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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新任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大臣 New ministerial appointment July
2016: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 7 月 14 日] 新任首相特雷
莎·梅（Teresa May）任命新内阁， 原能
源和气候变化国务部长安德烈娅·利德索
姆（Andrea Leadsom) 被任命为环境、食
品和乡村事务大臣。 原环境、食品和乡
村事务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
Truss）出任司法大臣。
安德烈娅·利德索姆 曾与特雷莎·梅竞争首
相职位。

英国必须投资农业劳动力以应对脱欧后移民政策的变化 UK 'must invest'
in its agricultural workforce to cope with changes in migration policy after
Brexit, says new report
[Farming UK，7 月 5 日] 英国食品合作研究
组织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英国必须向农业
劳动力投资，以应对脱欧后移民政策的变
化。
这份题为《英国农业劳动力》的报告，评述
了农业部门目前的压力和动力。
报告作者，新经济基金会的斯蒂芬·德夫林
（Stephen Devlin）明确指出移民对英国农业
体系的重要性。数据表明，大部分季节性、
非技术性劳动是依赖外国劳动力完成的。
英国离开欧盟将显著减少移民，这些临时劳动力缺口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填补。
斯蒂芬·德夫林认为，英国需要使农业工作对英国工人更有吸引力，因为农业将必须向
健康饮食和更加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转变，这将反过来需要增加劳动力投入。
目前，农业劳动人口占英国工作人口的比例不到 1％，且还在继续下降。
报告指出农业劳动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从
1973 年到 2014 年，生产等量粮食所需的劳动量减少了一半。
同时，农业部门的工作岗位越来越不稳定。报告中列举的数据显示，零散和季节性劳
动者的比例，从 1980 年的 5％升至 2014 年的 14％。
根据报告，相对于其它经济部门，农业劳动力工资低，工人易受剥削并成为行业中的
弱者，尤其是农业工资委员会在英格兰被取缔后。
斯蒂芬·德夫林概述了吸引新人进入这个被普遍认为“枯燥，工作艰苦和低薪”行业的困
难； 目前行业中以 55 岁以上劳动力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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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的其它事实和数据包括：
•

农场总工作量的 60％左右是由农民、他们的直系亲属和业务伙伴承担

•

英国农田的平均价格在过去的十年已增加了三倍多

•

2013 年调查发现，农业行业平均小时工资比英国总体平均工资少三分之一

•

农业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预计 2015 至 2025 年将增加 11％

•

在 2013 年，英国政府从公共资金中拨款 1.3 亿英镑以提高农业生产率技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政府报告指出英国应紧急准备应对洪水、热浪和食物短缺 Britain must
urgently prepare for flooding, heatwaves and food shortages, says
Government report
[Independent， 7 月 11 日] 英国政府发布《气候
变化风险评估报告》。报告警告说, 由于干旱和
暴风雨对英国和国外农田的大肆摧毁，食物供
应可能会面临风险。
据报告，因为地球变暖，洪水、致命热浪、缺
水和国际食物危机这些风险都将会增加，为了
保护英国不受影响，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在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报告中，首席科学家克
雷布斯勋爵（Lord Krebs）强调说应对气候变化
的主要对策，“毫无疑问”应该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但他补充说，“为不可避免的变化做好准备，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已经排入大气中的
温室气体会促其发生。
政府智囊气候变化委员会（CCC）的报告预计，即使全球设法控制平均温度升高在
2℃内，河流水量也可能会在干旱期间减少 30％，及大雨期间增多可高达 20％。
在英格兰东南部，每年与热相关的死亡人数会由 700 增加至 1,000。
全球变暖 4℃将造成的“日益严峻”影响“可能无法通过适应来避免”。该报告说，极端天
气事件将会“对人群造成高风险”和“对脆弱群体非常高的风险”。河流周围地区对水的
需求会高出其可供应能力的五分之一; 70％的农用地将会被归类为“贫瘠”，而水灾破坏
的损失将增加两倍。
该报告说，应对洪水、影响健康的热浪、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风险、土壤和生物多
样性、甚至食物供应，是一个“需要更强大政策的紧急情况”。
报告指出：“英国食物体系风险由影响生产和供应链的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增加所引
起。温度、降雨模式和海洋酸化的渐进性改变，也可能使全球粮食生产格局转向，构
成英国食物价格风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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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呼吁采取更多行动保护英国土壤 More action required to protect UK
soil health

