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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将于 6 月 23 日举行公投，决定继续留在欧盟，还是脱离欧盟（Brexit）。 本期简
讯将陆续编发脱离欧盟对英国农业影响的观点。

脱离欧盟对英国农业的影响 Agri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rexit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Allan Buckwell 教授受Worshipful
Company of Farmers 委托，撰写了《脱离欧盟对农业的影响》报告。 报告于2月份公
布，要点如下：
1. 选择“脱欧”后，会有两年的谈判期就两个方面进行深度辩论，英国与欧盟和
世界其余国家地区的贸易关系， 以及以英国农业政策（British Agricultural
Policy， BAP)代替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
2. 与欧盟的贸易问题其本质是在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继续与欧盟单一市场保持
密切关系，因此保留大部分现有的欧盟法规；脱离单一市场以减少规则。
3. 无论是哪种结果，与目前和欧盟的贸易相比较，都会有更多的海关控制， 因此
带来更高的贸易成本。这将可能压低英国农产品价格和提高某些消费者成本。
如果届时英国选择 同世界其它地区相比较低的保护水平，则会压低英国农民收
购价格， 从而降低消费者成本。这样从总体上来讲，农民将会面临一个疲软的
收购价，而消费者价格不会受大的影响。
4. 英国国内农业支持力度将不会高于当前的共同农业政策，甚至有可能低很多。
英国政府有可能继续对农民的一些直接支付，但继续多长时间、有什么条件还
未知。农村发展政策的某些方面也可能还会继续。英国的政策可能会少一些风
险规避，更有利于农业技术。这些政策的细节可能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
和北爱尔兰之间有所不同。
5. 这些不确定性将减少农业投资的信心，还有可能降低租金，土地价格以及农业
借贷，除非有明确的英国农业政策出炉。
6. 直接支付与生产是脱钩的，因此支付的消减对农业生产将影响不大，而与第三
国的新增贸易将影响农业生产 。
7. 这些变化将引起一些混乱和短期的困难。最为困难的是依赖于支付的农民和借
贷沉重的农民。
8. 然而，农业的所有投入和服务市场都会做出调整，加工商和零售商会致力保障
供应的连续性。农民本身也会调整；将有很大的空间提升英国相比其它欧盟国
家已经下滑的农业生产力。脱欧可能会带来一个催化作用，有利于整个行业的
长期发展。
9. 从乡村和环境的角度，脱欧会带来很大的下行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
何设计一个更有利英国的乡村政策。
10. 本报告作者希望维持现状，英国继续留在欧盟。然而，公投的争论再次揭示出
现行的共同农业政策不能够支持环境可持续和可行的农业。所谓“改革后”的
欧盟其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充分改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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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警告脱欧将给英国农业带来镑损失 Prime minister to warn exit from
EU would cost farming industry £330m

[Guardian, 3 月 11 日] 首相卡梅伦警告说英国脱离欧盟将给饲养肉牛和羊的农民带来伤
害， 使他们的产品出口成本每年增加 3.3 亿英镑。
他说如果脱离单一市场，依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将会给英国牛肉出口每年带来 2.4
亿英镑的额外成本，羊肉出口的额外成本会达到 9 千万英镑。
首相警告英国农民，并建议在 6 月 23 日的公投中不要投票脱离欧盟。
离开单一市场，英国的农业、农民和就业将会严重受挫。目前英国 90%以上的牛羊肉
出口到欧盟，价值约 6 亿多英镑。农业为英国经济贡献 99 亿英镑，雇用几乎五十万人
从业。
卡梅伦说英国农民和食品制造商依赖于单一市场。 单一市场为英国农民和食品制造商
提供了 5 亿消费者，可以向他们在开放和无限制的基础上销售产品。没有关税、没有
障碍、没有虚假的健康和安全条例阻挡英国的产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环境大臣呼吁英国农民留在欧盟 Liz Truss urges farmers to stay within the
EU
[Guardian, 2 月 23 日] 英国环境大臣伊
丽莎白•特拉斯（Liz Truss）呼吁农民
投票留在欧盟。特拉斯在全国农民工
会（NFU）年会上向参会代表表示离
开欧盟将“跳入黑暗”。
她说“我相信，选择留在欧盟 我们能
够和改革后的欧盟一起减少官僚和确
保进一步改革，同时还能分享拥有 5
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我们能够自由
的出口我们高质量的产品，不存在同其它地区交易时的关税问题，同时我们还参与制
定条例。我相信留在欧盟我们会更强大、更安全、更富有。”
传统上农民愿意成为欧盟成员，欧盟为他们提供自由市场、没有关税和贸易障碍、以
及每年 30 亿英镑的补贴。其它欧盟成员国的工人还是季节工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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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参加 NFU 年会的代表，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怀疑留在欧盟的益处。
全国农民工会（NFU）是英国最大的农民组织，目前还没有就是否“脱欧”采取公开态
度。NFU 已委托荷兰的一所大学起草一份关于作为欧盟成员对英国农业经济的影响的
报告，报告将于三月份晚些时候完成。NFU 将在四月初决定是否公开表态支持或是反
对“脱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转基因和人造肉 - “英国农业的未来”GMs and lab-grown meat ‘future of
UK agriculture’

