年至 2019 年被允许在洛桑农场进行转基因田间试验。
独立的环境释放咨询委员会（ACRE）对实验风险的评估进行了审查 ，Defra 进行了为
期 48 天的公众咨询。ACRE 很满意公众关于本申请提出的所有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
应。在此期间，洛桑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还与公众以及对研究项目和试验感兴趣的特殊
利益群体，直接交流并讨论问题。
洛桑研究所的科学家与埃塞克斯大学和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发了能够更
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的小麦，即更有效地将光能转化为植物生物量。这种性状具有生
产更高产植物的潜力。试验的目的是评价该改良植物在田间的表现。
预计世界粮食产量在未来 20 年内需要增加 40％，到 2050 年增加 70％，因此确保粮
食安全是一项重大挑战。小麦是全世界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约占全球总热量消费的五
分之一。然而，近年来小麦产量已达到平台，预计产量增长将不会达到为预测的 2050
年 90 亿人口所需要的水平。传统育种和农艺方法已在最大程度上捕获光并分配给谷物
颗粒。提高将光形式的能量转化为小麦生物质能的效率，是一个有潜力但尚未开发的
增加小麦产量的途径。
洛桑研究所植物生物学与作物科学部主任，本次试验的学术领头人 Malcolm
Hawkesford 博士说：“我们将在洛桑研究所利用已经建立的设施，进行设计的控制实
验。这项试验将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因为我们将能够在“真实环境条件”下，利
用相同的资源和土地面积，比较与其对应的非转基因品种，评估这些植物的高产潜
力。”
点击这里阅读 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食品出口破纪录， 助力全球化的英国 Record exports support Global
Britain drive
[Defra] 环境大臣安德烈娅·利德索姆宣布，英国食品和饮料的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 200
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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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英国 2016 年出口增长了近 10％，销售到其最大的市场之一美国的食
品和饮料增长了 12％。 中国正迅速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向中国出口猪肉价值达
4300 万英镑，增长超过 70％。
去年，除了这些全球重要市场，新兴市场的增长也创历史新高 - 对马来西亚的出口增
长极快，高达 143％，而印度对苏格兰威士忌的需求不断增长，成为优先市场之一。
这些数据显示，决定离开欧盟之后，出口没有减速的迹象，因此环境大臣提出了加强
对国际贸易的关注。
目前只有五分之一的食品生产商出口，一个专门的政府团队已经将注意力转向确保英
国公司能掌握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所需要的技术、知识和信心，充分利用全球对英国食
品和饮料的需求。
除了在全球打开新市场外，政府将继续关注利用欧洲市场 -出口到法国的鲑鱼增长了
31％，出口到德国的食品和饮料增长了 12％。
在去年 10 月推出的 “英国食品饮料国际行动计划”确定的优先市场中，包括了法国和德
国。政府正在通过这一计划，集中力量与包括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主要
市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在未来五年内带来额外的 29 亿英镑的出口。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16 年苏格兰农业收入增加 9 千 6 百万英镑 Total income from Scottish
farming increased by £96m in 2016
[Farming UK] 苏格兰的农业总收入，经过
连续两年下降后，估计在 2016 年增加了
9600 万英镑。
苏格兰政府公布了 2014-2016 年苏格兰农业
总收入估算。数字显示， 2015 年的农业收
入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16％，但 2016
年的初步估计数据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15％。
2015 年，苏格兰经济价值中农业为 6.53 亿
英镑，低于 2014 年的 7.75 亿英镑，补贴、牛奶和大麦都出现大跌。
虽然还没有收集到所有的数据，2016 年农业总收入（TIFF）似乎反弹回到约 7.49 亿
英镑，考虑到通货膨胀，是 2000 年以来的第四高。
欧盟公投结束后英镑走弱，导致粮食、牛肉和羊肉价格上涨，从而提高了产出的价
值。
汇率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欧盟补贴支付的价值增加。 17％的汇率变化使总付款增加了
5300 万英镑。
总体而言，估计 2016 年畜牧业的价值略有增长。牛肉行业是其最大的部分，在 2016
年上半年初始价格下降后，再次保持合理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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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的平均价格 2015 年下降了 23％，2016 年下降了 9％。这导致 2014 年至 2016 年
间，牛奶价值 1.26 亿英镑（28％）消失，下降至 3.28 亿英镑。
谷物在 2015 年下降了 12％，2016 年又下降了 8％，大麦现在价值约 1.8 亿英镑，小
麦 1.04 亿英镑。
总成本估计在这两年中略有下降。 饲料成本在 2015 年下降了 4900 万英镑，至 5.32
亿英镑，并可能在 2016 年进一步下降，估计为 5.15 亿英镑。 化肥成本在 2015 年相
当稳定，但估计在 2016 年下降了 3300 万英镑，至 1.53 亿英镑。
从长期来看，农业收入自九十年代后期下降以后一直稳步上升。 然而，在上升趋势
下，数字每年都有波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超市率先在欧洲使用以食品废料为动力的运货车 UK grocer first in
Europe to use new trucks fuelled by food waste
[Eco-Business] 英国一家超市成为欧洲第一家使
用“新式油箱”的零售商，这种油箱可使卡车利
用食物垃圾制造的燃料, 运行 500 英里，几乎是
目前运行里程平均水平的两倍。
以前对绿色燃料的选择一直受到油箱容量小的影
响，因此较长的行驶距离，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
转向低排放货车，从而帮助对抗全球变暖。
“我们将能够从基地把货物运输到各个商店，而
不必中途加油”经营 Waitrose 连锁店的 Justin
Laney 在声明中说。
燃气供应商 CNG Fuels 表示，高端食品连锁店 Waitrose 已经为其车队增加了 10 辆卡
车，全部使用可再生的生物甲烷气，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柴油减少 70％。
欧洲地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交通运输占四分之一。欧盟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中承
诺，在 2030 年前将其削减 40％。
生物甲烷气体由食物垃圾制成，食物垃圾也是温室气体的来源。
这款由瑞典卡车制造商斯堪尼亚（Scania）制造的新卡车，可以利用这种绿色燃料运
行 500 英里，比平均水平高出 200 英里，这得益于更轻碳纤维油罐，装载更多的天然
气。
以前，对许多欧洲承运商来说，生物甲烷卡车运行距离短是个问题，CNG 燃料公司首
席执行官 Philip Fjeld 说： “再生生物甲烷远比柴油便宜、清洁，而且运行距离长达
500 英里，对公路运输经营者而言是一个新潮的发展动向”。他们现在很有可能从柴
油燃料转换为天然气燃料。
根据声明，生物甲烷的价格比柴油和燃料低 40％，预计在两到三年内所节约的费用将
支付额外的卡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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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斯堪尼亚和美国敏捷燃料（Agility Fuel Solutions）开发的 这套系统，在美国已经有
约 5 万辆卡车使用。 Fjeld 说，一些欧洲公司已经向他们的公司经索求报价。
据估计欧盟国家每年浪费 8800 万吨食物，花费约 1430 亿欧元（1566.10 亿美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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