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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政府和超市必须做出更多努力，阻止食物浪费 Government and 

supermarkets must do more to prevent food waste scandal 
 [Parliament, 4 月 30 日] 英国议会下属的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

出，英国平均每人每年浪费 200 英镑的食物。政府应制定一个目标，推动减少全国食

品浪费。超市应公开报告扔到垃圾桶的食物数据；放宽对销售“卖相不好” 蔬菜的规

定，阻止食物浪费。 

这份题为《英国的食品浪费》的报告，主要关注消费者、零售商、酒店业以及地方政

府，制造业和农业部门不在调查范围之内。在英国，估计每年有 1000 万吨食物和饮料

浪费出现在农场交货之后，其中 60％可以避免。浪费造成严重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影

响。 

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委员会的主要建议和结论包括： 

 建议新选出的政府与环境署合作推行废物分级管理制度，造福于所有人。 

 考陶尔德承诺（The Courtauld Commitment, ）是一项自愿协议。委员会很失望

地了解到许多制造商没有参加这一协议。委员会呼吁废物与资源行动计划

(WRAP)和政府加倍努力，增加食品生产商参与考陶尔德承诺的力度。 

 建议确定一个全国性的减少食品浪费目标。这样一个正式目标，将影响政府的

做法，确保继续关注减少食物浪费。 

 委员会称赞 WRAP 为推动减少食物浪费所作的工作。然而值得关切的是，尽管

WRAP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近年来 Defra 方面的资金已经有所减少。虽然有信

托和慈善机构等其他来源，政府的公共资金也非常重要。足够的资源，才能够

维持减少食品浪费的方案实施。在 2025 年前，如果证据显示是必要的，委员会

将敦促 Defra 增加资金。 

 报告对特易购（Tesco） 连锁超市公布其整个供应链上食物浪费数据表示赞赏。

桑斯伯里（Sainsbury’s）超市正在朝此方向迈进，还需要更多的透明度。事实

上，再没有其他零售商跟随这一行动，表明仅靠自愿的方法是不够的。建议新

政府要求一定规模的食品业者，公开报告食物废弃的数据。创造更多的透明

度。 

 零售商必须与 WRAP 合作，达成一致的报告方式，从而可进行比较。 

 报告建议新政府继续与 WRAP 及食品标准局，对食品日期标签进行审查，以期

在 2017 年底之前，向行业发布指导意见。审查应特别考虑是否需要 “最好在….

之前食用” 日期。 

 建议零售商放松质量标准，将“卖相不好” 的蔬菜作为主流水果和蔬菜的一部

分，开始出售。 

 委员会欢迎零售商重新分配剩余食品的意愿。但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目前还有

大量剩余食物没有被重新分配。报告敦促 WRAP 为零售商设定目标，将重新分

配剩余食品给慈善机构和志愿组织的比例翻倍，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

零售商必须确保将其上层的政治意愿，转变为基层的具体行动。 

 建议政府干预一些特殊行业（如厌氧消化），不要妨碍食品废物分级管理系统

中食品废物的最佳利用。 

 建议新政府采取措施，更好地宣传对公司目前的税收优惠和奖励，以支持他们

重新分配剩余食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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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新政府就如何通过额外财政措施，进一步促进重新分配剩余食品进行评

