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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全国农民工会对欧盟公投结果的声明 EU Referendum result - NFU 

statement 
[NFU，6 月 24 日]   全国农民工会 (NFU) 

主席 Meurig Raymond 说：“公投离开欧

盟，将不可避免地在许多对英国农民至关

重要的方面带来一个时期内的不确定性。 

“全国农民工会将全面、积极地参与英国政

府对新安排的构建。这个工作必须尽快开

始。 

“我们的成员理所当然急切想知道对其业务

的影响。我们理解谈判将需要一些时间来

实现，但重要的是，要尽早有一个确保英国农业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的承诺。英国农业

是英国最大的制造业 - 食品业的基石，使其盈利，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NFU 已要求其理事委员会在 7 月 1 日召开特别会议。 

全国农民工会的原则是： 

 获得进入欧洲市场的最佳可能，这仍将对英国农民非常重要。 

 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市场准入，同时确保我们受到进口保护（低标准生产

的产品）。 

 确保我们的农民和种植者可以得到季节性和长期所需要的劳动力供应。 

 打造一个尽可能简单的英国农业政策，适应我们的需要，保证与欧洲农民

平等对待，他们仍然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必须有一个英国政策的共同

框架，同时使权力下放的政府有必要程度的灵活性。 

 条例和产品认证必须适当，并以风险和科学为依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对公投脱欧的表态 AHDB CEO comment on vote 

to leave EU 
[AHDB， 6 月 24 日] 在谈到投票脱欧，农业和园艺业发展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简·金

说：“AHDB 的工作重点不会受到脱欧影响 - 仍然是用使其变得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的工具来装备缴费农民。 

“在这些问题中，决定脱欧，凸显出需要英国政府使英国的食品和农业获得与欧盟和其

他国家尽量好的新贸易关系。 

“AHDB 具备促进这项工作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在一些区域如：市场优先、市场准入谈

判和英国出口商与海外买家之间的关系。我们随时准备支持该行业来确定如何最好的

在欧盟外竞争。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但 AHDB 将充分发挥作用，确保英国农业在国际舞台上的

领导地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nfuonline.com/news/latest-news/eu-referendum-result-nfu-statement/
http://www.nfuonline.com/news/latest-news/eu-referendum-result-nfu-statement/
http://www.ahdb.org.uk/Article.aspx?ID=304215
http://www.ahdb.org.uk/Article.aspx?ID=3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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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农业政策必须变成“共同可持续食品政策”以适应 21 世纪 CAP 

must become 'Common Sustainable Food Policy' to be relevant in 21st 

century, new report suggests 
[Farming UK，6 月 9 日] 英国一个食品研究

协作组织的最新报告指出，欧盟的共同农业

政策（CAP）需要改变成“共同可持续食物

政策”，以继续适应 21 世纪。 

这份题为《共同农业政策是否仍然适宜？》

的报告认为，政策制定者们需要着重整合农

业和食物脱节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减少碳

排放、节约用水、减少食物浪费、公共卫生

和消费者的满意度。 

报告作者 认为，无论英国去留欧盟的公投结果如何，这个总体方针对英国以及欧洲是

必要的。 

除了列出共同农业政策未来发展方向的不同选择，报告还回顾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历

史、宗旨、影响、财政等方面随着时间的变化。 

作者认为，自从 1962 年为了应对战后食物危机，CAP 被引进以来，并没有停滞不前，

而是一直在不断改革。但他们也强调，由于食品服务业成为比农业更大的行业，今天

的食物体系已经与以前大不相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成立农业抗生素耐药性特别工作组 Task Force to Tackl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Agriculture 
[PigSite, 5 月 20 日] 英国最近公布的一份抗生

素耐药性评述报告认为农业是帮助遏制这一

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点领域。 

耐药性已经使药物在治疗疾病如结核病时效

果降低。该报告说，到 2050 年，这一现象可

能会每年导致 10 万人死亡，相当于每 3 秒 1

人。 

这份由吉姆·奥尼尔勋爵（Lord Jim O'Neill）

主持的评述报告，阐述了可以阻止抗菌素耐

药性的四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减少农业抗生素的使用是其中之一，报告同时也建议全球性的公共宣传活动，促进新

药研发，改进诊断程序以便医生可以在开处方时避免使用不起作用的抗生素等措施。 

报告说，许多国家对动物使用抗生素比人类多，建议食品生产商需要提供更多的透明

度。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CAP-must-become-Common-Sustainable-Food-Policy-to-be-relevant-in-21st-century-new-report-suggests_42051.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CAP-must-become-Common-Sustainable-Food-Policy-to-be-relevant-in-21st-century-new-report-suggests_420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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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该报告的响应。英国农业负责任使用抗生素联盟（RUMA）宣布，正在建立一