[Farmer Weekly，2 月 16 日] 据一项智库研究报告称，到 2050 年，英国农业将经历一
场“绿色革命”，农民将种植能自我施肥、抗病虫害和抗旱的转基因农作物。
集自我施肥，抗虫、抗盐、耐热和耐寒于一体的作物将“显著增加许多粮食作物的亩
产”。
另外，还将利用基因工程开发具有较高可食用部分产量的作物品系，经改良后的作物
将生产比以前品种更多的食物。
这些植物的大多数将会在英国的实验室和大学开发出来，其中包括可以在 6 年，而不
是 50 年成熟的转基因树木 – 届时林木覆盖率将会是“现在的很多倍。”
以上这些都是亚当·史密斯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在一份题为“2050 年 英国
和世界”的报告中对农业提出的预测。
在该报告的“绿色，绿色，绿色” 一章中，亚当·史密斯研究所总裁马德森·皮里博士写
道：“到 2050 年，农业会更加环境友好，而且将在世界各地实现，尤其在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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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将依靠普遍使用转基因生物（GMs）来实现。转基因技术将被用于开发可以
通过固定大气中的氮而自身施肥的作物品系。”
“基因工程将改变谷类作物，使他们能够具有目前豆类作物的功能。这将解除田间施用
大量化肥的必要性，避免了化肥随径流进入河流和溪涧，产生藻类，争夺氧气导致鱼
类死亡。”
由英国领先开发的技术将使作物在以前认为不够肥沃的土地上成长，从而使更多的土
地（以前认为是荒地）变得适宜种植。
皮里博士还预测，通过杂交育种和基因改良的杂交蔬菜将会出现供人们食用。
该研究报告称，在畜牧业方面，廉价的实验室培养将终结“工厂化养殖”，创造巨大的
环境效益，并解放大量的土地作休闲用途。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家禽业抗生素使用下降 28%Poultry sector cuts antibiotics use by 28%

[Farmer Weekly， 2 月 12 日] 英国家禽业抗生素的使用在过去 12 个月已显著下降，这
个结果归因于行业自愿监管计划。
英国家禽协会（BPC）在过去的四年中，收集了其会员农场（约占 90％家禽业行业）
实际抗生素使用量的数据。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从 2013 年的 93 吨，2014 年的
62 吨 ，在 2015 年抗生素总用量下降了 28％。
英国禽肉行业是目前收集并与兽药局（VMD）共享抗生素使用量的唯一部门。
其他行业仍然使用更传统的方法，也就是简单测量抗生素的销售量。 2014 年，英国
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抗生素交易量为 430 吨，比前一年的数字增长 9％。
家禽系统使用抗生素的下降，源自于 2012 年该行业志愿采取禁止对肉鸡使用第三、第
四代头孢菌素，以及对一日龄鸡苗禁用氟喹诺酮类药物。
最新的数字显示，氟喹诺酮类药物（2005 年在美国全面禁止）的使用， 在 2014 年上
升 59％，至 1.12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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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wshall 兽医服务所的家禽医生指出，与其他类别相比，在家禽中使用氟喹诺酮类药
物的整体量非常小，因此受波动影响的百分比更大。
BPC 的最新数据显示，在 2015 年，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减少了 53％。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热带地区保护性农业能减缓气候变化吗?Can 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combat climate change in tropical regions?
[Rothamsted Research, 2 月 24 日] 保护性农业（简称 CA）常被认为能锁定（“封存”）
土壤有机碳，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最近洛桑研究所科学家与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
中心（CIMMYT）在英国、德里（Delhi）和哈拉雷（Harare）的同事们，审查了全世
界在两个地区的总共 76 项研究成果，以评估 CA 是否能增加土壤有机碳的库存。这两
个地区，虽然原因非常不同，对世界粮食安全都至关重要：印度恒河平原，号称南亚
的粮仓；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产玉米，是当地人的主食作物，但产量非常低，且受
到气候变异性和变化进一步威胁。研究人员发现，在 CA 下相对于传统的措施，土壤
碳有略微增加的总趋势，但幅度小于通常所声称的，有为数不少的案例并不存在可测
量的增加。
CA 包括三个原则：减少土壤扰动；保持作物残余物或绿肥覆盖土壤；以及多样化种植
制度。其做法已在世界各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广泛推广。它可以改善土壤质
量，减少侵蚀，保持土壤湿度。作者认为，CA 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被夸大了。然而，
通过在土壤表面附近聚集有机碳，这种做法通常益于土壤的物理性能和保水。因此，
它可以被看作是有助于适应气候变化。
这项研究发表在《农业、生态系统和环境》（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
杂志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家庭每年浪费 34000 吨牛肉 UK households wasting 34,000 tonnes of
beef each year

