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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智库报告称英国食品行业应投资保护农田健康 UK food sector should 

invest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of farmland they depend on, Thinktank says 
[Farming UK，2月 8 日] 根据绿色联盟

智库的说法，英国农田的劣质环境正在

不断推高食品生产的成本。 

在一份新公布的报告中，该慈善环保组

织表示，需要政府制定新政策，增加私

营部门投资，恢复农田的环境健康。报

告认为，“不可持续的农业实践”降低

了英国食品部门的效率。  

来自 Cranfield 大学的数据显示，主要由于化肥和耕作成本的增加，每年仅对土壤影响

一项，约增加 2.5亿英镑的额外成本。绿色联盟说，治理由此所引起的连带后果如水

污染、生物多样性损失等（例如损失重要传粉昆虫）的额外成本，意味着真正的数字

更高。 

环境组织主张在恢复农田土壤和其他自然资本方面，进行更多的投资，创造一个更健

康的自然环境。  

目前，大多数环境保护政策针对的是农民和土地管理者，然而食品行业 90％以上（每

年近 1000亿英镑）的资金收益来源于非农业食品企业，如超市和食品制造商。 

绿色联盟的报告指出需要政府干预来清除农村投资的障碍， 报告并提出了政府可以帮

助的两种方式。 

引入新的“自然资本津贴”政策，为恢复农田环境的资本投资提供税收减免，作为对

现有的节能节水投资资本减免税收制度的延伸。 

借鉴在制药和其他行业行之有效的部门合作方法，建立一个“可持续食品协议”，汇

集英国食品企业以竞争前合作模式，减少农田环境问题。 

政府设定所需的改进目标，以及没有达到目标的后果，并利用专门知识和资源支持这

一举措。 

绿色联盟可持续发展业务负责人 William Andrews Tipper 说：“破坏自然环境，实际

上使食品行业更加脆弱，更加降低其应对能力。 

大多行业内人士认识到，创建更可持续的系统，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但其需要政府的

支持才能实现。”  

曾任 2013年 Defra资助的“未来农业展望”项目主席 David Fursdon 说：“对农民的

挑战是实现在艰难市场条件下获得利润的短期需求，同时兼顾维持其资产良好状况

（包括健康的土壤、清洁的水和其他合理的环境结果）的长期目标。 农民想做更多，

但有时负担不起。”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food-sector-should-invest-in-environmental-health-of-farmland-they-depend-on-Thinktank-says_45572.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food-sector-should-invest-in-environmental-health-of-farmland-they-depend-on-Thinktank-says_45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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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长提出脱欧后的农业发展要点 Farming Minister outlines vision for 

UK post-Brexit 
[D＆S Times，3 月 17 日] 农业部长 George 

Eustice 概述了政府在离开欧盟时的农业优先

事项。 

对于英国农业的展望，Eustice 先生提出了五

个关键原则。它们是：利用新的市场机会，

并与欧盟达成最佳的贸易协议; 在农业部门

建立风险管理并提高其抗御能力; 适合国情

的环境可持续农业; 加强动物福利制度; 提高

生产率。 

Eustice 先生说，环境食品和 乡村事务部（Defra）采取的行动将遵循这五个主题。 

虽然贸易安排将是优先事项，其他四个主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风险管理，他说：“我们正在研究一些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例子，他们帮助

农民提高抵御能力，更好地应对风险状况，例如利润大幅下降。” 

“我们也在研究如何激励和奖励农民实施环境可持续和做法和不同的畜牧业措施，使这

些激励和奖励政策更适合当地情况。” 

Eustice 先生说，Defra 还在探讨一系列改善动物福利和动物健康的方案。 

关于生产力，Defra 正在寻找使农民获得更大利润的方法。 “例如，可以是对新技术、

知识转让的投资。 我们也在寻求对农业技术研究和开发提供帮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提出新农业政策的三大基础措施 NFU unveils three 