个“特别工作组”，旨在探索可以怎样制定有意义的目标，以替代、减少和优化抗生素

在英国农业的使用， 

RUMA 秘书长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说，“我们理解该报告制定长期目标

的雄心。业界早已认识到目标可以起到的有益作用，但也清楚地认识到，不恰当的目

标可能会适得其反，甚至有导致耐药性增加的风险。 

“因此，我们很高兴地宣布建立这一工作组，利用不同部门专家的专业知识，并与当局

积极合作，寻找确定对英国畜牧部门起作用和保护动物福利的有效、以证据为基础的

目标。” 

他补充说，以英国为重点很重要，学习来自其他国家减少抗生素使用的经验也非常重

要 。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科学家发现植物固氮过程的重要环节 John Innes Centre Scientists 

discover missing link in plant nitrogen fixation process 
[JIC，5 月 26 日] 约翰英纳斯中心（JIC）的科学家发现植

物固氮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们找到了帮助钙在植物

细胞中运动的关键蛋白质。钙的运动给植物发出附近有固

氮菌的信号，且刺激其根部的根瘤发育以容纳这些菌。 

氮是大气中最丰富的气体，而豆科植物能够分离来自空气

中的氮，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细胞。这种可能性是因为豆科

植物已经与存在于它们根内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土壤细菌产

生了共生关系。这些细菌吸收（或'固定'）空气中的氮并

将其传递到植物，换取糖类和其他营养物质。这个功能使

豆科植物生长时需要施较少氮肥。 

Giles Oldroyd 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致力于将这种固氮能力

转移到其他类型的植物，如小麦或大麦。以此促进这些作

物的生长和提高产量，尤其是在农民缺少氮肥的发展中国

家。 

植物和细菌之间的相互作用依赖于植物根细胞中钙的移动。这种钙移动发生在植物细

胞的中央核。由 JIC Myriam Charpentier 博士和 Giles Oldroyd 教授领导的新研究发现了

一组非常重要的蛋白质，称为环核苷酸门控通道 15s（CNGC15s），这是钙移动进入

细胞核必不可少的。他们发现，该 CNGC15s 促进钙运动进入细胞核，使植物传递固

氮土壤细菌在附近的信息。促使植物细胞启动有利于细菌的存储发育 过程，允许建立

固氮共存，因此实现固氮。虽然这一钙运动被限制在植物细胞的细胞核中，它对整个

植物将如何生长有很大影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thepigsite.com/swinenews/41787/task-force-to-tackle-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agriculture/
http://www.thepigsite.com/swinenews/41787/task-force-to-tackle-antimicrobial-resistance-in-agriculture/
https://www.jic.ac.uk/news/2016/05/john-innes-centre-scientists-discover-missing-link-plant-nitrogen-fixation-process/
https://www.jic.ac.uk/news/2016/05/john-innes-centre-scientists-discover-missing-link-plant-nitrogen-fixation-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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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科学家发现天然蛋白质可提高水稻产量达百分之五十 Naturally 

occurring protein discovered which boosts rice yield by 50% 
[BBSRC, 6 月 28 日] 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

（JIC）科学家 Tony Miller 博士与中国南京农

业大学研究人员合作研发具有调节自身 pH 水

平能力的水稻，能显著提高从土壤中吸收氮、

铁和磷的能力进而增加产量达 54%。  

水稻是主要的粮食作物，养活全球近 50%的人

口， 并具有在干湿变化的条件下生长的能

力。水稻在淹水条件下能旺盛生长，淹水厌氧

条件有利于土壤中铵盐的积累； 水稻也可在

旱地排水良好的土壤条件下生长，充足的氧气

可促进硝酸盐的有效性。 

氮肥是许多谷物作物的主要投入品，但过量施用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环境影响。植物通

过根系吸收土壤中的硝酸盐或铵离子获得生长所需氮素。所以对植物而言，维持硝酸

盐和铵的平衡非常重要。过多铵使植物细胞变碱性，而过多硝酸盐则使其变酸。酸碱

度失衡使酶不能正常作用进而影响植物生长和作物产量。 

英中科学家的合作研究发现水稻作物在变化的条件下维持酸碱度的机制。 

他们发现水稻中有一个叫做 OsNRT2.3 的基因， 产生的蛋白用于硝酸盐运输。 该基因

可以产生两种结构上略有不同的蛋白，OsNRT2.3a 和 OsNRT2.3b。研究发现

OsNRT2.3b 可以根据细胞内 pH，开启或关闭硝酸盐的运输。  

当 OsNRT2.3b 蛋白在植物细胞中过量表达后，它可以更好地缓冲细胞中 pH的变化，

从而有利于吸收更多的氮及铁和磷等营养元素。这些植株可以生产更多的稻谷（高达

54%），氮素利用率可提高 40%。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verexpression of a pH-sensitive nitrate transporter in rice increases crop 

yields” 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6/01/1525184113.full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科学家探索作物轮作盈利模式 New research programme set to 

explore the secrets of profitable crop rotations 

 

