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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全英农民工会发表脱欧影响报告 NFU impact assessment ahead of EU
Referendum vote
[NFU，4 月 5 日] 由英国农民工会 （NFU）委
托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完成的一份报告 从两个
方面分析了“脱欧”后对农业经营的潜在影响
– 英国的国际贸易关系（及其对英国国内市场
的影响）和英国对农民支持的程度。
通过对三个贸易情景中的两种情景，即欧盟和
英国自由贸易协议（FTA）情景和世界贸易组
织（WTO）规则默认情景，进行的模拟结果
显示明， 两种情景都有反贸易偏向。 换句话
说，英国的农业政策，实际上比它目前在共同
农业政策（CAP）下将变得更加保护主义。
在这两种贸易情景下，英国农场交货价格预计
将增加。这主要是由于贸易便利化成本增加、
失去了欧盟优惠贸易安排下的廉价进口利益、在世贸组织默认规则情景下与欧盟国家
之间更高的关税等一系列驱动因素作用下，进口将变得更加昂贵。高价进口将刺激国
内生产，但另一方面，也将减少国内消费。最终结果是由于进口下降，英国的贸易平
衡将获得改善。
更加保护主义政策，与历届英国政府奉行了近 40 年来政策相反；也与世界范围更加开
放的农产品贸易大趋势相反，并且有悖于许多主张英国应该“脱欧”的人的目标。
英国贸易自由化情景，似乎更符合既定的英国政府政策，以及许多赞成“脱欧”人们
的观点。这种情景对多项产品的农场交货价格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主要是对肉类和
某些乳制品。其结果将是肉类和牛奶产量减少，降低这些产品在英国的自给水平，并
形成对饲料需求的连锁影响。降低关税将抵消进口商所面临的高贸易便利化成本，因
此可能对政府有吸引力。
以上每个情景的结果表明，对英国农业收入变化的最大驱动力是公共支持的支付水
平。在 FTA 和 WTO 默认情景下，对农民收入积极的价格影响将被直接支付的减少所
抵消。直接支付的减少或完全消除，将加剧英国贸易自由化情景下的负面影响作用。
牛羊行业特别依赖于直接支付的支持，而混合农场和大田作物也都如此。因此，更自
由的贸易政策，加上直接支付的减少或消除，将降低许多英国农场的可行性。
报告作者最后指出，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复杂性不能完全被本报告所使用的计量经济模
型涵盖。有很多因素，不能包括在研究中，如脱欧对外国劳动力供应的影响、英国的
土地价格或英镑兑欧元汇率等。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确定性，报告作者确信报告中所
描述的情景较好地反映了政策选择跨度，英国政府可能会在万一脱欧时予以考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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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农民支持脱离欧盟 Exclusive: Survey reveals 58% of farmers back
EU exit
[Farmers Weekly ，4 月 29 日] 根据农民
周刊新的调查 ，绝大多数农民都赞成
英国离开欧盟, 并打算在 6 月 23 日的公
投中投支持票。
在农民周刊进行的独家调查中，周刊读
者被问到他们计划如何在即将举行的全
民公投中投票。 完成问卷的 577 个农
民中，58％的人表示他们想离开，而只
有 31％的人表示，他们希望英国继续
留在欧盟中。
这个结果与大多数的农业工会在最近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所表达的观点不一致，他们认
为继续保留欧盟成员国，农业才能得到最好利益。
农民周刊的调查在四月中旬进行，共持续 10 天。
调查结果证实，全英国随着地区的不同而意见不同。在中部、西南、东北和东安格利
亚地区的农民最倾向于离开欧盟，而苏格兰、西北部和威尔士的农民却没有那么积
极。
但是，除威尔士之外，所有其它地区的受访者希望离开欧盟的比例均高于 50%。
对不同农场类型的投票意向分析表明，甜菜、马铃薯和蔬菜种植户，以及家禽生产商
一起，似乎赞成英国脱欧的最多，而牛和羊的生产商更可能支持留在欧盟。
影响农民投票意向的因素当中，对那些想离开欧盟的来说，非农业问题，如主权和移
民是主要因素；当问及与农业相关的因素时，他们绝大多数认为是欧盟法规和政策。
相反，那些打算投票留在欧盟的人担心的是未来的农业支持和市场准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格兰采取新举措有助消除牛结核 New cattle measures to help deliver TB
freedom in England
[Defra，3 月 10 日] 从 2016 年 4 月 6 日
起，新的立法将要求英国低风险区的农
民，对来自英格兰其他区域和威尔士的
牛，安排转移后测试。
超过一半的低风险区新增牛结核病感染，
明显与从高风险区购买的牛有关，引进强
制性转移后测试，将为低风险区正式成为
并保持零结核区，提供更大的信心。
另外还三个措施也将同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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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格的转移限制。在英格兰高风险地区，受新的结核病流行影响的所有牛群
在转移限制被取消前，将需要通过两项严格的检测。这将提高发现这些牛群中
所有受感染个体的机会，有助于减少流行病发生并保护其他牛群。