估。 

 全面考虑之后，委员会的结论是，地方当局应该继续负责解决在地方一级面临

的增加食物垃圾收集的具体挑战和障碍。应该在全国分享最佳做法和指南，以

便采取标准化方式，协助地方当局提高绩效。新政府必须探索激励地方当局的

机会。 

 报告建议新政府与 WRAP 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确保在英国为尽可能多的家庭

提供食物垃圾分类收集。当签订新垃圾收集合同时，地方当局必须考虑采取分

开收集的机会。 

 建议新政府考虑一项国家级战略，以确保英国的垃圾处理和回收利用持续一

致。 

 建议新政府要求食品企业和零售商分开食品废物。通过按企业规模分阶段的方

法来实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民组织的 2017 竞选宣言 

6 月 8 日是英国大选日，各政党都在全力以赴高调宣传各自的竞选纲领，以期得到更多

的选票。与此同时，各大农民组织也提出各自的竞选宣言，表达对新政府的期望和建

议。 

英国农民工会 2017 竞选宣言 The NFU 2017 manifesto Back British farming: the NFU 

2017 manifesto 

[NFU, 5 月 22 日] 全国农民工会 NFU 列出五个主要政策挑战， 要求英国粮食和农业部

门与政府一起，在下一届议会中解决。 

使脱欧成为农民的成功 

• 签订适合英国农业的贸易协定 

• 确保有机会获得优秀可靠的劳动力 

• 制定促进生产力的国内农业政策 

投资于增长 

• 为增长投资 

• 普及数字经济 

• 在国内外推广英国食品 

保障较短、公平和安全的食品供应链 

• 清晰而诚实的原产国标签制度 

• 促进信任和共同价值观的公平供应链 

• 支持英国农业的教育制度 

以科学为决策的核心 

• 继续实施消除结核病的 25 年战略 

• 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和利用 

• 用扎实的科学证据确保持续获得广泛的植物保护产品 

保护乡村和乡村社区 

• 确保所有农民能够与环境和谐相处地发展企业 

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617/cmselect/cmenvfru/429/42903.htm
https://www.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cm201617/cmselect/cmenvfru/429/429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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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用于种植粮食的水资源 

• 承诺打击越来越多的农村犯罪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土壤协会 2017 竞选宣言 Food and farming manifesto priorities for the June 2017 
general election: Soil Association briefing 
 [Soil Association，4 月 25 日] 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呼吁各政党在其竞选纲领中

给予粮食和农业比以往更高的优先考虑。 随着英国脱欧，下一届政府几十年来将第一

次有机会制定农业政策。 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粮食和农业对公众健康、环境和经济的

重要性。 

土壤协会敦促所有政党将气候变化、公众健康、土壤保护和农场动物福利，放在粮食

和农业视野的中心，并在 2017 年的宣言中采取以下八项政策。 

• 为健康的土壤投资 – 通过土地管理支付、强制性土壤测试、鼓励多种草类和

三叶草， 以及混农林业。 

• 2050 年实现零碳农业 - 根据“巴黎协定”，承诺确保农业和食品部门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 

• 资助以农民为主导的研究 – 将当前研发预算的 10％，分配给农民自主创新的

农业项目。 

• 更有力地支持有机农业 - 建立于现行系统，增加有机方法种养的土地面积，

从而施益于环境和改善动物福利，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有机食品的需求。  

• 在 10 年内实现所有农场动物的“良好生活” - 为所有农场动物制定新的福利框

架，利用强制性生产标签、强化农场抗生素使用规范和公共投资的方法，帮

助农民过渡。 

• 投资于儿童健康 – 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一个正常、轻松和愉快的健康饮食环

境。 

• 更好的食品公共采购- 扩大公众获得更健康有益的当地生产及有机食品的机

会，为农民和种植者建立稳定的市场。 

• 每家医院都成为“健康食品的典范” - 为彻底改善疾病预防和公共健康做出贡

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业产业协会 2017 竞选宣言 General Election 2017 - what the UK agricultural supply 

industry seek 

 [AIC，5 月 17 日] 随着大选的接近，农业产业协会（Agricultural Industries 

Confederation）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英国农资供应产业对下一届政府的期待。其中关

键的有三点：脱欧结果要体现出英国农业战略重要性; 支持增长计划，为有竞争力的商

业和企业部门奠定基础; 要意识到脱欧谈判“无协议”结果，将会对英国农业企业带来的

潜在损害。 

该文件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涉及英国脱欧问题，第二部分反映目前英国仍然属于欧

盟成员国的现行制度。 

在英国脱欧问题上，AIC 敦促政府与欧盟伙伴展开建设性的合作; 认识到及时准确的贸

易流动数据的战略重要性; 并重点关注替代关税同盟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http://www.nfuonline.com/assets/95509
http://www.nfuonline.com/assets/95509
https://www.soilassociation.org/media/11400/soil-association-manifesto-asks-25042017.pdf
https://www.soilassociation.org/media/11400/soil-association-manifesto-asks-250420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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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AIC 请求政府肯定财政承诺，支持能为全行业带来真正利益的农业科技规

划。AIC 还呼吁正式承认专业的农场咨询的价值。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民调显示农民放弃独立党,转投保守党 Farmers shift from Ukip to the Tories, poll 

