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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顶级医生呼吁英国应借脱欧之机禁止农业大量使用抗生素 Brexit Britain
should lead the way by banning mass antibiotic use in agriculture, says top
doctors
[每日电讯报，11 月 14 日] 英国的顶级
医生们呼吁政府应该利用脱欧的机会，
引领世界禁止农业常规大量使用抗生
素。
12 所皇家医学院校、以及公共卫生学
院、英国医学协会和两个主要健康杂志
的负责人在《每日电讯报》发表致政府
公开信，呼吁政府加强对抗抗生素耐药
性（AMR），禁止动物的预防性处方
药。
在给《每日电讯报》的公开信中，他们指出英国正处引入禁令的“独特时机”。
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超市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鸡肉含有对抗生素耐药的大
肠杆菌（e.coli），这种病菌可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
今年 5 月，受政府委托由吉姆·奥尼尔勋爵（Lord O'Neill）主导撰写的一份报告说，抗
药性超级细菌的增多，使绝大多数常用的抗生素无效，有将药物送回“黑暗时代”的威
胁。报告说，导致抗生素耐药性的一个原因是全世界农业兽医草率使用抗生素。
今年 3 月，欧洲议会投票决定禁止大规模农业用药，但该措施需要得到成员国和欧盟
委员会的批准。
这份包括皇家医学院和皇家医学学会主席等人签署的公开信指出：“政府现在处于一个
独特的位置，可以将这些建议付诸实践，作为后欧盟时代英国农业战略的一部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消减动物用抗生素进展正常，销售量下降 9% UK on track to cut
antibiotic use in animals as total sales drop 9%
[Defra，11 月 17 日] 最新报告显示，用于
动物的抗生素销售在 2015 年降至 56
mg/kg。
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Defra）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用于动
物的抗生素销售量下降到四年来的最低水
平，正在朝着解决抗生素耐药性的目标前
进。
抗生素耐药性对人类健康造成日益严重的
威胁。专家们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它可能造成每年一千万人死亡，并在 2050 年耗
费全球经济 100 万亿美元。在 9 月份，英国政府共布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包括致
力于大量减少动物的抗生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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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从 2014 年到 2015 年抗生素总体销售量下降了 9％，其中用于食
品生产动物的抗生素销售从 62 毫克/每公斤（mg/kg）下降到 56 mg/kg，下降了 10％。
这一持续了十年的下降趋势，使英国处于达到其 2018 年之前下降到 50mg / kg 目标的
正确轨道。
除了总量减少，报告还显示对人类至关重要的最高优先级抗生素的销售下降。此类销
售额仅刚刚超过 2015 年销售于动物用所有抗生素的 1％。
Defra 负责乡村事务和生物安全的部长 Gardiner 就报告的调查结果说：在第 71 届联合
国大会上同意抗击抗菌素耐药性的声明 ， 这是第四个联合国关于健康问题的宣言，受
到 193 个国家普遍支持，表明抗菌素耐药性已在全球议程上。
今年 9 月份，Defra 设置了具体部门的长期减少目标，到 2017 年，为整个农业产业，
从农场到餐桌，带来可持续改变。已经采取的减少抗生素使用的重要措施包括：从
2012 到 2015 年，通过提高培训，管理，饲养技术和疾病控制，家禽业使用至关重要
抗生素的量几乎减半。英国养猪业成功推出了在线系统，记录基准和控制抗生素使
用，包含了数以百万计猪的数据。
自 2006 年以来，在欧盟已经禁止使用抗生素用于非医疗目的，例如在动物饲料中。以
及一些额外的措施，确保食物在到达餐桌时不含抗生素。兽医局（VMD）和欧洲药品
管理局规定，由于医疗目的使用抗生素的动物必须在屠宰之前，或者将其产品出售给
消费者之前，遵守安全的停药期。对于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到欧盟的肉类和乳制品，
也制定了严格的规则。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机器人拖拉机和牧羊无人机:英国未来的农民 Robot tractors & sheepherding drones: Britain’s futuristic new farm workers

