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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将开展新的畜牧业服务助力农场到餐桌的可追溯性 New livestock 

service champions farm to fork traceability  
[Defra，4 月 3 日]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宣布，将开发一项新的

家畜信息服务，为农民和加工商提供有关

动物及其移动状态的准确信息。 

这项新服务计划于 2019 年开始运行，为

英国离开欧盟后，拥有世界最好的农场到

餐桌可追溯性奠定基础，确立英国在食品

生产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通过电子身份证（最初是奶牛、牛、羊、

猪和山羊）来识别和追踪动物的移动，也意味着在疾病爆发时，行业和政府将能更好

地应对。 

行业利益相关者在去年通过的一个称为可追溯设计用户组织（TDUG）的合作伙伴关

系，TDUG 将帮助创建和开发这项新服务。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这项服务将有助于提高可追溯性，并为消

费者提供食品来源的保证。全国农民工会（NFU）主席 Minette Batters 等，已经在引

领这方面的工作，展示了一旦英国离开欧盟，它将如何推动一个进步和充满活力的畜

牧业。 

与行业携手合作，Defra 将设计和实施这项以食品安全、动物健康与福利、环境改善为

核心的服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投资保护和修缮乡村历史建筑 £2m funding for rural communities to 

restore historic buildings  
[Defra，3 月 29 日] 英国今年在五个国家公

园试行一项新的资助计划，为土地管理者

提供资金，用于恢复历史悠久的农场建

筑。 

历史建筑恢复项目提供 200 万英镑的资

金，在达特穆尔(Dartmoor)，湖区(Lake 

District)，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

峰区(Peak District)和约克郡山谷(Yorkshire 

Dales)这些国家公园进行试点。 

英国国家公园内一些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农场建筑物，由于不再使用而渐被废弃，

该计划的目的是帮助挽救这些建筑。从即日起，业主可申请所需花费 80％的补助款,用

于使建筑物可以再次用于农业目的的一些修复，包括更换屋顶、外部防风雨等工程。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livestock-service-champions-farm-to-fork-traceabil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livestock-service-champions-farm-to-fork-trac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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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补助还得到国家公园实施计划的支持。申请人可以与国家公园顾问一起制定修复实

施管理计划，并在必要时与保护顾问合作。保护活动受 100％资助，因而申请人可以

为开发高质量的申请，并为项目获得资金保证，寻求所需的建议。 

Defra 主管国家公园的部长加丁纳勋爵（Lord Gardiner）说： 

“英国乡村，包括那些点缀我们最具标志性景观的，历史悠久的农场建筑，是一种真正

珍贵的自然资产。我很高兴我们能够开放这套新的资助计划，来支持传统农场建筑的

恢复。” 

“申请这项计划的土地管理人员，要不仅保护我们的农村历史和文化，还要为现代人使

用及留给子孙后代，重建传统建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就禁止活体动物出口宰杀展开咨询 Ban on live animal exports 

for slaughter explored by government  
[Defra，4 月 10 日] 环境大臣宣布就英国

离开欧盟后禁止活体动物出口屠宰征询依

据，同时也为动物运输寻找更高的福利标

准。 

为了在离开欧盟时巩固英国作为动物福利

领域全球领先者的地位，并实施绿色脱

欧，在活体动物出口中采取行动是政府改

革计划的一部分。 

农场动物福利委员会还对运输过程中现有

的动物福利标准进行了审查，并由 Defra 委托的苏格兰农学院和爱丁堡大学进行的研

究对此进行了补充。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动物福利标

准，并把动物虐待的最高刑罚提高到五年，以及在屠宰场引入强制性的闭路监视，进

一步加强了这一标准。 

所有动物在生命的每个阶段，都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本次的征询依据开始实现

我们的承诺，其目标是在我们离开欧盟后控制活体动物的出口屠宰。 

为了考虑到所有的选择，我非常希望业界、权力下放机构和慈善机构就这个重要问

题，提供各种有可能的选择和证据。” 

这次征询将持续六周，向各行业、权力下放机构、慈善机构和公众就如何在英国离开

欧盟后提高运输标准和提高动物福利标准征询意见。未来在这方面进行改进的所有备

选方案将会得到考虑，其中包括可能禁止活畜出口宰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The%20Historic%20Building%20Restoration%20Grant%20is%20being%20piloted%20in%20Dartmoor,%20Lake%20District,%20Northumberland,%20Peak%20District%20and%20Yorkshire%20Dales%20National%20Parks%20with%20£2%20million%20of%20funding%20available.
The%20Historic%20Building%20Restoration%20Grant%20is%20being%20piloted%20in%20Dartmoor,%20Lake%20District,%20Northumberland,%20Peak%20District%20and%20Yorkshire%20Dales%20National%20Parks%20with%20£2%20million%20of%20funding%20availabl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an-on-live-animal-exports-for-slaughter-explored-by-govern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an-on-live-animal-exports-for-slaughter-explored-by-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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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欧洲议员表示英国依然是尖端农业研究的核心 Britain will remain magnet 