reveals 

[FW，5 月 24 日] 自上次大选以来，农民对保守党的支持有所增加，2015 年投票给英国

独立党（Ukip）在脱欧投票中取胜的人，似乎在改换门庭, 另奔他人。 

这是“农民周刊”为了解农民在 6 月 8 日选举之前的投票意向，过去一周在线进行的调查

结果之一。 

据农民周刊在线调查显示，72％的受访者表示将为保守党投票，而 10％的人打算选举

工党，8％的人选择自由民主党。 

但是，在 700 名受访者中，与非农户分开统计的农民中，77％计划投票选举保守党，

自由民主党则是第二受欢迎的选择占 8％， 而工党只吸引了 4％的投票者。 

包括咨询顾问和商人在内的非农民中，差距较小，投票倾向为：保守党 57％，工党

26％，自由民主党 7％。 

与 2015 年大选前农民周刊进行的类似调查相比，最显着的趋势是 Ukip 选票的流失。 

在 2015 年投票中，Ukip 获得了 11％的支持，保守党 59％，而自由民主党仅有 3％。 

从区域来看，农民对保守党的支持在全国各地分布相当均匀。 

调查结果显示，最广泛支持保守党的农民来自：东北地区（88％），中部地区

（86％）和西北地区（82％）。 

这次调查共有 700 多人参与，绝大多数是农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快捷土豆分级手机应用软件 PotatoSize: an easier way of estimating potato 

crop size distribution 
[The James Hutton Institute, 4 月 28 日] 土豆作为

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提供给许多不

同的市场。了解何时停止作物生长，收获市场

最佳尺寸块茎，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对农民

至关重要。 到目前为止，标准做法是通过多个

筛子对样品块茎进行分级，计数尺寸范围内的

数量，耗时且昂贵。 

Enter PotatoSize ™，是由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研究所和 Agrovista 联合开发的一款手

机应用程序，旨在为农民提供一种便宜而快速的解决方案，以通过使用尖端的图像分

析技术，对农作物进行计数和测量。 

该应用程序的一体式系统允许用户准备样品，拍照，并与其它细节如：作物行宽和样

品重量等，一起发送分析。 对图像进行分析，确定和测量土豆，用户在大约两分钟内

即可获得土豆大小分布的估计，大大降低了成本和人力。 

https://www.agindustries.org.uk/news-and-events/aic-issues-wish-list-to-incoming-uk-government/
https://www.agindustries.org.uk/news-and-events/aic-issues-wish-list-to-incoming-uk-government/
http://www.fwi.co.uk/news/farmers-shift-ukip-tories-poll-reveals.htm?cmpid=EMP|FWCOM-2017-0327-fwgating-email|1&cmpid=EMP|FWCOM-2017-0327-fwgating-email|1
http://www.fwi.co.uk/news/farmers-shift-ukip-tories-poll-reveals.htm?cmpid=EMP|FWCOM-2017-0327-fwgating-email|1&cmpid=EMP|FWCOM-2017-0327-fwgating-em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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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赫顿研究所的土壤学家马特·艾特肯黑德（Matt Aitkenhead）博士和

PotatoSize™开发团队的人员说：“该项目应用了大量创新，并将先进研究与强大的应用

数据库集成整合在一起。 每次使用这项服务来分析作物样本，可为农民节省价值约 14

英镑的劳动力和设备费用。” 

该程序用于 iOS 和 Android， 可分别在应用程序网店（App Store）和谷歌网店

（Google Play）免费下载。 有关用户注册信息，请访问 Agrovista 网站 

（http://potatosize.agrovista.co.uk/）。 

詹姆斯·赫顿研究所还开发了移动应用程序，用于了解苏格兰的土壤类型（SIFSS）和

测量土壤有机质含量（SOCIT）。 两者均可从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下载。 

PotatoSize™项目由 Genomia Fund 资助，由 Agrovista 提供实物捐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土豆病虫害识别手机应用软件 Buntata: a new tool to identify potato pests 

and diseases on the go 
 [The James Hutton Institute, 5 月 3

日] 詹姆斯·赫顿研究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最近推出了一款名

叫“Buntata”的免费安卓

（Android）应用程序，可帮助马铃

薯种植者鉴定植物病虫害。 

这款软件是由该研究所在圣安德鲁

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的支持下开发，以苏格

兰盖尔语中的土豆，Buntata，命

名。Buntata 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即

使没有移动电话网络覆盖也可以使

用。 

通过可下载的数据集，该应用程序可容易地帮助识别马铃薯害虫和疾病，如果种植者

想要确认诊断，它会提供进一步的资源。 

詹姆斯·赫顿研究所科学主管兼 Buntata 开发团队成员 Lesley Torrance 教授说：“创建

Buntata 的动力，是为了满足资源有限的非洲小块土豆田地农民的具体需求。 

“没必要具备对害虫、病或其它症状的预备知识，因为应用程序设计允许农民将其土

豆植株或害虫的症状，与数据库中的症状进行匹配，并且其移动性可以满足田间使

用。 

“Buntata 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和詹姆斯·赫顿研究所之间的合作努力结果，使我们能够开