cornerstones of a new domestic agricultural policy 
 [NFU，3 月 29 日] 英国全国农民

工会 (NFU) 发表题为 《未来农业

展望》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Farming） 的政策报告。报告涵盖

了未来会对英国农业产生影响的

关键问题。随着政府触发了脱欧

第 50 条，现在必须面对这些问

题。 

报告详细介绍了 NFU 提议的政策

框架及三大基础措施， 包括：  

 生产力措施，支持高效、有竞争力和有弹性（恢复力）的农业企业。 一个雄心

勃勃的生产力方案，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投资，支持研发和激励采用先进技

术，将加强农业的恢复力。 

 环境措施，使良好运行的农业企业在日常运行中自然地提供环境效益。 全面的

农业环境计划可以为每个农场提供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和景观管理的潜力。 

http://www.darlingtonandstocktontimes.co.uk/news/15163182.Farming_Minister_outlines_vision_for_UK_post_Brexit/
http://www.darlingtonandstocktontimes.co.uk/news/15163182.Farming_Minister_outlines_vision_for_UK_post_Brexit/
https://www.nfuonline.com/assets/94690
https://www.nfuonline.com/assets/94690
https://www.nfuonline.com/assets/9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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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缓波动措施，以减轻农业在恶劣天气、病虫害、价格波动和不平衡的供应链

中议价能力低下的冲击。 

NFU 相信这个愿景释诠了英国脱欧后振兴农业部门的需要，并概述了一旦离开欧盟，

不再受共同农业政策约束，政府和行业支持英国农业必须采取的措施。 

NFU 主席 Meurig Raymond 说： 

“NFU及其成员非常清楚， 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为建立一个高生产力、有弹性和

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部门创造条件，满足英国公众的期望 - 生产安全和负担得起的食

物、呵护我们的环境和宝贵的乡村，并为有生产力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做贡献。 

我们提出的三大基础措施相互作用，使农业具有竞争力、可盈利和不断进步，是英国

食物链的组成部分。 它们将提高农场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认可和奖励农民提供的

环保产品，减轻影响商业经营的波动。 

然而，政策的重点将取决于政府在脱欧进程中达成的协易。 如果政府与欧盟达成保持

自由贸易安排，确保英国农民在未来贸易协定中处于有利地位，并确保行业的劳动力

需求得到满足，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雄心勃勃专门针对国内农业部门的新政策，涉

及一系列措施，重点是有生产力、有弹性、可持续和获利的农场企业。 

如果得到的协议对农业不利，那么管理波动的措施（如直接支付），对于帮助农场企

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进行竞争，将至关重要。 

脱离共同农业政策后，政府保证农民将在 2020 年后继续得到支持。我们认为，应该通

过这一新的政策框架，来保持目前的农业公共投资水平，但是也应认识到在未来可以

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农民，例如通过财政激励措施，环境计划，或

确保农民从尖端技术研发中获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多花栖息地提高熊蜂生存率 Flower-rich habitats increase survival of 

bumblebee families 
[BBSRC，3 月 15 日] 由生态与水文中心牵头的

一项新研究，首次揭示了多花的栖息地是提高

熊蜂（大黄蜂）蜂群年际间生存的关键。 

这个结论来自一项对野生熊蜂种群迄今最大规

模研究，将有助于农民和决策者更有效地管理

农村地区，为这些极为重要但却在不断减少的

传粉昆虫提供保护。 

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项研究，使用了

DNA 和遥感技术，用两年时间去识别、定位和

跟踪熊蜂群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揭示了从各种不同的花采集丰富的花粉和花蜜，

是其群体生存的关键。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brexit-news/eu-referendum-news/nfu-unveils-three-cornerstones-of-a-new-domestic-agricultural-policy/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brexit-news/eu-referendum-news/nfu-unveils-three-cornerstones-of-a-new-domestic-agricultural-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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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作者生态与水文中心（CEH）的高级生态学家 Claire Carvell 博士说：“通过解