[Guardian, 2 月 25 日] 最新调查显示英国家庭每年扔掉 3.4 万吨牛肉，相当于 3 亿个牛
肉汉堡。
英国全国性的“热爱食物憎恨浪费”运动已经与农民和 BBC 乡村档案（Countryfile）
节目联手，敦促英国人最大限度地利用肉的价值。
据调查，英国家庭每年大约浪费价值 2.6 亿英镑的生、熟牛肉。运动组织者认为，通
过简单的步骤，如提前规划菜单、更好储存食物、理解标签日期、提供合适的量、并
更好地利用剩菜，大部分浪费是可以避免的。
食物浪费的环境代价也很高，与所有食物一样， 当肉被浪费掉时，所有投入到其生产
过程中的宝贵资源也被浪费了。
尽管由于健康的原因引起消费者对红肉的抵制，由“热爱食物增恨浪费”组织委托的对
食肉议题民意调查显示，许多牛肉料理仍然在英国备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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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2000 多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肉酱意粉被评为全国最喜爱的牛肉料理，被五
分之一的消费者（20％）所选择。然后是烤牛肉（18％）和牛排（12％）。
然而，有六分之一（17％）购买牛肉者表示，因为超过使用日期而被浪费。近十分之
一（9％）承认因为开包后没有将所剩余的包起来而扔掉。只有十分之三（30％）的人
表示，他们在买肉之前已计划好将要煮的餐，只有 19％在买更多之前查看冰箱还有多
少牛肉。
来自政府机构 Wrap 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家庭食品浪费为 700 万吨 - 价值每个家庭每
年 700 英镑，总价值 125 亿英镑。而这只占英国每年浪费食品 1500 万吨不到一半，其
余的浪费发生在超市、餐馆和供应链中其它地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有机食品销量上升 UK organic food sales grow
[FT， 2 月 23 日] 英国的主要有机认
证机构-土壤协会表示，英国有机食品
的销售比去年同期上升 4.9％，达
19.5 亿英镑。非有机食品的销量下降
0.9％，。
有机销售额在 2008 年达到 21 亿英镑
高峰，随后在经济衰退期间回落。尽
管千禧一代和老年消费者的需求不断
增长，有机食品仍然只是一个小众品
类，仅占英国食品和饮料市场份额的
1.4％。
该行业在美国较大，占 5％的份额。丹麦是全球拥有最高有机市场份额的国家，占食
品和饮料销售的 7.6％。
土壤协会表示，独立供应商的激增及其所占市场份额的不断上升，带动了英国有机销
售额的上升。
根据土壤协会，80％的有机销售额在十年前是通过超市实现；随有机产品零售趋势转
向更多的本地和网上购物，超市销售额比例已下降到 70％。
尽管英国有机销售第三年连续增长，有机种植土地面积在继续减少。
根据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 统计，自从 2013 年起，有机耕种土地下降了
5％，目前有 54.87 万公顷。转化为有机土地的数量也在下降，但有机农场的平均规模
有所增加，这与该行业的发展趋势一致。
土壤协会表示，有机土地的减少是由于农民退休；以及因为有机红肉销量下降
（8％），畜牧养殖者离开此行业造成。
杂货类如果酱，茶和食用油的需求已经很大，水果、蔬菜、有机棉服装和美容产品的
销售量去年也强劲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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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美国的有机产品市场增长了 11.4％，法国增长了 10％，意大利 6％。中国已取
代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有机市场，零售额 30 亿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品牌食品和软饮料出口 15 年连增 15th Year of growth of exports for
food and soft drink products - Brands continue to shine through
[FDF, 3 月 2 日] 英国食品与饮料协会
（FDF）称，相比英国食品和饮料出口的
整体下降，2015 年英国品牌食品和非酒精
饮料出口增加 0.9%， 达到 46.3 亿英镑，
实现连续 15 年增长。
2015 年食品和饮料出口总体下降了 6 亿英
镑，跌至 123 亿英镑。 原因是油价下跌和
英镑对欧元坚挺，使得英国对主要欧元区
市场的出口竞争力下降。
巧克力、三文鱼和奶酪是前三位的出口食品种类，蔬菜，包括新鲜和加工蔬菜的出口
增幅最大，2015 年增加了 1800 万英镑，达到 3.363 亿英镑。
英国 30.8% 的品牌食品和非酒精饮料出口到欧盟以外的市场。 对非欧盟市场的出口额
在 2014 年增加 6.4%， 而对欧盟市场的出口 2015 年下降 1.3%。
对中国的出口增加 9%， 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首次成为英国前 10 位的国
外贸易伙伴。2014 年，英国是欧盟对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国； 2015 年英国加工牛奶
对中国出口额增加了 1930 万英镑， 增幅 202%。
另外， 2015 年英国早餐谷物向阿联酋出口增加 890 万英镑（增幅 45%），向法国出口
薯片增加 120 万英镑（增幅 23%）。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葡萄酒产业志在增加 10 倍出口 UK wine industry pledges 10-fold
increase in exports
[Defra, 3 月 3 日] 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
拉斯（Elizabeth Truss）宣称，英国葡萄
酒生产商志在于 2020 年将出口量增加
10 倍， 价值超过 3000 万英镑。
具体包括：
 到 2020 年，出口量由 25 万瓶增加到
250 万瓶；价值从 320 万英镑增加到
3000 万英镑以上
 到 2020 年，葡萄园种植面积从 2000
公顷增加到 3000 公顷


