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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协作网是中英两国
协作网是中英两国合作的重要
两国合作的重要平台
合作的重要平台
王岐山副总理 9 月 8 日在伦敦与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
共同主持了第四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双方围绕“为
中英经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一主
题，就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金融监管、发展与合
作，中英贸易和投资关系，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议题
进行了坦诚、深入沟通，取得积极成果。
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成果声明中，中英可持续农业协作
网（SAIN）被列为中英合作的重要内容：
双方努力保持并发展目前的可持续农业发 展合作。
双方将充分利用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这一合作
平台，推动中英 粮食安全合作行动计划的落实和实
施，探讨中英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的途径和方式，促进中英两国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为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新 的力量。
会议成果声明全文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9/09/c_122006521_3.htm
低碳农业课题组分别在西安和北京召开研讨会
该课题陕西省个案研讨会于 7 月在西安召开。在研讨会上课题组与陕西省发该委负责人进行了有益
的沟通，课题组将为省发改委就如何将氮肥管理纳入省级低碳发展规划提供进一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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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 8 月份在英国接待了农业部所属单位学术访问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包括农业政策制定
者，从事农民培训的专家以及涉农企业代表。课题组成员与代表团讨论了向农民提供信息的有效途
径，以及如何使提供的信息符合农民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课题组 9 月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跨部门多学科的研讨会，参会者包括了中外农业和渔业温室气体排
放方面的专家，政策及技术推广专家，以及从事农民信息服务的社会科学家。 会议还得益于中国糖
业企业代表的参与，他们探索了一系列指导农民更有效使用氮肥的方法从而避免过高的氮肥使用
量。本次研讨会还与协作网另一课题组（中国有机粪肥利用）进行了交流，忽视有机粪肥中氮素的
供应常导致过量使用化学氮肥， 因此这种协作网课题间的互相渗透和交流尤为重要。
农业适应项目研讨会在黄山和呼伦贝尔举行
于 2011 年 7 月在黄山市和呼伦贝尔分别
召开了农业适应项目研讨会，以分享农业
适应气候变化的知识，并确定优先研究领
域。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安徽和内蒙古
农科院，中国气象局以及中国其他大学及
研究机构的代表们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议题包括:
●
技术评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中国不同地区的种植制度
●
害虫和疾病在中国的挑战
●
中国农业的影响评估研究
●
有关最近在中国气候变化的实例
●
农业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农业发展
与会者普遍认为这次研讨会的内容非常丰富。研讨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来讨论多方面的方法以评估
农业影响，以及存在于各种评估方法中的主要不确定因素，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将来的评估中是必
需要被解释清楚的。
协作网项目继续发表高质量的出版物
协作网项目“未来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及减排措施”的两篇研究论文分别发表于具有高影响
因子的学术期刊：
Yan, X.Y., Cai, Z, Wang, S.W. & Smith, P. 2011. Direct measureme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 content change
in the croplands of China.
Global Change Biology 17, 1487-1496. doi: 10.1111/j.1365-2486.2010.02286.x
Cheng, K., Pan, G., Smith, P., Luo, T., Li, L.Q., Zheng, J.W., Zhang, X.H., Han, X.J. & Yan, M. 2011.
Carbon footprint of China’s crop production—an estimation using agro-statistics data over 1993–2007.
Agriculture, Ecosystems and Environment 142,231-237.doi:10.1016/j.agee.2011.05.012
新近发布
新近发布两期政策简报
政策简报No 3：水资源部门能源消耗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本期简报由《构建中国农业和水资源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和谐机制》课题组撰写。
全文见：
http://www.sainonline.org/download/%E6%94%BF%E7%AD%96%E7%AE%80%E6%8A%A5%
E7%AC%AC%E4%B8%89%E6%9C%9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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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简报No 4：中国的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攸关粮食与农业的未来
本期简报由SAIN 《中国栽培植物野生近缘种（CWR China）》课题组提交。
全文见：
http://www.sainonline.org/download/%E6%94%BF%E7%AD%96%E7%AE%80%E6%8A%A5%
E7%AC%AC%E5%9B%9B%E6%9C%9F.pdf

近期活动
10 月 8-15 日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 Laurence Smith 先生，东英吉利大学的 Kevin Hiscock 教授以及 Hadrian
Cook 先生将于 10 月 8 日至 15 日访问天津农业环境保护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访问期间，他们将
开办公开讲座， 具体题目如下：
● 研发适合中国的流域管理模式以减轻面源污染。协作网相关研究的议题和结论的概要。
演讲者：Hadrian Cook 和 Laurence Smith 先生
●

流域管理途径：国际经验和环保产品的管理条款和政策的例子，
演讲者：Laurence Smith 先生

●

对农业水污染扩散的高分辨率监测的设计和实施：英国东部的 Wensum 示范实验流域管理模式。
演讲者：Kevin Hiscock 教授。

●

沉没或漂浮 – 英格兰和威尔士基于社区的流域管理经验。
演讲者：Hadrian Cook 先生

更多资讯请联系 赖欣 (laixin@caas.net.cn)
10 月 13-15 日
协作网工作组中方组长会议及企业参与磋商会议将于 10 月 14 日至 15 日在无锡召开
11 月 3-8 日
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将在北京（11 月 3 日-4 日）和成都（11 月 7 日-8 日）举办协作网气候科学
研讨会。
研讨会的目的是推进科学的技术培训。使用区域气候变化模拟系统 PRECIS 和解决在其运用程序中所
涉及的诸多问题。这其中包括介绍 PRECIS 系统，构建影响研究的气候情景，气候模拟中的不确定
性，PRECIS 系统的相关数据分析。这次研讨会将集中讨论极端气候问题，如何运用 PRECIS 系统来
进行研究，例如在气候变化下的洪水风险评估和农作物病虫害评估等。
会议期间将提供一个下午的实际操作演练，将帮助用户使用 PRECIS 实用程序及软件来处理和分析
PRECIS 数据以推论出气候极端条件。在研讨会最后会示范如何安装 PRECIS 实用程序和软件，研讨
会期间还可以免费使用 PRECIS 程序。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请联系： chang.wang@metoffice.gov.uk 和 juhui@ami.ac.cn
12 月 1-2 日
协作网项目“未来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评价与减排措施”第二次项目研讨会于 12 月 1 日至 2 日在
阿伯丁大学召开。已确认的会议报告包括：
姓名
Kun Cheng
Ming Yan