码隐藏在熊蜂蜂后和工蜂 DNA 中的线索，并结合详细的景观调查，研究表明，熊蜂蜂

群的跨年生存与景观尺度上的栖息地质量呈正相关。 

研究人员研究了三个蜂种（欧洲熊蜂 Bombus terrestris;  红尾熊蜂 Bombus lapidarius；

和普通熊蜂 Bombus pascuorum），在一个农田景观跟踪了 1600 多个蜂群。 他们发

现，当蜂群栖息地方圆 250-1000 米有高品质的食物资源时，每个蜂群可生产更多能幸

存到第二年的蜂后。 这些食物资源包括春天和夏天开花植物，在整个蜜蜂的生命周期

提供花粉和花蜜， 

在英国，多数熊蜂群落生存不到一年。单只蜂后在春季筑建蜂巢，并生产多至几百个

工蜂。 夏季末，生产未来蜂后，新蜂后们经过交配和冬眠，在下一个春季开始继续新

的蜂群。然而，要了解这些熊蜂在生命周期关键阶段之间的生存，是具有挑战性的，

因为在野外几乎不可能找到蜂群。 

新研究通过使用先进的分子遗传学，将女儿蜂后与其母亲和姐妹比较，克服了这些挑

战，并以工蜂所在地点估计蜂群在景观中的位置。 

这些研究结果为环境友好的农田管理，即在树篱、草地和耕地边缘种植更多的花，提

供了有力的支持依据。 还将帮助农民和土地管理者决定在景观中种植花的最好位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鸡免疫研究揭示开发弯曲杆菌疫苗的关键障碍 Immune study in chickens 

reveals key hurdle for Campylobacter vaccine effort 

 
[BBSRC，3 月 23 日]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农

场养殖鸡在其短暂的生命周期中，不能够迅速发展免疫反应以抵抗弯曲杆菌。家禽弯

曲杆菌是英国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这项研究结果对应对研发家禽抗菌疫苗的挑战具

有重要意义。 

寻找控制弯曲杆菌感染的方法，关乎公共卫生和动物福利，是家禽业的优先事项。但

是，由于对其感染的免疫生物学了解不足，使商业疫苗的发展受阻。目前还没有商业

疫苗。 

在第一次对鸡空肠弯曲杆菌的功能性免疫研究中，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产生抗体在清

除肠道感染方面起着尽管有限但很重要的作用。 然而，商业肉鸡的寿命通常约六周，

它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清除弯曲杆菌。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7/170315-pr-flower-rich-habitats-increase-survival-bumblebee-families/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7/170315-pr-flower-rich-habitats-increase-survival-bumblebee-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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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大学感染与全球卫生研究所的 Paul Wigley 教授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任何仅仅依靠抗体反应的弯曲杆菌疫苗在肉鸡中是不可能有效的。” 

研究人员对三周大的鸡引入空肠弯曲菌感染之前，用化学抑制仔鸡抗体产生白细胞（B

淋巴细胞）的量，然后在接下来的九周监测肠道中的细菌水平。通过研究发现，与抗

体相关的细菌水平降低在七周后显现，并且肠道中的适应性免疫反应仅在鸡六周龄时

才开始成熟。 

威格利教授补充说：“在肉鸡大约六周龄的屠宰期之前，使其产生保护性免疫反应，将

会非常困难。” “针对于细胞介导免疫反应的疫苗，或者是加快肉鸡生产抗体的一些方

法，可能是控制弯曲杆菌，最终减少超市污染鸡数量的更好途径。” 

英国大概五分之四的弯曲杆菌感染案例，都是来自受污染的家禽 - 通过食用未煮熟的

肉类或厨房的交叉污染。 虽然良好的卫生和彻底的烹饪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但英国每

年仍有 28 万多个病例发生，经济成本估计高达 9 亿英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国家疫苗学中心成立,安妮公主揭牌 HRH The Princess Royal officially 

opens the BBSRC National Vaccinology Centre  

  

[Pirbright 研究所，3 月 24 日]   3月 24日, 安妮公主正式启动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

究理事会 (BBSRC) 国家疫苗学中心。这个世界领先的疫苗开发中心位于萨里

（Surrey）的 Pirbright 研究所。 

BBSRC 国家疫苗学中心拥有 100 位从事尖端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为各种家畜疾病，包

