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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格兰建立牛结核病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咨询 New bovine TB service 

launched for farmers in England  

 [Defra，10 月 4 日] 拥有患结核病风险牛群的英国农民，将能够通过环境、食品与乡村

事务部（Defra）资助的新咨询计划获得专家帮助，保护他们的动物。 

该项服务将为英国高风险和边缘地区的农民，提供农场访问和电话/电邮咨询，由训练

有素的顾问传授知识，以生物安全 5 点计划为基础，帮助防止牛结核病的传播。 

这是消除所有动物疾病长期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英国的牛结核发病率在欧洲最高，

每年花费纳税人 1 亿多英镑。2016 年，英国不得不屠杀 29, 000 多只牛，以控制疾病扩

散，对农村社区和农民造成破坏和压力。 

帮助热线将向农民提供限制农场疾病风险的建议，而农场访问将向农民提供明确的实

用建议，帮助其保护畜群，并在必要时管理结核病爆发对农场造成的影响。 

未来三年中，由行业专家组织 Origin Group 提供的服务，将提供 2,400 次农场访问。在

可通过结核病信息库（TB Hub）获取支持和信息的基础上，增加了结核病咨询服务。 

生物安全 5 点计划可以帮助农民保护他们和邻居的畜群： 

1. 限制獾与牛之间的接触 

2. 管理牛饲料和水 

3. 阻止感染的牛进入牛群 

4. 降低从邻近牛群感染的风险 

5. 将牛粪感染降低到最低限度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转基因作物不是英国粮食安全的答案 GM crops ‘not the answer’ to UK 

food security 
[Farmers Weekly, 10 月 19 日] 英国顶

级作物研究机构负责人指出，转基因

作物技术不是帮助英国农民生产更多

食物的答案。 

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

首席执行官 Achim Dobermann 表

示，转基因技术在某些领域可能成为

有用的工具，但在英国，种植商业性

生物技术作物，不会带来巨大收益。 

他表示，种植者应该集中精力改变耕作方式来帮助他们提高产量， 而不是将希望寄托

于通过转基因作物在英国脱欧后获得批准使用。 

Dobermann 教授十月初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拜耳青年农业峰会上说，在英国甚至整个欧

洲，转基因被接受和采纳的障碍太多了。  

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批评如此激烈，对生产者来说将重点放在争议较少，并且可能更

有效益的新技术上是明智的。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bovine-tb-service-launched-for-farmers-in-england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bovine-tb-service-launched-for-farmers-in-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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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伯曼教授说：“我不认为转基因是农业的主要解决方案。如果十年前你和我讨论这个

问题，我会说有一些挑战需要转基因来解决。” 

“但是现在不再需要了，因为我们可以用更先进的育种技术来解决。与转基因完全不同

的基因编辑的进步将改变整体情况。” 

杜伯曼教授说，在一大堆解决如何养活世界的挑战中，转基因技术曾经是一个“有用的

工具”，尤其是在特殊作物的开发方面，如洛桑研究所可产生鱼油的转基因油籽植物亚

麻芥等。 

他补充说，除了使一些农艺实践更容易，转基因技术对英国种植者来说并不是必不可

少的。 

Dobermann 教授解释说：“如果仔细审视英国是否需要商业性转基因作物，除了特别的

专门作物外，我可能会说不。 

如果想的话我们可以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因为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研究，能够转化

为商业前景，但是我认为它不被视为首要任务。 

我已经意识到，尽管我们可以用遗传学做一些好事情，但是关于农业经济，如果我们

不知道如何种植作物或照顾动物，那么我们根本无法得到所需的结果。”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世界第一个无人农场完成首次收割 Harvest completed at world-first 

project to farm a crop exclusively with robots 

[Harper Adams University] 由哈珀·亚当斯

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和精准决

策（Precision Decisions）运行的史无前例的

无人农场（HFHa）项目，旨在成为世界上

第一个仅使用自动机械和机器人种植、照料

和收获农作物，在成功完成收获后圆满结

束。 

项目中用于喷洒、播种和滚压的 Iseki 拖拉

机，比现在大多数普遍使用的要小要轻。团

队坚持越小越好的理念，直到最后通过一个专门设计的联合收割机收获试验田，而全

面实现。他们认为，使用较小农机可以改善土壤和植物的健康。 

哈珀·亚当斯大学研究员乔纳森·吉尔（Jonathan Gill）说：“近年来，使农耕更加精

准成为焦点，但是目前使用的较大机器与这种思维方式不兼容。而且它们很沉重，损

害农民的土壤。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用一个小型的桑普（Sampo）联合收割机与一个仅两米的驾驶室相