放信息资源，并将其置于土豆种植者的指尖。虽然 Buntata 是为土豆开发，但其格式也

可以应用于其它作物。 

Buntata可以从谷歌网店 Google Play下载，有关该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可从研究所

的信息和计算科学部网站获得 （http://ics.hutton.ac.uk/get-buntata）。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potatosize.agrovista.co.uk/
http://www.hutton.ac.uk/news/potatosize-easier-way-estimating-potato-crop-size-distribution
http://www.hutton.ac.uk/news/potatosize-easier-way-estimating-potato-crop-size-distribution
http://ics.hutton.ac.uk/get-buntata
http://www.hutton.ac.uk/news/buntata-new-tool-identify-potato-pests-and-diseases-go
http://www.hutton.ac.uk/news/buntata-new-tool-identify-potato-pests-and-diseases-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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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资 3 亿多，生物经济将获益 UK's bioeconomy benefits from £319 million 

BBSRC investment 
 [BBSRC，4 月 11 日] 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宣布，政府提供

3.19 亿英镑的巨额投资，以确保英国生物科学研究基地保持国际竞争力，并处在养活

不断增长的人口、替代石化燃料和健康地步入老龄等全球性挑战的前沿。 

来自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BEIS）的投资，将使 BBSRC 能够在未来五年内向全

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这些资金将通过 17 个战略项目颁发。 这些项目将遵循

扎实、独立和国际同行审议流程。 

BBSRC 行政总裁 Melanie Welham 教授说：“BBSRC 对世界领先的生物科学研究机构的

研究、人员和重要国家能力的战略性资金投入，将提供新的知识和创新，并帮助实现

生物经济的潜力。 在食品、农业、能源、材料和健康方面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推动

经济增长，并为英国及以外地区的社会带来好处。” 

BBSRC 的使命是推动科学知识，促进粮食、农业、可再生能源和制药等重要行业的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进而实现更高效的英国生物经济。这项投资将对 BBSRC 起

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 

BBSRC 的战略研究投资及执行研究机构包括： 

• 健康动物蓝图：罗斯林研究所(The Roslin Institute) 

• 传染病控制：罗斯林研究所(The Roslin Institute) 

• 未来小麦设计：约翰·英纳斯中心 (John Innes Centre)，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Earlham 研究所，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欧洲生物信息

研究所(EMBL-EBI)，国家农业植物研究所(NIAB)，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 从基因组到粮食安全的核心战略计划：Earlham 研究所 

• 增强宿主对疾病控制的反应：Pirbright 研究所 

• 发育和衰老的表观遗传学：巴布拉姆研究所 (Babraham Institute) 

• 弹性作物核心战略计划：生物、环境与农村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Bi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Rural Sciences) 

• 环境中基因：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 

• 改善动物生产和福利：罗斯林研究所(The Roslin Institute) 

• 衰老过程中保持更长时间的健康：巴布拉姆研究所 (Babraham Institute) 

• 自然中的分子：约翰·英纳斯中心 (John Innes Centre) 

• 植物健康：约翰·英纳斯中心 (John Innes Centre)，Sainsbury实验室 

• 土壤到营养（优化营养流）：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 

• 为生物经济调整植物代谢：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 

• 了解和预防病毒性疾病：Pirbright 研究所 

• 了解免疫系统以扩大健康范围：巴布拉姆研究所 (Babraham Institute) 

• 实现可持续农业系统：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生态与水文研究中心 

(CEH)，英国地质调查局(BGS)。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bbsrc.ac.uk/news/policy/2017/170411-pr-uk-bioeconomy-benefits-from-319m-bbsrc-investment/
http://www.bbsrc.ac.uk/news/policy/2017/170411-pr-uk-bioeconomy-benefits-from-319m-bbsrc-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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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肥料使用情况：2015/16 英格兰农场经营调查结果  Fertiliser usage on 

farms:  Results from the Farm Business Survey, England 2015/16 
 [Defra，5 月 4 日] 英国农场经营调查（FBS）从 2012/13 年度开始，收集农场使用化肥

的数据。调查也包括了使用精准耕作技术、土壤养分软件、草地中的三叶草和豆科植

物、绿肥和限制化肥地区等项目。 2015/16 年度，调查范围扩大到涵盖所有农场类型; 