括可传播给人类的疾病，研发领先的新型疫苗。 该中心的科学家主要关注禽流感和马

立克氏病等家禽类疾病，但也为其它动物病毒如毁灭性的非洲马瘟病毒（AHSV）开发

疫苗。 

创建 BBSRC 国家疫苗中心花费了 2400 万英镑，是由政府通过生物科技和生物科学研

究委员会（BBSRC）提供的 3.5 亿英镑的战略资本投资的一部分，通过在 Pirbright 研

究所的发展，持续致力于支持英国生物科学世界领先地位。 

Pirbright 研究所近来突破性的进展，包括使用新技术促进新一代转基因疫苗的开发。 

这些疫苗生产起来更快，更便宜，更重要的是能够抵抗多种疾病 – 为研发抗多种不同

病毒株如禽流感的通用疫苗铺平道路。 

http://www.bbsrc.ac.uk/news/health/2017/170323-pr-study-in-chickens-reveals-hurdle-for-campylobacter-vaccine/
http://www.bbsrc.ac.uk/news/health/2017/170323-pr-study-in-chickens-reveals-hurdle-for-campylobacter-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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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bright 研究所是开发新疫苗和诊断系统的世界领先者，并为英国一系列引起严重后果

的家畜病毒疾病以及动物给人类传播的疾病，提供国家水平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Pirbright 研究所也是动物口蹄疫的世界参考实验室和蓝舌病的英国/欧洲参考实验室的

所在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对中国啤酒出口飙升 500%UK beer exports to China rise by 500% 

[Drink Business, 3 月 6 日] 英国啤酒与酒吧

协会（BBPA）根据税务海关总署

（HMRC）发布的数据，英国 2016 年啤酒

出口增长了 6％，主要由于对中国的出口增

长了 500％。 

对印度的出口增长 417％，欧盟国家增长

5％，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总额增长了

6％。 

2015 年，英国出口啤酒价值为 5.84 亿英

镑，增加了 8400 万英镑。2016 年，共出口 10.5 亿品脱，使啤酒成为其第三最重要的

出口食品和饮料。 

目前，英国啤酒出口 63％到欧盟，其余 37％到欧盟以外的国家。 

基于这种增长，BBPA 呼吁英国政府进一步减税，以促进更大的出口增长。 

啤酒和酒吧协会的首席执行官 Brigid Simmonds 说：“对英国啤酒出口来说，去年是很

棒的一年，我们一定能做的更好。 

 “离开欧盟后，继续免关税进入啤酒的最大市场非常重要。我们的新出口战略将首先

着重这一点； 此外，促使政府抓住脱欧这一机会，向更具竞争力的税收制度迈进，帮

助酿酒商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资和贸易。”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羊肉出口将提升 1 千 5 百万英镑£15 million boost for UK lamb exports 

 [Defra，3 月 2 日] 食品部长 George Eustice 宣布了一项价值高达 1500 万英镑的新协议

的签订，英国羊肉很快就会回到科威特的餐盘上。 

英国食品部长为促销英国食品和饮料对海湾进行了访问，旨在加强与这个快速增长的

市场的贸易关系，在此期间宣布了重新开放英科两国之间的贸易通道。 

英国的三家主要供应商已经为发货做好了准备，并将从这项五年贸易中受益。 

英国去年向该地区出口了价值 6.25 亿英镑的食品和饮料，包括 8000 万英镑的谷物，

2200 万英镑的奶酪。 

食品部长 George Eustice 说：英国羊肉的口味和品质在全世界享有绝佳的声誉，此项协

议的成功签署，使英国羊肉可以成为科威特餐桌上的美味。这一为英国产羊肉重新打

http://www.pirbright.ac.uk/node/36391
http://www.pirbright.ac.uk/node/36391
https://www.thedrinksbusiness.com/2017/03/uk-beer-exports-to-china-rise-by-500/
https://www.thedrinksbusiness.com/2017/03/uk-beer-exports-to-china-rise-by-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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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市场的举措，是我们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并与世界各地贸易伙伴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的又一个例子。 

英国羊肉出口总额从 2015 年的 3亿英镑上升到了 2016 年的 3.3亿英镑，这一最新协

议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开拓更多国际市场的承诺。 

约 100 家英国食品和饮料公司组成的贸易代表团参加了迪拜海湾食品展这一全世界最

大的年度贸易展会，其中包括来自柴郡（Cheshire）的谷物品牌 Mornflake，和来自

Durham 的莫扎里拉（mozzarella）奶酪生产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英国食品：英国生产商应该在提供英国食品方面起什么作用？British 

Food: What role should UK producers have in feeding the UK? 

