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简讯
UK Agriculture Brief
2017 年 11 月（总第 51 期）November 2017 (Total No 51)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 2
英国公布产业战略白皮书，农业食品业是重点 Industrial Strategy -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 ........................................................................................................................... 2
英国环境大臣支持进一步限制烟碱酸类农药 Environment Secretary backs further
restrictions on neonicotinoid pesticides .................................................................................. 3
英格兰所有屠宰场将于 2018 年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CCTV to be introduced in all
slaughterhouses in England in 2018 ....................................................................................... 3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 4
英国动物抗生素销售创新低 Record low for sales of antibiotics for use in animals ........... 4
新技术可剔除生长异常植物并替代劳力 New technology could eradicate imperfect crops
and replace migrant labour ..................................................................................................... 4
新的环境保护计划实现绿色脱欧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o deliver a Green
Brexit 5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 6
北爱尔兰开始向中国出口猪肉 NI pork exports to China commence ................................. 6
英国奶酪在世界奶酪大赛夺冠 British cheese named best in the world at World Cheese
Awards 2017 ........................................................................................................................... 7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 7
农业负责任用药联盟 Responsible Use of Medicines in Agriculture Alliance（RUMA） 7

1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公布产业战略白皮书，农业食品业是重点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Britain fit for the future
[Gov.UK， 11 月 27 日] 英国政府推出旗舰
产业战略，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发挥已
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农业和食品业是
重点发展领域。
走向高效农业
《产业战略》提出要使英国站在全球高效
农业的前沿。全球对粮食和水的需求不断
增长，越来越多地需要农业以更少的资源
生产更多的粮食。新战略提出的“转变食品
生产 - 从农场到餐桌”计划，将使英国处于先进可持续农业的前沿。未来几年，欧盟共
同农业政策被取代，英国将加大对可持续农业投资的激励，帮助拓展创新技术和技术
市场。伴随权力从欧盟回归，英国政府正在就未来的安排与地方政府部门进行讨论。
政府的工作将根据这些讨论的结果发展。
改变食物生产方式
到 2050 年，全世界将需要增多 60％的粮食，才能够养活 90 亿人口，而仅农业部门的
用水需求预计将增长 20％。为了做到这一点，生产食物的方式必须变得更加高效和可
持续。
《产业战略》指出将通过使用精准技术，实现这一目标：改变粮食生产，同时减少排
放、污染、浪费和土壤侵蚀。通过使英国处于全球农业革命的前沿，实现在推动粮食
增长、就业和出口的同时，为农民、环境和消费者带来利益。
加强与业界的伙伴关系：食品和饮料行业委员会
英国拥有一个蓬勃发展、领先世界的食品和饮料行业，从苏格兰威士忌到奶酪、糖果
和高级海鲜，产品需求遍布全球。食品饮料行业在所有地方经济体，英格兰、苏格
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个行业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业部门，广
泛的食品链毛附加价值（GVA）贡献 1120 亿英镑，雇佣人员占全国雇佣人员的八分之
一。该行业的持久实力建立在强大的农业和制造业基础之上。从减少对环境影响同时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抵御能力的新技术，到延长货架期帮助减少食物浪费的创新，该行
业都处于创新和世界级科学的前沿。