政府资助的售前检测。对很多低风险区域牧民，单次交易二十头牛或以上者提
供免费的售前结核检测。这将使卖家为买家提供更多的保证，以及降低未被发
现的结核蔓延到新牛群的风险。



在特定条件下，并获得事先批准，动植物健康机构（APHA）将开始提供私人 γ
干扰素验血的机会来诊断结核病。

政府的结核根除战略进入全面实施的第三个年头，引进了新的措施。包括更严格的牛
管理措施、加强改善生物安全和在疾病流行区的獾控制。
这种应对牛和野生动物疾病的方法在国海外行之有效，得到受政府与 Defra 的首席科
学家、首席兽医官和领先兽医的支持。
今年早些时候，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宣布，将拨款 100 万英镑，提供一个全新的
牛结核病咨询服务，向高风险和边缘地区的农民，提供高品质和量身定制的生物安全
改善建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延长农民税收平均期限 Extended tax averaging for farmers starts
[Defra, 4 月 6 日] 从 4 月 6 日起， 英国将开
始执行对农民更公平的税收制度。根据新
的规定，农民可以将利润所得税的平均期
限从两年增加到五年。
这项新政策将有助减少利润波动对农民的
影响，更好地管理风险和全球经济波动的
影响。
在新政策开始执行之际，环境大臣伊丽莎
白·特拉斯说：粮食和农业是英国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产值 1000 亿英镑，支持八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我们的目标是使该行业成
为全球的领导者，强力充实人才、技术和创新，使其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
创造英国产品的美好声誉。
剧烈价格波动时的风险管理是至关重要的。留在欧盟，多年来我们避免了复杂和不确
定性，帮助建立更大弹性的供应链。
财务大臣乔治·奥斯本说：一个有弹性且蓬勃发展的食品与农业产业是英国经济成功的
基础。现任政府意识到农民面临市场波动的挑战，承诺对农民的绝对支持。
这项改革将为农民进行未来规划和投资提供额外的保障，使他们能够在一段较长时期
内分散利润。 2 万 9 千多农民可在此变化中受益，平均每年节省 950 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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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农业是英国大学发展最快的专业，成为明智的职业选择 Agriculture is
UK's fastest growing subject – and a smart career choice
[Guardian, 3 月 31 日] 环境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表示，农业是当前英国大学中增长最
快的专业，去年学生人数增加了 4.6％。现已有超过 19,000 人正在学习农业以及相关
学科。
尽管本科人数上升了，数量仍然不足。为此
BBC 的乡村档案栏目最近专门为从事农业的
年轻人制作了一个专集，身为农民和乡村档
案节目主持人的亚当·汉森介绍说，维持现
有的劳动力，英国农业需要在未来十年内招
收 6 万新人。
当今农民面临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市场
波动和依赖补贴。同时，英国农业是一个老
龄化的职业，农民平均年龄 59 岁。
这些挑战提供了机会。需要确保鼓励年轻人
进入该行业 - 向他们提供必需的手段和知识。
农民是乡村的最终保育者，为人类生产粮食及维护我们生活的环境，而且世界总是需
要食物的，所以农业是明智的职业选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皇家植物园的影响和价值报告出炉 Kew’s value and impact revealed
[Kew， 4 月 6 日] 在对英国皇家植物园（RBG）—
丘园的价值进行的独立评估报告中，牛津经济研究
院展示了这个有 257 年历史的机构，正以各种形
式，为今天英国经济和社会作出的贡献。
从丘园和其姊妹植物园韦克赫斯特花园游客所产生
的经济价值，到它对教育和科研的贡献所产生的社
会价值，皇家植物园丘园被认为是超乎想象的划
算；在 2014-15 年，只用每纳税人 90 便士的成本，
为国家创造了 1.82 亿英镑的价值。
在 2014/15，超过 150 万人次-其中有 85000 学校儿
童，参观了英国皇家植物园和韦克赫斯特花园。该
报告还量化了丘园为全球植物和真菌知识资源所做大量工作的科学价值。丘园独特的
广泛收集、数据库、科学知识和全球伙伴关系的组合为英国贡献价值 5620 万英镑。
仅在 2015 年，丘园科学家及其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发表了 149 个植物和真菌新
种。新物种包括作物野生近缘种，精油资源，抗生素和其他药用化合物资源，潜在的
新木材，花园和温室观赏植物物种，以及支撑北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的真菌种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5