[Parliament, 6 月 2 日] 英国议会环境审计委员会（Environmental Audit Committee）在六
月份公布的一份题为《土壤健康》的报告中警告说如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英国政府在
2030 年实现土壤可持续管理的目标将不能实现。报告指出如不能有效控制土壤退化将
导致更多的洪水风险、降低粮食安全并增加碳排放。
环境审计委员会主席 Mary Creagh 议员说“土壤是环境问题中的灰姑娘， 没有得到像
空气污染、水质和气候变化一样的重视。但是，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社会依赖于健
康的土壤生产食物、防洪和储存碳。政府希望到 2030 年实现土壤可持续管理，但没有
证据显示有到位的政策来保障目标的实现。”
土壤污染
英国有 300,000 公顷的土壤在过去的工业时期受到镉、砷、铅等有毒元素的污染，但
是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取消了用于当地政府清理污染的资金拨款。由于
缺乏资金，地方政府缺少能力或缺乏主动性去调查潜在的污染。
议员们吁请 Defra 建立与过去同等水平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
Mary Creagh 说依靠规划系统清理污染土地，对于土地价值高的地区也许适用，但是这
也意味着贫穷地区的污染土地将得不到治理。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资源
调查被污染的地点。决策者们应重新考虑停止污染清理基金的决定。
土壤退化与气候变化
土壤是个巨大的碳库，储存着三倍于大气中的碳。土壤退化也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进
而加速气候变化。英国耕地土壤碳含量自 1978 年以来下降令人担忧，泥炭土碳含量普
遍继续降低。
政府必须制定有限期和可衡量的具体计划来提高土壤含碳水平，帮助实现巴黎气候峰
会签订的计划。政府还应该采取严厉措施制止导致泥炭土退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如焚
烧覆被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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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土壤
政府目前是依赖与农业补贴挂钩的一些制度来调节农业土壤健康。 然而议员们警告说
这些制度太过软弱，执行监督太松，而且仅仅关注避免对土壤的进一步破坏，而不是
鼓励对土壤的修复和改良。
需要有更加广泛，执行力度更大和目标更高的规则来保障政府实现 2030 年土壤可持续
管理的目标。
土壤健康监测
对土壤健康变化的长期监测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关键。Defra 目前对土壤健康调查的临时
措施不够充分。 政府应出台一个覆盖全国的土壤健康连续监测计划，以获取全国土壤
状况的充分信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研究理事会就脱欧后的国际合作发表声明 RCUK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post EU referendum
[RCUK, 7 月 6 日] 英国研究理事会（RCUK）就脱欧后
的国际合作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英国卓越的科学和研
究举世公认，英国的研究人员也深受国际合作者的欢
迎。英国研究的成功依赖于拥有最好的研究人员与合作
伙伴跨越国界的合作和共享设施。RCUK 致力于帮助和
促进英国研究人员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国际伙伴之间的
这些合作。
继英国公投离开欧盟，RCUK 正在与研究机构及政府合
作，以确保英国保持其领先的研究国地位。目前英国仍
然是欧盟的正式成员，RCUK 鼓励研究人员继续正常参
与欧盟合作伙伴和欧洲资助计划。
RCUK 认识到英国与欧盟未来总的关系和对研究系统的具体影响方面的不确定性；
RCUK 正在与政府合作，以确保在与欧盟未来关系的谈判中代表和考虑到英国研究人
员的关注和需求。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培育保鲜期长且依然美味的西红柿 Salad days – tomatoes that last longer
and still taste good
[BBSRC， 7 月 25 日] 西红柿 (Solanum
lycopersicum)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果作
物之一，全球每年的价值超过 500 亿美
元。我们食用大量的西红柿，是饮食中
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有助健康的植物
化学物来源。植物育种家们不断地培育
出更高产、更美味、更营养和更长保鲜
期的品种。但有些最美味的品种会很快
软化， 只有较短的货架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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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红柿软化的准确机制到目前还是个谜。 由诺丁汉大学生物科学院的 Graham Seymour
教授发现了一个基因所编码的酶在西红柿软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这项研究成果发表
在 7 月 25 日的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研究工作由英国生物技
术和生物学研究理事会（BBSRC）和向全球提供蔬菜种子的先正达种业（Syngenta
Seeds）公司资助。
在现代供应链中，货架寿命至关重要。为减少浪费，通常是培育包含自然突变的杂交
品种来延缓成熟过程。 但通过这个途径延长货架寿命常常会降低颜色和口感质量。
西红柿在成熟过程中分解其细胞壁和软化的问题已困惑了科学家超过二十多年。 这项
研究发现了将软化和其它果品质量分离的关键。Seymour 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了编码
果胶裂解酶的基因， 这个酶在西红柿成熟过程中降解细胞壁中的果胶。
先正达公司的 Charles Baxter 博士表示这一发现有助于通过常规植物育种方法开发新的
西红柿品种，是理解水果发育过程的一个重要进步。
通过常规育种，野生西红柿可以和栽培品种杂交。有一种野生西红柿 （Solanum
pennellii）在其果实中具有较低水平的果胶酶基因表达。这一基因变异可被用来培育软
化缓慢的栽培品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用更智慧的作物养活世界 Towards Smarter Crop Plants to Feed the
World