英国退出欧盟，给食品和饮料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产业战略》承诺在政府和整个食品链之间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农业、食品和
饮料制造业、零售业、酒店和物流行业的领头者合作。这个新的食品和饮料行业委员
会（The Food and Drink Sector Council）的工作是确保英国在可持续、负担得起、安全
和优质的食品和饮料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
诺里奇（Norwich）的研究实验室和农业技术创新
《产业战略》特别指出诺里奇研究园（Norwich Research Park） 是世界知名的农业技术
研究与创新中心，每年的研究费用超过 2.3 亿英镑。这里汇集了一系列领先研究机构的
3000 名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包括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四
方研究所（Quadram Institute），Earlham 研究所，Sainsbury 实验室，东英吉利大学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诺福克和诺里奇大学医院（Norfolk and Norwich
University Hospital）。园内还有 70 多家研究型商业公司，处于诺福克的农业中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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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研究重点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全方位农业创新。该地区与转化研究相关的资历也
在不断增加。四方研究所（Quadram Institute） 计划于 2018 年全面运行，将为微生物
群体在人类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提供杰出的基因研究。它已经吸引了全球主要食品
企业的关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环境大臣支持进一步限制烟碱酸类农药 Environment Secretary backs
further restrictions on neonicotinoid pesticides
[Defra，11 月 9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表示，由于新烟碱类药
物对蜜蜂和其他传粉昆虫的影响，英国
将支持进一步限制其使用。
迈克尔·戈夫指出，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表明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和其他传粉
媒介非常有害，因此对它们实行更严格
的限制是合理的。
关于政府立场，环境大臣说，英国将支
持进一步限制使用这些杀虫剂。除非科
学证据发生变化，否则政府将在英国脱欧后维持这些限制。
政府咨询机构关于使用农药的报告指出，目前的科学证据建议，新烟碱类化合物对环
境（特别是对蜜蜂和其它传粉媒介）造成的危害，超过了人们以前的理解，因此支持
政府进一步的限制。
研究估计，英国 1500 种传粉媒介对作物的价值，通过帮助提高生产力，每年介于 4 亿
到 6 亿 8 千万英镑之间。
2014 年，Defra 在独立研究显示过去 50 年英国野生蜂多样性总体下滑后，启动了全国
传粉媒介战略，建立了一个改善蜜蜂和其他传粉昆虫状况的协作计划，确认杀虫剂是
其数量的主要威胁之一。这项战略的目标是使农场、乡镇、城市和农村成为蜜蜂和授
粉媒介更友好的地方，自启动以来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政府将继续与地球之
友、英国养蜂人协会和皇家植物园等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实施这项雄心勃勃的战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格兰所有屠宰场将于 2018 年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CCTV to be
introduced in all slaughterhouses in England in 2018
[Defra，11 月 12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
夫确认，明年在英格兰的所有屠宰场强制
性安装闭路电视监控系统。
今年 8 月份，环境大臣就每个屠宰场必须
安装 CCTV 的建议启动了全国咨询。在这项
建议下，兽医官可不受任何限制查看录
像，为消费者确保动物高福利标准得到有
效执行（见“英国农业简讯”2017 年 8 月
总第 48 期）。
正式立法将在新年推出，春季生效。将要求所有屠宰场在顶多六个月的调整期后遵守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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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ar 发表的咨询回应摘要显示，在接近四千名受访者中，超过百分之九十九表示支持
这些计划。
食品标准局（FSA）有严格的屠宰场批准程序，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兽医负责进行核
查，以确保动物在屠宰场的整个过程中的福利都得到保护。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会
给屠宰场发出福利执行通知书，暂停或撤销其职员的执照，或者提交刑事调查。
政府将要进一步讨论提案的细节，并尽快向议会提交立法草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动物抗生素销售创新低 Record low for sales of antibiotics for use in