由英国利兹大学的 Tim Benton 教授牵头， 

会同来自约克大学、牛津大学、阿伯丁大

学、雷丁大学和洛桑研究所的多位学者最近

撰写了题为《英国食品：英国生产商应该在

提供英国食品方面起什么作用？》（British 

Food: What role should UK producers have in 

feeding the UK? ）的报告。报告提出英国应

建立一个现代化，多样化和创新型的农业食

品系统。报告要点摘编如下：  

食物系统的全球化提高了效率、规模和专业

化，反过来，也导致了饮食习惯向商品作物

发展（高热量，低营养），造成对健康极大的影响。提高生产力导致土壤退化、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农村地区的同质（单一）化。为了得到更便宜的食物而增加进口，意味

着“出口”生产的环境成本。此外，过分依赖全球市场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即引发出

系统中存在的一些固有的系统性风险，其真正规模才刚开始显现。 

英国不能 - 而且也不应该以食品生产的自给自足为目标。合理的选择是建立一个更有

弹性的系统，通过刺激、激励、保护和壮大地方生产经济，为国家提供更多量和更多

样的食物。虽然这需要成本，但它会带来更多好处。如保护农业经济，特别是家庭和

小规模农场; 通过刺激异质性来保护环境; 更透明（人们可以从外观和内涵识别食物

来自哪里）; 创造多样化的食物; 刺激大规模创新的同时也刺激小规模创新- 例如生

产当地奶酪、冰淇淋、酸奶、萨拉米香肠、蔬菜盒 – 为农民提供市场、餐馆和零

售。它还能够增加国家生产主要粮食的活力，为农民带来更大的价值份额，并创造一

个可提高生产力、具有持续性和恢复力的良性循环。 

为了多重效益刺激更多的地方生产，并不是要用“小规模，地方，有机”生产的愿景

取代大规模农业。它只是要认识到，除了技术，狭义上的效率（尽可能低的成本生

产）之外的许多原因，如果我们能以多种方式来生产和销售多样产品，那么英国农业

食品业的未来、农村经济和景观，会处于更好的位置。 

我们的愿景是建立一个现代化、多样化和创新型的农业食品部门，而不是传统乡村田

园诗的景象。农民应该进一步拥抱现代技术，作为企业去竞争，分享最佳实践，并认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15-million-boost-for-uk-lamb-expor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15-million-boost-for-uk-lamb-ex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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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当前的许多做法是不可持续的。食品加工商和零售商必须认识到目前的实践对他

们自己、国内外客户及供应商有风险。他们必须在推动食品系统的创新方面发挥作

用，并确保那些创新者得到回报。粮食生产效率的最大提高，将是通过更好地整合食

物链，这也意味着更加智能地连接供给方和需求方。 

最后，未来食物系统虽有不确定性，但也有机会。食物系统需要转型，然而，由于它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只有通过优化它的三大目标才能得到优化：健康的经

济，健康的人口和健康的环境体系。做到这一点，需要强大的领导力，需要公众和食

品消费者与政策之间的“全国对话”：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希望从食物体系和农

村得到什么？ 零售商在引导全国对话和塑造系统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更好地将可持

续消费与可持续生产联系起来，尽量减少系统性风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业对英国的贡献 Contributions of UK Agriculture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NFU）上个月推出一份报告， 全面评估农业带给英国的效益。 报

告指出，英国农业的总效益达 645 亿英镑，成本为 63 亿英镑，  效益成本比为 7:1。下

表所列为 2015 年英国农业对国家经济带来的贡献以及相应的付出成本明细表。 

农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2015 年） 

效益 百万英镑 

农业增加值（GVA） 8,457 

购买商品和服务 15,356 

可再生能源生产节省的碳 395 

空气净化服务 20 

栖息地和物种保护 672 

碳汇服务 514 

乡村旅游（英国居民） 19,082 

乡村旅游（海外游客） 2,000 

总效益货币价值 46,496 

成本 百万英镑 

对农民的直接支付 2,803 

空气，水和土壤成本 2,603 

农业生产的碳成本 886 

总成本货币值 6,292 

效益/成本比率 7.4:1.0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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