[Lancaster University, 7 月 26 日] 英国科学家在了解一种重要植物酶的自然多样性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有助于应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威胁。
Rubisco 是控制植物光合作用的一个关键酶，它能够使植物从空气中吸收碳从而得以生
长。但截止目前，人们对 Rubisco 在不同植物种之间的自然多样性程度还知之甚少。
在迄今最为全面的一项研究中， 由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领头的团队发
现有些植物种比主要作物种如小麦、大豆具有更为有效和高性能的 Rubisco。
研究人员分析了 75 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包括草种、野生稻、瓜类和豆类，在不同
温度下的 Rubiscos 的二氧化碳同化能力。他们发现从不同植物中分离出来的 Rubiscos
性能差别很大。有些 Rubiscos 酶具有超级性能， 可用于培育生长更快且需要较少化肥
的作物品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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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农业组织探讨脱欧后与欧盟的贸易模式 What could trade with EU
look like post-Brexit? AHDB explores scenarios UK could take
[Farming UK，7 月 8 日] 英国农业与园艺业发展
委员会（AHDB）分析了英国离开欧盟的决定对
农业与园艺产业的潜在影响，发布了系列报告的
第一篇。
报告考察了英国脱离欧盟后与欧盟之间五个可能
的贸易关系，分析了目前与欧盟以外国家的贸易
安排，阐述了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欧洲农业政策教授阿兰·马修
斯，在 AHDB 2016 前瞻会议上发言，举出了替
代欧盟成员国的五个选择，其中三个已经在欧洲范围内存在。
虽然在欧盟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对具体国家的特定模式设置已有先例，但成员国离开
欧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因而不能作为英国借鉴的现成解决方案。
“挪威”模式
免关税进入欧盟单一市场，但自由控制自己的外部贸易政策
•
•
•
•

进入单一市场，但部分农产品有例外
不加入欧盟海关联盟
操作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
遵从大多数欧盟关于向欧盟出口的法规和规章

“瑞士”方案
双边协定在遵从欧盟的规则和条例时比会员国或挪威有更大的自主权，但要合规保持
贸易关系





不在单一市场内
不加入欧盟海关联盟
与欧盟各成员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
遵从多项欧盟规章制度