[RT, 11 月 2 日] 研究人员说，被称为“机器农民”的人工智能（AI）系统很快就会在英
国各地种植农作物及照看牛羊，而操控者不需要进入田地。
Harper Adams 大学的工程人员正在改造农业机械，创制了小型自动拖拉机和收割机，
并种植了一公顷的农作物。这些作物将由无人机和特制的地面漫游车辆监测，并将于
明年 8 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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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成本的下降，以及技术性能的不断提高，使得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自动化农场
的想法切实可行。
无人驾驶拖拉机的技术正在开发中。 农机公司 Case IH 销售的机器，使用“军械测量定
位技术”，可以无限距离地按编程操作。
在目前阶段，司机必须坐在拖拉机上随时准备操作方向盘。然而，Case IH 计划在未来
五年内将全自动版本推向市场。
机器人已经被用来喂牛和挤牛奶，在一些高科技奶牧场甚至清除粪便。
机器人农场帮手并不仅限于土地作业，还可以牧羊。这些技术的热衷者表示只需农民
更少的工作，这些机器人便能够像边境牧羊犬一样快地放牧羊群。
一些农场正在使用传感器，以便在奶牛发情时通过短信通知农民，因此可以更快地召
唤公牛。
剑桥郡一家公司 Dogtooth 科技，正在开发第一个室外草莓采摘机器人。农场试验将于
明年夏季开始。创始人埃德·休伯特说，机器人将在质量控制方面比人类做得更好，并
可以监测作物疾病。
同时，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展一个项目，该项目使用大功率激光
来保护作物免受鸟类、老鼠和其他害虫的危害。他们认为，激光“防护”将是有毒药物
的替代品。
本月早些时候，一些国会议员警告到，机器人将“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接替工作、并
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英国政府对机器人的即将到来还没有做好准备。
来自各大学和智库的研究预测英国有 1100 万个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的风险。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而专业与科技等行业将受影响最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成功控制亚洲大黄蜂疫情 Asian hornet outbreak contained in
Gloucestershire and Somerset
[Defra，11 月 4 日] 英国格洛斯特郡
（Gloucestershire）出现亚洲大黄蜂，蜂类
检查员迅速追踪并摧毁巢穴，成功控制了
疫情。
今年 9 月首次在 Tetbury 地区发现亚洲大黄
蜂，国家蜂类机构迅速地找到并捣毁了其
巢穴。自从 10 月初清除巢穴以来，没有再
见到活体的亚洲大黄蜂。
因为不能在寒冷的气候下生存，随着冬天
的来临亚洲大黄蜂的公蜂开始死亡。虽然如此，Defra 仍然与国家蜂类机构及其全国范
围蜂类检查员、APHA 、以及 Fera 密切合作，保持警惕。
Defra 此次搜寻亚洲大黄蜂巢的成功，是基于它与国家蜂类机构的密切合作和执行既定
的成熟计划。包括在格洛斯特郡和萨默塞特郡建立一个三英里监视区，蜂类检查员使
用红外摄像机和陷阱跟踪大黄蜂，找到巢穴。 Defra 还开设了一个地方控制中心，以
协调各个机构和团队之间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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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大黄蜂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不比蜜蜂大，但是对蜜蜂群落有巨大威胁，因此 Defra
采取快速行动识别和摧毁其巢穴。
亚洲大黄蜂于 2004 年在法国出现，如今已在欧洲的大面积地区常见。今年夏天首次在
不列颠群岛的泽西岛和奥尔德尼岛被发现。
亚洲大黄蜂明年有可能在英国重新出现，当局敦促公众报告任何可疑迹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开放数据助力粮食安全预测 Open data aims to boost food security
prospects
[BBC，11 月 11 日] 世界领先农业研