for cutting edge agri-research, MEP says 

[FarmingUK，4 月 4 日] 欧洲议会议员， 保

守党驻欧盟的农业发言人安西亚·麦金太尔

（Anthea McIntyre）近日在伦敦的农业工程

师协会上发表讲话， 指出英国仍然是农业

技术尖端研究的核心。 

麦金太尔女士还预测，英国政府将会把科学

置于未来环境和农业政策的前沿。 

她说，英国政府最近出版的《绿色未来》文

件，强调了科学知识将如何采取更全面的方

法，在重点关注综合虫害管理的同时，成为未来监管的核心。 

麦金太尔女士概述了她关于利用新兴技术提高生产力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报告。 

她表示，英国是科学与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发展精准农业 “就在我们的家门

口”。 

“我所在的中西部地区，最近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从作物种植到收获整个过程中，仅

使用了机器人拖拉机和无人机。”麦金太尔说。 

“这个全自动农场项目，由哈珀亚当斯大学和 Precision Decisions 农业科技公司领

导，使用现成的技术和开放源代码软件进行播种、喷药、监测和收获，成功地种植了

一轮作物。这是农业的未来。” 

“我们正处于大数据和农业技术革命的初期，我希望通过正确的监管和政治意愿，这

场革命的最大赢家将是生产者、环境、小农户和消费者。” 

麦金太尔女士表示，英国在欧洲研究委员会 2018年的前沿基金中，赢得了比其他任何

国家更多的研究经费，这是英国有希望保持其作为世界技术领先者地位的一个象征。 

她补充说：“无论是成功获得资助的科学家的国籍，还是他们工作的大学或研究中心

的地点，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此结果对英国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成功。” 

在 269项资助中英国赢得 66项，其次是德国 42项，法国 34项。 

她说：“非常令人放心的是，尽管英国退欧，依然是欧洲顶级研究基金最喜欢的目的

地。 

“这些数字证明了英国科学的实力。像欧洲研究理事会高级基金（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Advanced Grants），资金纯粹依靠卓越程度分配时，英国就成为欧洲顶尖的

科学场所。” 

“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与欧盟在研究和创新方面保持密切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巨大

的利益。希望英国能够像参与目前的地平线 2020一样，继续参与欧洲研究计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Britain-will-remain-magnet-for-cutting-edge-agri-research-MEP-says_49050.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Britain-will-remain-magnet-for-cutting-edge-agri-research-MEP-says_49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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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兽医，慎用抗生素 Trust Your Vet on antibiotic treatment  
[Defra，4月 4 日] 英国政府发起倡议，敦

促宠物主人在使用抗生素时相信兽医建

议。 

根据英国兽医协会（BVA）的一项新调

查，几乎 90％的兽医说，预约的客户期待

兽医会为宠物提供抗生素。 

近 70％的兽医也表示，他们觉得客户们并

不知道抗生素耐药问题的严重性。 

抗生素耐药性是全球最大的威胁之一，据

估计，到 2050 年它每年可能导致 1000 万人死亡 ， 并导致全球经济损失 100 万亿美

元。 

继 2013 年推出应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政府战略后，抗生素在家畜中的使用已降至历史最

低水平，但现在重点必须转向宠物的抗生素使用，特别是客户的期望和理解。 

2017 年，估计英国的宠物总数为 2100 万只，其中狗 850 万只，猫 800 万只，90 万只

兔子也在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中。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蜂群存活计算机模型被业界采纳 Bee survival computer model adopted by 

industry 

  

 [BBSRC，4 月 4 日] 英国向行业用户推荐一款称为蜂巢(BEEHAVE) 的计算机模型，帮

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蜜蜂衰退的原因，以评估对蜜蜂的威胁。 

该模型由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 Juliet Osborne教授和同事开发。 

农业公司先正达 Syngenta 和拜耳 Bayer都在使用 BEEHAVE 来评估他们的农药如何影响

蜂群，并将其推广到全球的农用化学品行业。 

理解传粉昆虫的减少非常重要，但对传粉昆虫（包括蜜蜂）进行实验却非常困难，因

为影响它们的因素有很多。基于研究室的实验不能准确地复制真实情景中的状况，而

野外实验受许多因素影响，使其结果难以解释。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rust-your-vet-on-antibiotic-treat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rust-your-vet-on-antibiotic-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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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HAVE可以让科学家们根据目前已知的关于蜜蜂生物学的一切知识，在虚拟中研究