“土耳其”模式
一个在欧盟框架之外运行的精简的海关联盟条约和体制
•
•
•

完全在单一市场之外
某些商品在欧盟海关联盟条约内
不受大多数欧盟规章制度制约

美国/加拿大模式
寻求适合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
•
•

与欧盟完全脱离
英国对政策法规的主权

“世界贸易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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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英国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关系，依靠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自定协议谈
判。
迎接英国农业的“新时代”
AHDB 在近期内还会发表更多的分析文章，主题将包括与非欧盟国家的贸易、劳动力
和补贴、以及对公投结果提出的关键问题，为 AHDB 缴费人提供一系列独立的资料。
AHDB 战略前瞻负责人大卫·斯瓦尔斯说：“我们站在一个英国农业新时代的边缘，对
知识和信息有巨大的需求 。很显然，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给出任何确切的答案，但
我们可以为缴费人描绘一个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图像。”
AHDB 是一个法定的征收委员会（levy board），由农民、种植者和供应链中的其他机
构资助。AHDB 的目的是以独立、证据为基础的信息和工具服务缴费人去种植，使缴
费人变得更具竞争力和有可持续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正努力推动同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 UK explores multi-billion pound
free trade deal with China
[BBC, 7 月 24 日] 英国财政大臣哈蒙
德已经着手与中国商讨自由贸易协
定，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和企业将有
望通过这项宏伟的双边协定更便捷
地参与英国经济。
哈蒙德对 BBC 表示，尽管退出欧盟
后，英国经济将出现短时间震荡，
但现在该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
界谋求“新机遇”的时候了。目前，
中国是英国最大的投资方之一。
哈蒙德指出，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问题上，欧盟也不处于“惩罚情绪中”。
哈蒙德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接受现实，并把退出欧盟后短期对英国经济的不
利影响降到最低；同时从长远上实现获益最大化。”
哈蒙德承认，在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后，全世界是有一股对英国的“失望情绪”。
中国国家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希望与英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现
在，英国财相哈蒙德也透露说，英国同样热切希望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谈判，对于英国来讲也是第一次。该谈判同时引发
对廉价制成品更方便进入英国的担忧。
作为英国开放对中国制成品和投资更宽松的准入制度的回报，中国将对英国诸如银行
业和保险业等等服务产业、以及英国商品降低贸易壁垒。这将成为英国出口收入的一
个重要来源。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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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国的羊肉出口进程取得进展 Lamb exports to America closer
[Defra, 7 月 27 日] 将英国羊肉重新搬上美
国餐桌的行动又向前跨出一步。负责农业
的国务部长 George Eustice 在全国羊业协会
展览会上说美国农业部已经就解除对英国
羊肉的进口发表咨询方案，这项贸易将可
能给英国经济带来三千五百万英镑的收
入。这也意味着英国羊肉将在 2017 年初与
美国三亿消费者见面。
在上报美国农业部的一份多达 1000 页的文
件中详细阐述了英国牛肉和羊肉的质量和安全性。
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正在协调英国农业产业部门对咨询的回应并联
络美国贸易机构取得对咨询方案的支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脱欧后补贴成疑，英国农田牛市结束 Farmland’s Bull Run is over after
Brexit puts subsidies in doubt
[Bloomberg, 7 月 6 日] 英国农田多年
来一直被作为是一个可与黄金媲美
的投资者储钱的地方，因为脱欧，
开始失去它的诱惑力。
房地产代理公司 Cheffins 主管农村
业务的西蒙·古德翰说，在英国为退
出欧盟做准备的未来 6 到 12 个月左
右，由于担心农业的未来，从 2015
年末就开始下跌的农地价格，还会
继续下跌或最乐观是停滞不前。他
说，由于对贸易和农民所依赖的欧盟补贴的不确定性，许多人不会冒险购买土地。
根据地产代理公司 Knight Frank 的信息，英格兰农田价格至去年年底已经在本世纪创
纪录的翻了两番，超过黄金投资。然后因为低迷的农作物价格和英国全民公投的启动
而开始下跌。政府估计的农民收入去年下滑了 29％。以分享农业收成获利赚钱的生产
商和土地所有者受到创伤。
Gooderham 说“土地价值以往在动荡局势中表现很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动荡
的金融与农业部门如此多的不确定发生在同一时期。”
确定与欧盟新的农业贸易协定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 在正式启动退出程序后，
有两年谈判时间，年底之前也许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农民能
否得到类似补贴：他们每年得到欧盟约 30 亿英镑（39 亿美元），这些钱使许多人在
粮食、牲畜和奶制品价格暴跌之时可以维持下去。
根据国家农业研究机构和全国农民工会在公投前进行的民意调查，虽然'脱欧'派承诺保
持农业资金到 2020 年，农民还是趋向于留在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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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Knight Frank 的跟踪调查，农用土地价格在过去的三个季度中下降了 6.4％，在截
至六月份的最近三个月降到平均 7,773 英镑/英亩，达近两年来最低。黄金在经历过去
三年的下降之后，2016 年反弹了 27％，在对与脱欧相关的担忧，及美国低利率的前景
中，黄金成为投资者的避风港。
不过，Knight Frank 农村研究部主管安德鲁·谢利（Andrew Shirley）说，自 6 月 23 日
公投后英镑的下跌，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外国投资者一些兴趣，因为对使用其它货币
的买家来说，土地变得更加便宜。以及英国央行承诺的更多货币宽松政策，也可能鼓
励购买。
谢利说：“全行业正在努力弄明白脱欧究竟将对农业带来什么影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2015 年英国园艺业统计 Horticulture Statistics 2015
[Defra，7 月 22 日] 最近公布的英国园艺统计数据涵盖了从 1985 年到 2015 年园艺作物
的种植面积、产量、价值、进出口，提供了对大约 50 种水果和蔬菜以及观赏植物综合
生产的评估。
统计要点