究机构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正在试图将长期试验的
数据提供给所有人。
他们正在与数据咨询公司合作，开
发一种可获取和使用复杂数据结果
的方法。
全球农业及营养开放数据倡议
（GODAN 倡议） 旨在向科学界提
供数据，洛桑研究所是其成员之一。今年 9 月，GODAN 倡议呼吁公众签署全球请愿
书，公开农业研究数据。
洛桑研究所的计算和系统生物学研究部主任 Rawlings 博士说：“我们面临的持续挑战
是原始数据本身不易理解。因为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长期研究试验非常复杂，所以
需要很多关于具体研究的目的、如何使用、以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等信息去理解。”
向所有人提供开放数据，是洛桑研究所的国家能力之一，也是 该研究所 North Wyke
农场实验平台网站门户的原则。
在 North Wyke， 洛桑研究所与 Tessella 数据咨询公司合作收集放牧草场试验数据。
各种信息每隔 15 分钟收集一次，包括水径流量、土壤水分、气象数据和土壤养分，数
据收集过程 预计将运行几十年。
“收集的数据多种多样，洛桑研究所想使这些数据可用于更广泛的研究团体,” Tessella
公司的安德鲁·鲍文说。
“洛桑研究所需要的是一种存储方式，和一种在网络门户上的表现方式，使人们可以看
到他们所提供的资料。这需要应对一些挑战。
挑战之一是数据管理，Tessella 团队采用了“Agile Scrum”软件方式。另一个挑战是需要
一个专家小组审查数据，以确保不向数据集添加错误读数。
虽然洛桑研究所收集数据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将其提供给更广泛的研究界，但这一做
法才正在引起政策制定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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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AN 倡议于 2013 年启动，其目的是鼓励和促进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持有的关
于农业和营养信息的开放数据政策。这一倡议在全球有超过 330 个合作伙伴，包括英
国，美国和肯尼亚政府。
Rawlings 博士说 “其实早在 GODAN 倡议发起之前，洛桑研究所就已经有一个将数据
提供给其他科学家的长期承诺。”
“我们对来自长期试验的数据管理，一直表示共享以及服务于科学界的意愿。我们也与
不同的社群讨论如何才能简化数据。”
Rawlings 博士说：“GODAN 倡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行动，目前，更多是关注国家
政府的政策层面，而不是个别机构，但像洛桑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却在非常认真地对待
此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洛桑研究所向 Defra 提交转基因小麦田间试验种植许可 Rothamsted
Research submits application to Defra for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field
trial with GM wheat plants
[Rothamsted Research, 11 月 4 日] 英国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在本月初向
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提交了于 2017 和 2018 年在洛桑农场进行转基因田
间试验的申请。洛桑研究所的科学家与艾塞克斯大学、兰开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合
作，开发了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光合作用的小麦植株，即更有效地将光能转换成植物生
物量。这种性状有可能产生高产量植物，申请田间试验的目的是评估工程小麦在大田
里的性能。
确保粮食安全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预计在未来 20 年世界需要增加 40％粮食生产，到
2050 年高至 70％。小麦是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并提供了全球范围内大约五分之一
的总热量消耗。然而，小麦产量最近几年已达到高峰，预测收获产量将无法达到 2050
预计的 90 亿人口需要的粮食水平。传统的育种和农艺方法，已经最大化了光截获及分
配到粮食颗粒。一个有前途的，但尚未被开发的增加小麦产量的途径是改进光能转换
为小麦生物质的效率。
在规定的期限内，Defra 国务大臣将依据“2002 年转基因生物（有意释放）条例”考虑提
呈给她的任何关于释放转基因生物对环境造成损害风险的陈述。
国务大臣在收到此拟议转基因生物释放申请的 12 天内，会将有关信息公布在公共登记
册上 以供公众查询。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图片新闻：英国特产在上海国际食品展览会（FHC）上大显风采 News in
picture：The UK specialities showcased at FHC Shanghai
中国国际食品展览会（FHC）于 2016 年 11 月 7-9 日在上海举行。英国派出迄今最为
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参展， 展示了极具英国特色的饮、食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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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派出庞大代表团参展