animals
[Defra，10 月 27 日] 自 2014 年以来，英国
食用动物抗生素的使用下降了 27％，提前
两年达到了政府的承诺。
英国用于动物的抗生素销售量已经下降到
了自有记录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提前两
年达到政府抵制抗生素耐药性（AMR）威胁
的目标。
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发布的
报告显示，用于食用动物的抗生素销售额
下降了 27％，从 2014 年的 62 mg/kg 降至 2016 年的 45 mg/kg，超过了政府设定的
2016 年达到 50 mg/kg 的目标。
抗生素耐药性是现代医学的主要威胁，据估计，到 2050 年，它可能每年引起一千万人
死亡，造成全球经济损失 100 万亿美元（$100 trillion）。
2013 年，英国政府出台了一项减少动物和人类抗生素耐药性扩展和传播的战略。作为
战略的一部分，政府向农业界和兽医行业提供专家建议，鼓励他们为保护未来，更负
责任地使用抗生素。
在全球与抗生素耐药性的抗争中，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与医务人员一起，尽可能
地监测以及减少使用。良好的农场管理、生物安全和畜牧业系统，对于实现这一目标
至关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技术可剔除生长异常植物并替代劳力 New technology could eradicate
imperfect crops and replace migrant labour
[Farming UK，11 月 14 日] 科学家们说，在
田间巡游的机器人能够将生长歪扭和不合格
的作物除去，直到庄稼长到最佳状态收获。
英国国家精准农业中心主任西蒙·布莱克莫
尔（Simon Blackmore）教授说，他希望到
2020 年在农民田间看到这种技术。
他解释说：“我正在尝试在小型智能机器的
基础上，开发一个全新的农业机械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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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研发的项目包括激光除草；液滴应用使 100％的化学品进入目标叶片；可以在
收获时对产品进行分级的选择性收获。
20%到 60％的农作物在收获时被扔掉，由于超市不会买长相不好的蔬菜，顾客都不买
这样的蔬菜。
选择性收获是面对一组西红柿或生菜时，选择最好的个体，而不是最差。把不够成熟
可能买不了的生菜留在后面，下周再回来，到时就可以收获。”
目前农民一次性收获全部的作物，由于形状不好或者收获过早，造成高达 60％的作物
浪费。
根据新的研究，实际上，2015 年，英国价值 3000 万英镑的草莓和生菜作物最终被废
弃。
这种浪费是由于预测和产品规格有关的因素造成的，比如扔掉形状不合格的 或受到病
虫损害的作物。
Blackmore 教授设想的新技术的出现，希望能够减少浪费、提高农场的效率和整体表
现。
在政府层面，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最
近启动了一项 4000 万英镑的资助计划，用于这种农场技术和设备的投资。
根据该计划，这些资金将帮助畜牧、奶场、作物和园艺农民，通过投资机器人等新技
术，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农业生产力。
新闻报道的一份报告指出到 2027 年，由于世界各地的农民都在寻求提高标准和效率，
农业机器人将如何成为 120 亿美元的生产行业。
提高效率变得非常必要。根据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的数据，到 2050 年，全球粮食
产量必须增加 70％，以适应全球需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制造商们现在已经开始研究大量的高性能机器。
哈珀亚当斯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的一个项目，已经成为世界上首例仅使用
全自动机械进行种植、看管和收获作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的环境保护计划实现绿色脱欧 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o deliver
a Green Brexit
[Defra，11 月 12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宣布，将向一个新的独
立机构咨询有关环境标准问题。
向新的独立机构咨询将使政府在英国离开
欧盟后维持环保标准。
离开欧盟，使英国有机会把环境置于决策
的中心，同时确保对景观、野生生物和自
然资产的重要保护不仅得到维持，而且得
到加强。
为了帮助实现绿色脱欧，部长们将向一个新的独立法定机构咨询，就环境立法向政府
和潜在的其他公共机构提出建议和挑战 - 在必要时介入，促使这些机构承担责任，执
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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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机构的具体权力和范围的公开咨询将于明年初进行。
目前，英国制定的环境决策，从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到保护濒危物种，都是由欧盟委
员会负责监督，包括监测目标、审议新的立法，以及打击非法行为。
这一现有系统是以一些“环境原则”为基础的，例如可持续发展和污染者付费原则，使
造成污染的个人或企业有支付修复损害的责任。
虽然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政府环境政策的核心，但都在欧盟条约以内。因此，对提议法
定机构的咨询也会探讨新政策的范围和内容，以确保环境原则成为决策的基础。