包括了园艺农场和无耕地农场（例如一些猪/家禽养殖场）的收集数据。 环境、食品与

乡村事务部 (Defra) 近日 公布 2015/16 年度调查主要结果， 包括：  

概况 

• 在 2015/16 年度，五分之一（21％）的农场企业使用了精准农业技术，即使

用土壤测绘和卫星技术指导施肥。 多数是谷物和一般种植农场使用。 

• 接近四分之一的农场（2015/16 年度为 23％）使用土壤养分软件包来帮助确

定化肥使用。 自 2012/13 年度以来，这个比例整体变化不大。 谷物和一般种

植农场，以及大型农场，更普遍使用。  

• 一半以上的农场有三叶草或豆科植物草地（2015/16 年度为 58％）。 与其他

农场类型、规模和地区相比，这种措施更常见于奶牛场、大农场和西南部农

场。 在中部农场，这种做法有增加的趋势。 

• 一小部分农民在耕地轮作中使用绿肥（2015/16 年度为 12％）。 普通作物农

场、园艺和有机农场使用绿肥比其他类型农场更多。 

• 使用三叶草和豆科植物或绿肥的农场，大约有三分之二对其化肥施用量进行

了调整。 

• 超过一半的农场记录显示，他们的部分土地由于农业环境计划，化肥使用受

到限制。 有 7％的农场，这些限制覆盖了他们所有的农业耕地。 

化肥使用量 

• 自 2012/13 年度以来，化肥使用量在整体上几乎没有变化。 

• 2015/16 年度，每公顷耕地面积（不包括粗放牧），氮肥平均施用量为 113 公

斤。 谷物农场的施用率最高，畜牧农场最低。 

• 2015/16 年度，每公顷耕地面积（不包括粗放牧），磷肥的平均施用量为 20

公斤。 谷物农场的施用率最高，畜牧农场最低。 

• 2015/16 年度，每公顷耕地面积（不包括粗放牧），钾肥的平均施用量为 25

公斤。 一般种植农场的施用率最高，猪和家禽农场的使用率最低。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食品饮料出口创新高 UK exports record amount of food and drink 

 [BBC，5 月 31 日]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FDF）表示，三文鱼销售量的大幅上升，

助推英国在 2017 年第一季度食品和饮料创出口纪录。 

FDF 表示，鱼类销售额价值上涨超过 50％至 1.867 亿英镑，而销售量下降 13％。 

食品和饮料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3％至 49 亿英镑，是历史最高的第一季度数字。 

FDF 表示， 出口增长归因于英镑疲弱，以及加强在国外促销英国商品。英国自去年六

月投票决定脱欧以来，英镑兑美元下跌了约 16％，使英国产品在海外更有竞争力。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612286/fbs-fertiliseruse-statsnotice-04may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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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政府的数据，威士忌仍然占据食品和饮料出口的首位，销售额达 8.95 亿英镑。 

其次是苏格兰三文鱼和巧克力。 

英国三文鱼销售价值的上涨，部分是由于全球对鱼类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由于鱼虱感

染的大面积扩散，生产受到侵扰，使需求一直很难满足。因此导致了三文鱼价格全面

上涨。英镑的疲弱，也使苏格兰三文鱼比智利和挪威便宜。 

英国葡萄酒出口量增长幅度最大，攀升了 13.8％。 

而奶酪出口价值则上涨了 29.1％，至 1.453 亿英镑，原因是对法国的销售剧增。 

虽然较弱的英镑有利于英国出口商，但 FDF 表示，这也增加了英国企业从国外进口的

成本。因此，英国的食品和饮料贸易赤字 - 英国进出口的差额 – 在本季度实际增加到

19％（62 亿英镑）。 

根据英国海关资料， 英国 2017 第一季度前十位出口食品和饮料包括： 

威士忌, 三文鱼, 巧克力, 奶酪, 啤酒, 葡萄酒, 猪肉, 杜松子酒, 牛肉,  蔬菜。 

英国对邻近欧盟国家的出口明显多于较远的其它国家。 但是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增长

率为 9.4％， 高于对欧盟国家 7.4％的增长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2016 英国有机农业统计 Organic farming statistics 2016  

 [Defra，5 月 18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 (Defra) 发布英国有机农田面积、作

物面积、牲畜数量、有机生产者和加工者数量的估计，主要结果如下。 

有机土地利用和作物 

2016 年，全英国有机种植土地面积为 50.8 万公顷，低于 2015 年的 52.1 万公顷。 

有机畜牧 

英国农场最普遍的有机动物类仍然是家禽和羊。 

有机生产商和加工商 

有机生产商和加工商的总数量在 2016 年上升了 5.1％，至 6,363 个。 单纯生产商和生

产商兼加工商的数量继续下降。 单纯加工商的数量连续第三年上升，现在为 2,804

家，达到 2008 年以来的最高。除了“其他食品”的制造以外，英国的大多数加工商从事

肉类加工和保存，肉制品生产，水果和蔬菜的加工和保鲜。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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