对蜜蜂的威胁，并在真正的蜜蜂身上完善其实验。研究人员将关于可利用花粉来源、

存在的杀虫剂、以及任何影响蜂群的疾病信息输入模型，而 BEEHAVE预测最终的蜜蜂

群落大小，它是否会在冬天存活，以及它会产生多少蜂蜜。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正在以这个模作为基础创建监管模式，他们将建议行业和其

他用户在评估对蜜蜂的威胁（例如来自农药）时采用新的监管模式。 

BEEHAVE可以免费获得并且用户友好，包括养蜂人、农民和科学家在内的一系列利益

相关者可以从中受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连接环境和农业 - LEAF 和 LEAF Marque 认证 
 

关于 LEAF 

 

 

 

连接环境和农业 

连接环境和农业 (Linking Environment and Farming,  简

称 LEAF) 是一个旨在实现更可持续农业生产的全球领

先组织。LEAF 与农民、食品产业、科学家及消费者合

作，激励和促进繁荣的可持续农业，丰富环境, 并吸引

当地社区参与。LEAF 推行综合农场管理（IFM），提

供可持续种植和养殖的整体农场经营方法。 

 

综合农场管理（IFM） 

 

综合农场管理（IFM）是提供可持

续农业的一套整体农场经营方法。

它利用最好的现代技术和传统方

法，来实现农业蓬勃发展,使环境丰

富多彩，并吸引当地社区参与。农

场企业在整个农场采用 IFM 原则进

行管理。 

 

LEAF 可持续农业评估 

 

LEAF 可持续农业评估是一个自我评估的在线管理工具，

帮助 LEAF 成员更可持续地种植农作物。使他们能够监控

作物的表现，识别优势和劣势，并在整个农场设定改进目

标，内容覆盖了综合农场管理的 9 个部分。可持续农业评

估是一个非常容易使用的实用资源，可帮助农民做出更明

智的管理决策，从而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方面推动业务

发展。 

 

LEAF Marque 认证 

 

LEAF Marque 认证是一个基于 LEAF 综合农场管理

（IFM）原则的可持续农产品认证体系。所有 LEAF 

Marque 认证的农场都经过独立检查，以确保它们符合非

常严格的条件，证明整个农场的食物生产符合高环境标

准。 

 

 
 

 
 

 
 

 

 

CONSERVATION Integrated Farm   
 

Management 

 
 

 

 

 
 

 
 

https://bbsrc.ukri.org/news/industrial-biotechnology/2018/180328-pr-bee-survival-computer-model-adopted-by-industry/
https://bbsrc.ukri.org/news/industrial-biotechnology/2018/180328-pr-bee-survival-computer-model-adopted-by-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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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F 示范农场和创新

中心 

 

LEAF 示范农场是通过组织参观向广大来访者展示的商业

农场，传递对综合农场管理 IFM 的理解，以期鼓励农民

采纳可持续农业的方法，得到行业支持，以及政治上的

重视。 

LEAF 创新中心是一些研究机构，从事综合农场管理的研

究、开发和推广。 

 

教育和公众参与 

 

LEAF 以引领行业内合作的方式，为农业生产提供更好的

教育和公众参与。 通过 LEAF 示范农场和创新中心网

络，LEAF 星期天农场开放日，LEAF 农场对学校开放

日，以及 LEAF 创新工具和培训，致力于提高公众对食物

和农业的理解和信任。2017 年 7 月，LEAF 与 FACE（农

业和农村教育机构）合并，进一步加强了 LEAF 作为农业

与学校之间对接的作用。 

 

LEAF 领导了让大自然滋养你的感官项

目，该项目为各种年龄段的残疾人、老

年人、以及生活在英格兰某些最落后地

区的人，提供了感官丰富的农场访问。 

 

说出来-LEAF 的交流沟

通倡议 

 

LEAF 的“说出来”倡议鼓励农民改善沟通技巧，并向他们

提供如何解释“他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

要做这些”的技能。Speak Out 是一个自

助光盘，已经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农民讲

述自己的故事。LEAF 还为农民安排互

相交流培训活动。 

 

会员制度 

 

LEAF 是一个慈善性会员组织。通过提供给会员的工具和

服务，包括 LEAF 可持续发展农业评估，综合农场管理指

南，综合农场管理公报，可持续土壤和水资源管理手册，

访问在线信息中心以及技术案例研究、各种活动和培训视

频，帮助会员更可持续地种植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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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邮件至：y.lu@uea.ac.uk；关于协作网更多资讯, 请登录: http://www.sainonline.org; 

Compiled by Yuelai Lu of SAIN Secretariat (U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y.lu@uea.ac.uk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IN, please visit: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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