2015 年本国生产的蔬菜价值为 13 亿英镑，比 2014 年提高 3.9％； 这一提高主
要来自于胡萝卜、蘑菇和卷心菜的增产。露地蔬菜价值 8.84 亿英镑，温室蔬菜
3.93 亿英镑。



受较高产量、较长生长期和对无核小水果需求的驱动，2015 年国产水果价值
6.95 亿英镑，比 2014 年增长 9.6％。



英国观赏植物价值，2015 年为 11 亿英镑，比 2014 年降低 1.5％。
蔬菜、水果和观赏植物价值， 2014-2015 （百万英镑）
The Value of fresh fruit, vegetables and ornamentals 2014-2015 (£Million)
1,229

1,277
1,166

695

634

蔬菜

1149

水果
2014

观赏植物
2015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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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葡萄酒行业建立新研究联盟 UK wine industry sees establishment of
new research consortium

[NIAB, 7 月 25 日] 7 月 20 日，英国葡萄栽培研究联盟成立， 成员包括 NIAB EMR
（由国家农业植物研究所 NIAB 和东茂林研究所 EMR）合并而成）以及英国领先的葡
萄园 Chapel Down, Nyetimber 和 Gusbourne Estate。 联盟的宗旨是为英国快速发展的优
质葡萄酒行业提供所需的科学支撑。
新成立的葡萄栽培研究联盟将协助 NIAB EMR 制定研究方向，并确保研究成果能够在
英国葡萄酒行业盈利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结合现有的数百万英镑的研究项目以及上百年支持全球水果生产的卓越研发能力，研
究联盟将在已有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
创建以科学为基础的英国葡萄栽培行业。
联盟将得益于 NIAB EMR 广泛的科学研究团队和网络，开展高效的研究和知识转移。
联盟欢迎葡萄栽培行业各个领域有前瞻思维的新成员加盟。
点击这里阅读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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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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