参展人员风采

琳琅满目的英国展品

品类丰富包装各异的糖果

英国啤酒屋游客攒动

啤酒试喝现场火爆

啤酒试喝现场火爆

各式精酿啤酒尽显风采

各式精酿啤酒尽显风采

英国食品大展风采- 肉食

英国食品大展风采 - 肉食

英国食品大展风采 - 奶酪

英国驻华使馆农业参赞 Karen Morgan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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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rdale 公司在中国促销英国奶酪 Somerdale flies the flag for British
Cheese in China
[Farming UK，11 月 7 日] 本月 7 日至 9 日
在上海举行的上海国际食品饮料及餐饮设
备展览会（FHC）上，Somerdale 国际大
力促销英国最好乳制品。Somerdale 国际
是英国奶酪主要出口商，产品销售到全球
50 多个国家。
Somerdale 作为英国展馆在 FHC 的一部
分，展示了其丰富多样的奶酪、黄油和奶
油，并以展会作为一个强大的平台，进一
步建立在中国的销售和合作关系。
Somerdale 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拥有覆盖中国主要城市的区域经销商网络，并定
期向上海海空货运。他们提供各种零售包装的奶酪，以及向餐厅、酒店和食品制造商
提供特殊的食品服务业产品。
Somerdale 国际公司董事 Stephen Jones 表示：“中国对高品质乳制品的需求在不断增
长，尤其对英国奶酪的兴趣正在日益提高。
“我们有产品质量、环境标准和产地的详细资料，对此，相信 FHC 将帮助我们与中国
市场沟通。”
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公司对英国脱欧后对华贸易充满信心 UK companies confident in
post-Brexit trade with China
[CBBC， 11月] 英中贸易协会（CBBC）对其网络内的266家公司就英国脱欧对英中
商机的影响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必要性展开了这次调查。
英中贸易协会的网络成员单位对英国脱欧后的英中商业关系前景大多持积极态度，强
烈渴望签订英中自由贸易协定。英中贸易协会认为，英中两国政府和商界无论如何需
要着手各类议题，就自由贸易协定的要素和加快自由贸易协定协议流程的意愿进行初
步磋商——尽快确定政治、外交和商业目的将确立深化贸易、投资的基础。
英中贸易协会及其会员希望影响磋商过程并提供相关信息，随时准备为开拓互惠互利
谈判道路提供支持。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英国脱欧公投造成了英中关系前景的不确定，但是英国加强与中
国贸易、投资的基本因素未变。
对英国公司来说，全中国一系列广泛领域存在巨大机会，英国仍是欢迎中国投资的目
的地，英中两国公司在全球合作的机会不断增长。
英中贸易协会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倾听我们网络内各公司的观点和建议很重要。这
些公司很多在中国市场有业务或正在对华出口，对机会和挑战有亲身体验。
点击这里阅读原文Click here to read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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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中英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农业创新技术产业发展
[农村技术中心，11 月 17 日] 按照第二十三届杨凌农高会的统一部署，为提升我国农
业科技的创新水平和支撑能力，推进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科技部农村中心与英国驻华使
馆、英国创新署于 2016 年 11 月 6 日在陕西杨
凌举办了中英农业科技创新合作论坛。来自英
国创新署、英国洛桑研究院、英国约克大学、
英国莱斯特大学、英国开放宇宙公司、及杨凌
农高区管委会负责人、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
院等中英两国知名农业大学、科研院所、企业
的近 100 名专家与企业家参加了会议。
围绕精准农业、农业大数据、动物疫病防控、
智能农机装备、营养与健康等重点领域，中英双方充分交流了各自优势、期望合作方
向、合作方式以及合作目标单位等，在此基础上双方还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沟
通和对接。山东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山东神农智谷大数据园区、安徽朗坤物联
网公司以及浙江省科技厅、黑龙江省科技厅等多家单位，都已经与英方相关单位初步
达成了合作意向；另有部分代表也表示此次活动后会积极筹划设计双方合作内容，尽
快与英方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会议达到了预期效果，展示了中英双方农业科技创新良
好的合作前景。
点击这里阅读原文 Click here to read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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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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