温室气体报告向世界领导人展示英格兰农业能够减少排放 Greenhouse gas
report shows world leaders how English agriculture can reduce emissions
[Farming UK，4 月 7 日] 新发表的温
室气体行动计划进展报告表明，英格
兰农业能够为英国和世界解决挑战性
气候目标作出贡献。
这份报告是在为去年 12 月份达成的
历史性巴黎气候协议而举行的联合国
签约仪式举行的几个星期之前完成。
报告强调了农业产业所采取的行动，
对生产效率和减少温室气体（温室）
的排放有积极影响。
气候行动计划的多项举措，包括整个行业提高了专业性，饲料咨询注册，温室气体减
排培训纳入肥料顾问认证和培训计划（FACTS），农民签署 DairyPro 和猪业专业注册等
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尽管在近几年受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这些举措也都得到落实。
温室气体行动计划在 2011 年启动，是由行业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是致力实现 2020
年在英格兰农业减少三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年排放量承诺，而不影响国内生产的主
要机制。
温室气体行动计划聚焦六个重点领域：管理技能和咨询、作物养分管理（包括作物健
康）、 土壤和土地管理、 家畜营养、 家畜健康，生育和遗传、 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
源。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报告揭示放归猞猁对英国乡村的广泛影响 New report reveals wider
consequences of releasing lynx in the UK countryside
[Farming UK , 4 月 9 日] 英国羊业协会
（NSA）发布在英国引进欧亚猞猁的影响报
告。
报告提供了在英国乡村引进猞猁潜在影响的
研究证据，这是对英国猞狸基金会申请今年
后半年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放归猞猁许可的回
应。
NSA 认为迄今为止的讨论只强调了引进猞猁
的潜在益处，忽视了英国的具体情况和在欧
洲其它地区的类似项目只有少数成功的事
实。
NSA 行政总裁菲尔·斯托克在发布会上解释说，羊业协会认为引进猞狸的后果将远远不
止每年损失几只羊被猞猁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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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英国的生物多样性大约 75％与农业有关系，为了使其进一步加强，国家已经
在农业环境计划上投以巨资。草原环境被认为是英国农村有吸引力和令人向往的一部
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牧羊者管理。但目前羊业状况艰难，回报低，对一些农民来
说，放归猞狸将是最后的一击。如果这些养羊企业停止运转，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
远远不仅是羊。”
NSA 认为对猞狸放归的支持，更大程度上是对羊业在英国乡村的重要功能缺乏了解。
羊业对包括食物生产、环境和景观管理，对物种多样性的支持，以及农村社区、文化
和遗产的维护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
羊成为猞狸主要猎物的风险，不仅是牧羊户的经济问题，而且大大抵消了牧场为确保
动物高福利作出的巨大努力。
猞狸咬死羊及从现场拖拉走部分或全部肢体的风险，也与农民为确保羊群各个运动环
节的可追踪性、疾病风险管理和阻止羊数目下降所采取的步骤相勃。
NSA 的报告对英国猞狸基金进行的成本效益分析提出疑问，同时质疑放归方案是否对
所涉及的猞猁公平。
来自欧洲的证据表明，猞狸需要巨大活动区域以保证健康和维持数量，避免近亲繁殖
风险。
施托克尔先生表示：“英国是一小岛，个人口多且与农村互动频繁， 有四通八达的公
路和铁路网络和大型城市。这将无法让猞猁自由漫游，并保持良好的遗传多样性。欧
亚猞猁并不被视为濒危物种 ，因此引进英国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极端天气将威胁英国葡萄酒生产 Weather shocks could threaten UK wine
production