Defra 希望从整个英国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农业部门、社会团体和其他地方，听到尽
可能多的人和组织的声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北爱尔兰开始向中国出口猪肉 NI pork exports to China commence
[Farmers Journal，11 月 24 日] 北爱尔兰
官员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布，出口价值一
千万英镑北爱尔兰猪肉到中国的贸易，已
经正式准备就绪。这笔贸易花了五年时间
达成协议。
首席兽医官罗伯特·休伊（Robert Huey）
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他说：“这是对我
们严格标准的肯定，它们保证了猪肉的高
质量、安全和健康。
因为明确强调生产和加工的核心是可追溯性，所以我们在提供一体化、安全和高效的
食品供应方面赢得了国际声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进口国之一，休伊表示，希望将来能够继续扩展这种关系，
增加北爱尔兰禽肉和牛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英国大陆猪肉加工企业今年 8 月份获得了中国的认可，随着英国脱欧的临近，这项欧
盟之外的新贸易协议宣布，对农民来说是非常可喜的消息。
这项交易对英国的所有猪肉生产商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将为内部需求不大的猪
蹄，提供出口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英国在欧盟之外的最大客户之一，Ulster 农民工会（UFU）称赞这笔交
易“非常棒”。
UFU 的猪肉和培根部门主席诺曼·罗布森（Norman Robson）在评论这一决定时说：
“我们很高兴能够获得这个北爱尔兰猪肉的最新市场。中国市场对猪肉产品有长期大
量的需求潜力，并将提高加工商的回报。现在，农民们将期待这个附加价值在供应链
的各个环节上公平分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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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奶酪在世界奶酪大赛夺冠 British cheese named best in the world at
World Cheese Awards 2017

[FG, 11 月 20 日] Cornish Kern 奶酪是由英国 Lynher 奶制品公司制造的一款阿尔卑斯
式干酪，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之后，在第 30 届世界奶酪大赛上荣获冠军。
十一月十七号,在伦敦烟草码头，这款带有浓郁芳香及淡淡焦糖味道的黄油奶酪，在三
千个参赛奶酪品种中精彩胜出。
世界奶酪奖 30 周年纪念版是今年“品味伦敦节”的一个组成部分，有 35 个不同的国
家参加评选。
在评判过程的每个阶段，Cornish Kern 奶酪都给国际评审专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新科状元 Cornish Kern 奶酪与这个全球最大奶酪奖项的前冠军们平起平坐，也
在奶酪史书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农业负责任用药联盟 Responsible Use of Medicines in Agriculture Alliance
（RUMA）

RUMA 的背景
RUMA-农业负责任用药联盟,成立于 1997 年 11 月，旨在促进英国畜牧业的食品安
全、动物健康和动物福利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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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联盟是一个独特、独立的非营利团体，有从“农场到餐桌”食物链各个环节的组织
机构参与：从最初粮食生产，通过加工，制造和零售，到最终消费者。反映供应链各
个环节的可追溯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的重要性。其包括的组织机构成员分别代表了农
业，兽医，动物药品业，农业认证，培训，零售商，消费者和动物福利各方面的利
益。
RUMA 的目标是制定一个协调一致，使动物用药达到最佳的综合方法。RUMA 与政府部门
和许多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良好的沟通网络。
RUMA 的目标
RUMA 的主要目标是：
1. 在与动物药物有关的大众健康、动物健康、动物福利和环境领域，找出科学和
公众关注的问题。
2. 通过讨论和协商，就已确定的问题提供知情的共识观点。
3. 建立并宣传动物药物使用中描述“最佳实践”的指南。
4. 建议业界实施“最佳实践”，特别是制定业务准则和认证计划。
5. 在以下方面开展宣传和咨询：
1) 有效使用动物药物。
2) 畜牧生产和动物药品使用的法规。
6. 促进对用于疾病预防和控制的授权药物的恰当使用。
7. 与国家主管部门，包括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兽药管理局
（VMD）和食品标准局（FSA）保持联络。
8.

确定确实可行的战略，维持负责任使用药物。

RUMA 如何实现其目标
主要是通过出版 RUMA 指南，针对奶牛、肉牛，羊，猪，家禽和鱼类等所有主要生产食
物的动物种类，负责任地使用药品。这些都是从成员组织机构的贡献中发展而来的工
作文件。RUMA 网站免费提供这些指南，根据最新发展对指南进行评述和更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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