结合，如果将来的联合机比我们使用的组合还小，将能够创建更精确的产量图。而且

这些机器的重量也将更轻。 

 天气是耕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只能利用一些较小的时间‘窗口’去完成工作， 这一

点我们在这个项目执行中深有体会。跟英国任何地方一样，因为下雨我们不得不调整

喷洒和收获时间。天气是导致多年来机器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原因;，它需要能够快速完

成工作。 

http://www.fwi.co.uk/arable/gm-crops-not-answer-uk-food-security.htm
http://www.fwi.co.uk/arable/gm-crops-not-answer-uk-food-secur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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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来农民管理一组较小型、能够出去在田间工作的自动

机器，使他们能够更有效、更经济地利用时间，而不是开着农机来往于田间。 

然而，开发技术需要新人才进入该产业。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有助于激励人们，并向他

们展示眼下一系列有趣和创新的农业工作岗位。” 

该团队成功地收获了 4.5 公吨的春季大麦，离 5 公吨的目标仅一步之遥。 

该团队正在计划用已经收获的春季大麦，酿制无人农场啤酒。 他们还希望通过用于冬

季作物重复实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加强食物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研究 £4.9 million to further increas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UK food system 

  

[BBSRC，10 月 4 日] 英国全球粮食安全计划将资助 490 万英镑的跨学科研究，以提高

英国粮食系统的弹性和可持续性。 

有五个项目获得资助，以确保英国粮食供应在面对全球冲击、环境和人口变化、以及

病虫害带来的威胁时，有更大的抵御力。这些项目将研究人员、粮食生产者、制造商

和零售商聚集在一起，开展多学科跨领域研究。从理解磷在作物和牲畜生产中的关键

营养作用，到更好地了解不同景观如何影响作物传粉昆虫。 

其他几项研究旨在了解乳制品生产、动物健康、及其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复

杂关联；英国北部和苏格兰北部偏远的高原地区牛羊生产的弹性，持续的经济和生态

放牧，以及创新农场管理的有效性。 

英国全球粮食安全计划于 2016 年就资助了价值 720 万英镑的研究，项目包括对保护作

物免受生物危害，及增加作物对恶劣天气条件耐受性的研究。 

最近资助的 5 个项目包括： 

• 磷在英国食品系统的弹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作用 

• 塑造英国弹性的传粉媒体景观 

• 适应力强的乳品业：乳品业弹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社会技术创新 

• 可持续的经济和生态放牧系统 – 向创新实践者学习 

• 偏远高原地区家畜在粮食系统抵御能力中的作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harper-adams.ac.uk/news/203144/harvest-completed-at-worldfirst-project-to-farm-a-crop-exclusively-with-robots
https://www.harper-adams.ac.uk/news/203144/harvest-completed-at-worldfirst-project-to-farm-a-crop-exclusively-with-robots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7/171004-pr-increase-resilience-sustainability-of-uk-food-system/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7/171004-pr-increase-resilience-sustainability-of-uk-food-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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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决策支持 Better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y decision 

making 
[James Hutton Institute， 9 月 29 日] 厌氧消化生产沼气和生物肥料是具有低碳足迹的过

程。随着英国及其地方政府向可再生能源目标和低碳经济推进，需要更好的支持工具

来帮助决策者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激励措施。 

在麦考利发展信托基金会（Macaulay Development Trust）的资助下，詹姆斯·赫顿研究

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决策支持工具，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分

析这些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性。 

阿伯丁大学，詹姆斯·赫顿研究所，社会经济和地理科学组的研究员 Yakubu Abdul-

Salam 博士，创造了新的工具，能够更深入地分析与厌氧消化生产的可再生能源有关的

经济变量。 

Abdul-Salam 博士的工具，被称为 SADEAT（随机厌氧消化经济评估工具）旨在使农

民、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更容易地指导对厌氧消化项目的投资决策，并探

索行业的政策选择。该工具最近被用于同行评议的科学出版物中，探索苏格兰边缘地

区厌氧消化的经济性及其对苏格兰和英国更广泛的能源政策的影响。 

SADEAT 是用 MATLAB 软件编写，具有用户友好界面的优点。其计算基于四个经济

模型，每个模型都输出用户指定的厌氧消化项目的经济指标。四项指标为：净现值、

修正的内部收益率，盈亏平衡电力价格和盈亏平衡热能价格。 

该软件可在 GNU 通用公共许可条款下免费下载，目前仅与 Windows 兼容。 Salam 开

发的基于网络的 SADEAT 版本和其他工具也可以在线访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新建可持续水产养殖研究中心寻求全球粮食安全解决方案 New centre 

for sustainable aquaculture aims to unlock solutions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Defra, 10 月 26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