[UEA，4 月 1 日] 气候变化正在将英国变成葡萄酒产区的想法近几年在业界颇为流
行。但根据东英吉利大学的研究 - 寒流，急剧霜冻和暴雨威胁着葡萄酒生产力。
新发表的研究显示，关键生长季节的年度间气候多变性和灾害性天气，使得该行业对
气候元素非常敏感。
研究同时指出，流行品种如霞多丽和黑皮诺（Chardonnay and Pinot noir）比传统品种
更容易受到英国气候多变性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英国葡萄酒生产蓬勃发展。用于葡萄业（葡萄种植）的土地数量增加了
148％- 大约 1884 公顷目前被用于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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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只是生产规模的扩大。英国生产的优质葡萄酒正在受到全球认可 - 尤其是英国起
泡酒，已经超过了其它著名产区的同类产品。
东英吉利大学研究人员研究了英国主要的葡萄种植区，考察了气温、降水、极端天气
与产量之间的关系。通过结合这些数据，他们第一次能够识别对酒行业的机会和威
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担心脱欧，英国农田价格受挫 English farmland prices hit by Brexit fears
[FT, 4 月 8 日] 因投资者担心一旦“脱欧”后将可能失去补贴，英国土地价格出现自金
融危机以来最快的下滑。
据地产公司 Knight Frank 的指数，至三月份的三个月中土地价格下降 3%， 这是自
2008 年以来的最大季度下滑，结束了农田回报的牛市。
Knight Frank 表示在过去十年中，土地平均价格上升 180%。 在六月公投决定英国是否
留在欧盟之前的不确定政治背景下，交易量也在下降。
英国农民每年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下得到 310 亿欧元的补贴。如果没有补
贴，在目前牛奶、小麦、猪肉等农产品的低迷价格下，许多农民将破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新建作物健康与保护中心 New centre for crop health and protection
established in UK

[FERA, 3 月 24 日] 作为英国政府农业科技战略的一部分，一个新的作物健康和保护中
心（CHAP）正式成立。CHAP 将汇集行业领先研究机构最好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洞察
力，引导研发世界农业面临挑战的解决方案。将是第一次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合
作，让农民获得最佳和最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策略和方案，改进作物性状，给农场带
来切实变化。

CHAP 已经获得为期四年总额 2130 万英镑的政府投资，总部将设在约克附近的国家农
业食品创新园内。 CHAP 集团的合作伙伴包括拜耳作物科学公司（Bayer
CropScience）、Farmcare、前沿农业、陶氏益农、乐购、斯托克布里奇技术、联合利
8

华，以及 AHDB，CABI，克兰菲尔德大学，费拉科技有限公司，纽卡斯尔大学，
ADAS，国家气象局，华威大学，卡姆登 BRI 和洛桑研究所。 CHAP 将使这些组织与
零售商、加工者、农学家和制造商，共享资源，优化研发成本的回报，减少浪费和加
快新产品的注册过程。
CHAP 有限公司临时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斯威夫特博士说，“CHAP 将建立英国在农业技
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领先地位。将创立一个鼓励前沿知识交流、产生更大创
新和更广泛地获得最适用技术与解决方案的环境。通过让科学进入农场，CHAP 将帮
助农民、种植者和食品工业，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满足可持续解决当前和未来挑战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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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