所属机构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Lianqing Li

南京农业大学

报告题目
Re-estimation of SOC sequestration of China’s croplands
C footprin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iochar-based fertilizer and mitigation of N fertilizer induced emission in
crop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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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ijun Long

兰州大学

China’s grassland and the GHGs mitigation in livestock?

Dali Nayak

阿伯丁大学

Dali Nayak

阿伯丁大学

Dominic Moran

苏格兰农学院

Effect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SOC sequestration of China’s
cropland: A meta-analysis
Effect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on the GHG emission of China’s cropland:
A meta-analysis
Marginal abatement costs use gas mitigation in green grasslands in Inner
Mongolia

更多资讯请联系 Dali Nayak (d.nayak@abdn.ac.uk)

其他新闻
中国在未来十年将致力于地下水污染治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４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１
１－２０２０年）》。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地下水开采总量已占总供水量的１８％，北方地区６５％的生活用水、５０％
的工业用水和３３％的农业灌溉用水来自地下水。 全国６５７个城市中，有４００多个以地下水为
饮用水源。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水位持续下降；一些地
区城市污水、生活 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污液以及化肥农药等渗漏渗透，造成地下水环境质量恶化、污
染问题日益突出，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会议强调，保护好地下水资源，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生存安全。要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将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列入各级人 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要本着保护优先、预防
为主、防治结合、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的原则，制订和实施好《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切实
保障地下水环境安 全。会议确定了以下工作目标：到２０１５年，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初步
控制地下水污染源，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全面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 到２０２０
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重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地区
地下水水质明显改善，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全面提高， 建成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
详见：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8/24/c_121905657.htm
英国政府发布野生动物保护新战略
英国政府发布野生动物保护新战略
一项旨在为英格兰野生动物创造更好栖息地的战略计划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公布。
这份题为《生物多样性 2020：英格兰野生动物和生态服务战略》的文件的目的是要遏制英格兰物种
和栖息地的流失，以响应 2010 年 10 月在日本名古屋生物多样性公约会议上达成的全球共识。
该战略包括以下优先行动：
•

更大尺度的综合陆地海洋的保护措施

•

以人为本的生物多样性政策

•

减小环境压力

•

增加我们的认知

更多资讯请浏览: http://www.defra.gov.uk/news/2011/08/19/england-biodiversity-strat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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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天糖业甜菜学院
为了实现甜菜种植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为甜菜种植
提供优质服务，博天糖业和中国甜菜产业体系共
同成立了专业甜菜种植技术培训机构- 甜菜学
院。
甜菜学院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提高农业队伍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引进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专家对其
工作人员进行最好的农业实践及先进农业技术的
培训。第一期培训班于 8 月份在呼和浩特的内蒙
古农业大学举办， 67 名学员接受了培训。甜菜
学院将来要提供一系列的从基础到高级的课程，
为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甜菜学院的未来培训目
标还将包括种植大户，当地政府人员以及与甜菜
种植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 关于博天糖业的更多资讯，请浏览：http://botiansugar.com
相关出版物
相关出版物

生态补偿和粮食
生态补偿和粮食安全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至关重要的服务，例如清洁的水，养分循环，调节气候和
粮食安全，这些都有助于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造福。然后今天，许多生态系统都在衰退，对于依赖
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农业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健康生态系统的衰退将严重
影响粮食生产。生态补偿服务是一种经济手段，旨在为农业用地的使用者提供积极的奖励措施。这
些激励措施有望继续维持或改善生态系统服务，这反过来，总的来说将有利于整个社会。
全文请参阅：http://www.fao.org/docrep/014/i2100e/i2100e00.htm

水资源生态系统及粮食
水资源生态系统及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
针对目前面临的提高全球粮食安全的挑战，该出版物旨在说明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促进粮食安全的重
要性。诸如此类的生态系统服务正如水的供给和粮食生产。本报告概述了生态系统，水和粮食安全
之间的联系，还进一步探讨如何管理多种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系统，例如水和粮食的供给，以及如
何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来管理生态系统，使其能够在目前及将来的粮食安全上发挥最大的贡献。
全文请参阅：http://www.unep.org/pdf/DEPI-ECOSYSTEMS-FOOD-SECUR.pdf

可持续草原管理方法
该方法的目的是估计减少草原温室气体排放，运用可持续草原管理办法（SGM）增加草原土壤有机碳
储量。这种方法适用于采用 SGM 方法的草场景观项目，实施这些项目的前提是项目点的土壤有机碳
保持不变或在没有该项目的情况下减少。在一些项目区域内，生物化学模型是可行的，它们可用于
估算土壤碳库的变化。而在某些区域如果生物化学模型不可行，该方法论就为这种采用直接测量的
方式估算土壤碳库的变化提供了指导。
全文请参阅：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newsroom/docs/FAO-SGM-Methodology.pdf

关于协作网的更多资讯，
关于协作网的更多资讯，请浏览：
请浏览：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如您对简报内容有
对简报内容有询问和建议，
询问和建议，请联系：
请联系： y.lu@uea.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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