夫（Michael Gove）宣布成立可持续未来

水产养殖中心（Sustainable Aquaculture 

Futures ）支持粮食安全和 蓝色增长。可

持续未来水产养殖中心由英国环境、渔业

和水产养殖科学中心（Cefas）和埃克塞

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 ）联合建

立。 

世界人口到 2050年将增至近十亿，新建

中心的主要目标就是就是为未来人口生产健康和可持续的水产食品。  

新成立的联合中心将汇集世界一流科学家，确保全面理解英国和国际水产养殖可持续

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中心将主要关注水生动物健康，食品安全和水生环境保护, 支持

国际粮食安全和可持续蓝色增长。 

中心的工作要点包括： 

 为减少水产养殖业每年因疾病导致 60亿美元的损失提供科学支撑 

 为确保全球生产的鱼类、贝类、甲壳类和海草类安全可食提供依据和工具 

https://github.com/AbdulSalam2016/SADEAT-Stochastic-Combined-Heat-and-Power-Anaerobic-Digestion-Economic-Assessment-Tool/releases/tag/1.0.1
http://www.hutton.ac.uk/news/better-support-renewable-energy-decision-making
http://www.hutton.ac.uk/news/better-support-renewable-energy-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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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如何运用分子诊断、病理学、动物育种和营养学等尖端技术支持渔民  

 保障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造福社会、经济和环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苏格兰红肉出口去年增至八千万英镑 Scottish red meat exports increase to 

£80m in past year 

  

 [Farming UK，10 月 12 日] 苏格兰肉类质量中心（QMS）进行的出口商年度调查结果

显示，截至 2017 年 8 月底，苏格兰红肉出口价值增长了 9％, 出口量增长了 4.3％。 

苏格兰迅猛发展的食品和饮料出口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今年首季的出口总额与 2016

年同期比较，增幅超过 11%。 

苏格兰肉类质量中心主席 Jim McLaren 在世界最大的食品展之一，在科隆举办的国际

食品博览会上讲话表示，这些数字向苏格兰出口商以及工作在更广泛的红肉行业的人

们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这种出口势头的增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象征，尽管面临全球经济的持续挑战和英国脱

欧谈判过程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海外对受地理标志保护的苏格兰牛肉和苏格兰羔羊肉

的需求依然强劲。” McLaren 先生说。 

“我们将继续重点加强与宝贵的、长期稳固的海外客户的关系，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从

质量保证和动物福利到可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将我们的牛羊肉与其它的区分开来。

McLaren 补充说：“我们还会继续寻求和欢迎新的出口机会。” 

亚洲市场 

尽管苏格兰牛肉和羊肉的最大销量，是与其他欧盟国家的贸易结果，但增长的最大动

力是向其它欧盟外国家的出口。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centre-for-sustainable-aquaculture-aims-to-unlock-solutions-to-global-food-secur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centre-for-sustainable-aquaculture-aims-to-unlock-solutions-to-global-food-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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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Laren 说，这方面的很好例子是香港、澳门和新加坡，过去一年里有四家苏格兰公

司向其出口。 

农业和园艺发展局 AHDB 最近的猪肉报告也指出，亚太地区在脱欧后市场上，可能为

英国肉类出口商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 

根据 QMS 的数据，在欧盟内，苏格兰最大的牛肉市场仍然是法国和意大利。  

从为苏格兰牛肉付价最高的国家看，比利时在欧盟领先，欧盟外支付最多的是挪威和

瑞士。 

仅从苏格兰牛肉看，出口价值年增长超过 12％，量增长 3.4％，明确显示了货币的影

响。 

苏格兰牛肉出口贸易增长最大的是德国和北欧，分别增长了 53％和 46％。 

需求 

麦克拉伦 McLaren 先生说，至关重要的是，苏格兰牧业继续满足海外市场对高质量产

品的需求。 

不过，他还提请注意在出口市场优化整个胴体回报的重要性。 

“虽然海外客户对苏格兰质量最好的产品有需求，但海外市场对第五肢〔屠宰动物的脂

肪、皮及低价值部分〕和低值产品的需求量也令人鼓舞。麦克拉伦先生说：“优化整个

胴体的回报非常重要。” 