到 2020 年，产出由 500 万瓶增加到 1000 万瓶以上



获取土壤类型、水源、基础建设网络的数据，选择最佳种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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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今年新成立的大英食品署（Great British Food Unit）将支持这一新目标的实施。大
英食品署的宗旨是驱动出口、促进外来投资、支持新兴企业的海外出口。政府也承诺
将协助生产商筛选 75000 英亩适合起泡酒生产的土地，并提供土壤类型、水源和基础
建设网络的数据以保证产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投入八千一百六十万英镑建立食品与健康研究中心 Name announced
for £81.6m food and health research centre

[UEA] 据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报道， 一个新的食品和健康研究
新中心，四方研究所（The Quadram Institute ），将在诺威奇（Norwich）研究园建
立 。诺威奇（Norwich）研究园是欧洲最大的集食品、保健研究与环境科学于同一地
点的研究园。
容纳该研究所的新建筑投资达 8160 万英镑，已于二月份动工，预期 2018 年启用。
四方研究所的最初投资来自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及其三个位于
诺维奇的合作伙伴 - 食品研究所（IFR），诺福克和诺威奇大学医院 NHS 信托基金会
（NNUH ），以及东英吉利大学（UEA）。
四方研究所的目标是探索解决挑战全球人类健康、食品和疾病的方案。
该研究所的理念是通过提供新的见解和加速创新，提供新的食物和治疗，以及积极主
动的健康和生活方式干预，使食品和健康科学研究发生阶跃性变化，为社会和生物经
济带来利益。
四方研究所的创建，突出了四个创始伙伴的合作，并反映了其战略横跨四个研究专
题：肠道和微生物（肠道菌群）、健康老龄化、食品创新和食品安全。
这些研究主题将与位于诺威奇研究园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的植物和农作物研究和基因组分析中心（The Genome Analysis Centre）的生物
信息紧密结合，形成强大的植物-食品-健康途径提供临床-验证战略，以改善人类的营
养、健康和福祉。
该研究所将与食品行业，医疗保健和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践。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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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畜牧创新中心成立 Ground-breaking livestock innovation centre
launched
英国投资七千万英镑建立创新中心，整合食
品工业和学术研究人员，提升英国畜牧业生
产力。
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为新成立的
畜牧创新卓越中心（The Centre of Innovation
Excellence in Livestock，CIELivestock) 提供两
千七百七十万英镑用于建立最现代化的设
施，使畜牧产业能得到引领世界的研究。产
业部门和加盟研究机构的出资将使中心的总
投资额达到七千万英镑。
爱丁堡（Edinburgh）、利兹（Leeds）、诺丁
汉 （Nottingham）、纽卡索（Newcastle）、
阿伯里斯特维斯（Aberystwyth）、布里斯托（Bristol）、女王（Queens，贝尔法斯
特）、哈勃亚当（Harper Adams）等大学、以及英国的顶尖研究机构包括洛桑研究
所、北爱尔兰农业食品与生物科学研究所（SFBI）、苏格兰农学院（SRUC）、食品
与环境研究署（Fera）和 Duchy学院将得到创新中心的投资。
CIEL将要：


为英国畜牧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一切研究能力，一站式和随手可及的服务将使产
业无需到国外去开展工作或等待国外的工作完成后再移植到英国市场



提升英国畜牧业的生产力和出口，加速畜牧业研发的创新和发现



鼓励改善设备、产品和服务，与企业伙伴合作将最新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和有
效的方案



鼓励和支持那些能够快速和及时完成创新的中小企业启动业务



利用CIEL已有的企业和学术网络，通过转化研究成果、提倡最佳实践和培训，
提升英国畜牧业生产潜力



与产业和学术界合作，提供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连续方案，培养未来产业的创
新者和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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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