苏格兰优质肉协会近年来的出口战略重点是发展德国和北欧的机会，以及目前有牢固

基础的法国、意大利和比荷卢目标市场。 

国家农业联盟最近呼吁政治家在英国脱欧谈判中，“确认和保护”苏格兰农业的经济和

环境贡献。 

英国啤酒获“世界最佳拉格”桂冠 British beer crowned ‘best lager in the 

world’ 
[Independent, 10 月 18 日] 英国啤酒品牌

Hofmeister Helles，在 2017 年的啤酒奖（Beer 

Awards）中荣获全球最佳拉格啤酒称号。这

是由国际葡萄酒与烈酒集团举办的第二年评

奖，被称为是酿造界的奥斯卡奖。  

在如此高水平的竞赛中，Hofmeister Helles 是

第一个被评为五星级的拉格啤酒。 

通过一系列的口味盲测和投票，荣誉被授予

最好的啤酒。 

这个奖标志着该英国本土品牌的胜利回归，13 年前此啤酒由于销售量下滑而被从酒吧

货架上取消。 

专家认为，它受欢迎程度的下降，是由于人们更倾向于购买酒精含量高的拉格，而它

酒精含量低（5％）。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food-and-drink/british-beer-best-lager-in-world-winner-iwsc-awards-2017-a8006706.html
http://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food-and-drink/british-beer-best-lager-in-world-winner-iwsc-awards-2017-a8006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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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口策略将增加 1 亿英镑啤酒出口 New export strategy to boost British 

beer by £100m 
[Drink Business，10 月 20 日] 英国啤酒和酒吧

协会（BBPA）公布了新出口战略目标，在未

来五年内增加英国啤酒出口 1 亿英镑。 

据 BBPA 估计，目前的啤酒出口额每年约为 6

亿英镑，是苏格兰威士忌和巧克力之后英国第

三大食品和饮料出口品。 

新出口战略是政府“国际行动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为英国的食品和饮料出口商创造机会。

BBPA 和酿酒商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执行

“2017 - 2022 年英国啤酒出口战略”，确保实现期望的出口增长。 

首先，BBPA 网站将建立一个新的“出口中心”，促进英国啤酒酿造者与海外潜在买家联

系。 

该中心将列有“啤酒出口顶级目标市场的国家概况”，特别是提供标签信息要求，据

BBPA 说，该标签信息要求被认为是许多啤酒酿造者的头号贸易障碍。中心还将提供

其它有用的信息和统计，包括有关市场规模的细节。 

为了确保英国啤酒在海外消费时，是在酿造者所想要的状态下提供，BBPA 编写了新

的“最佳实践指南”，用户可在中心获取。 

新战略还包括了一个行业协作提案，包括在政府协助下，2018 年和 2019 年在特定市场

的五项主要贸易活动。此外，啤酒行业将与国际贸易部（DIT），环境、食品和乡村事

务部（DEFRA）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紧密合作，“选择由政府主导的其它内访和外访商贸

代表团，给啤酒出口提供更大的机会”。 

BBPA 还将与政府“密切联络”，致力于实现自由贸易协议，帮助打破贸易壁垒，确保

“与欧盟的无摩擦贸易”，创建“监管改革议程”。 

2016 年，啤酒出口上涨了 5.8％，达到 6 亿公升。在欧盟内销售额增长 5.3％，在世界

其它地区的销售增长了 6.5％。 

由于对欧盟出口占总额的 63％，确保“与欧盟的无摩擦贸易”非常重要。在欧盟之外，

出口到美国的啤酒要多于所有非欧盟国家之和。 

BBPA 已经将中国列为目标市场，在 2016 年对中国出口啤酒量增长了 500％，成为其

第六大市场和第二大非欧盟市场。除此之外，对印度，以色列，俄罗斯和挪威出口也

出现了“显著增长”。 

啤酒花销售商 Charles Faram 的总经理 Paul Corbett 表示，由于没有任何协议支撑，英国

目前还无法向中国出售啤酒花，但他们“正在努力改变状况”。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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