 [Rothamsted Research，6 月 6 日] 英国科学家正在开展一项新的研究，探索影响作物生

长因素，揭示成功的作物轮作模式的特征。这项研究由洛桑研究所与国家农业植物研

http://www.pnas.org/content/early/2016/06/01/1525184113.full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6/160628-pr-protein-discovered-boosts-rice-yield/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6/160628-pr-protein-discovered-boosts-rice-yield/


6 
 

究所、兰卡斯特大学和詹姆斯·赫顿研究所、以及来自英国各地农业和园艺产业其他 14

个组织合作执行。委托开展此项目的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提供了 120

万英镑的资金，以解决跨整个轮作期的土壤和水资源管理的挑战。 

这项五年研究计划将帮助农民优化土壤和水管理决策，规划有利于环境和经济的轮

作。研究计划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项目，分别是：轮作管理和土壤物理条件与产量之

间的联系；使用精准技术识别田间差异区域，根据短期的财务回报和长期生产力和环

境质量修改对这些区域的投入；根茎作物管理造成的土壤破坏对后茬作物的影响和补

救措施；土壤条件、水分有效利用、根冠的生长和产量之间的联系。 

将这些项目组合在一起将提高对土壤结构的认识，帮助农民建立有弹性、可持续和盈

利的轮作系统。该研究计划的核心是注重知识交流，使农民和他们的咨询顾问可以接

触田间试验、研究工具和数据，鼓励信息的双向流动，帮助搭建科学成果和农民实践

之间的桥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土壤细菌对农业和全球气候的影响 How do soil bacteria affect agriculture 

and global climate? 

  

[Rothamsted Research, 6 月 7 日] 对充满了土壤的细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了解其影

响。土壤最丰富和最有活性的一群细菌被称为慢生根瘤菌（Bradyrhizobium）。这是科

学家们首次对来自欧洲土壤的慢生根瘤菌进行基因组测序，观察其活性，并揭示其与

世界其它地区菌株的不同。科学家测序了两株从不同状况的土壤采集的慢生根瘤菌，

并发现其中一种菌株能促进温室气体排放。 

细菌（包括慢生根瘤菌），可以将土壤中植物所需要的氮，转换成气体释放到大气

中。在这个转换过程的其中一个步骤产生的氧化亚氮，是一种大约二氧化碳 300 倍的

温室气体。在最后的步骤中，细菌将氧化亚氮转化成无害的氮气。科学家们发现，

Bradyrhizobium 属的两种菌株之一缺乏进行最后这一步骤的基因，这表明它只能产生

出氧化亚氮，加重气候变化。由于细菌转化了土壤中的氮，供应到作物的氮减少，使

得化肥的使用效率较低。 

科学家们是从洛桑研究所长期定位实验的不同土壤收集的两个慢生菌株。 这两种土壤

60 年来一直是分别作为草地或翻耕裸露地管理的地块。研究人员认为，这两种菌株的

序列显示出很高的多样性，是它们适应草原和裸露土壤条件的结果。就像很多关于微

生物多样性，测序株是否是英国土壤中的典型，仍是未知数。 

这项由雷丁大学和洛桑研究所科学家完成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杂志

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new-research-programme-set-explore-secrets-profitable-crop-rotations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new-research-programme-set-explore-secrets-profitable-crop-rotations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how-do-soil-bacteria-affect-agriculture-and-global-climate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how-do-soil-bacteria-affect-agriculture-and-global-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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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脱欧后英国食品价格将上涨 UK food prices set to rise after Brexit vote 
[Guardian, 6 月 26 日] 全国农民工会主席 Meurig Raymond 指出，由于英国对食品进口

的依赖，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可能导致食品价格上涨。 

Meurig Raymond 形容欧盟公投结果是一场“政治车祸”，英国农民每年从欧盟得到的

30 亿英镑补贴 也将驶入未知水域。 

他警告说，最直接的影响之一是来自英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加上英镑在英国公投脱欧

后跌到 31 年来最低。 

Meurig 说，另一大担忧是贸易谈判，和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前景，如羊肉和奶酪将受到

进口关税的打击。 

另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是英国政府是否会匹配 24-30 亿英镑（这个数字相对于汇率而

变）的补贴，此补贴由欧盟每年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AP）支付给农民 。 

但 Meurig 说，尽管有此声明，补贴计划可能会是怎样并没有任何细节。 “我保证，我

们会运用各种手段使他们兑现配合欧盟补贴的承诺，”他说。 

全国农民联盟要求其理事会在 7 月 1 日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对农

业意味着什么。 

代表有机农民和有机产品生产商的土壤协会说，脱离欧盟会降低对自然的保护。 

该慈善机构的首席执行官海伦·布朗宁（Helen Browning）说：“土壤协会对英国将要

离开欧盟非常失望。土壤协会的一个主要慈善目标是维护，养护和保护环境。作为欧

盟的一部分，这些目标更有可能实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哈珀亚当斯大学动土兴建精准奶业设施 Work begins on new precision 

dairy at Harper Adams University 
[HAU，5 月 11 日]   哈珀亚当斯大学

（Harper Adams University）农场破土动

工，兴建一座全新的高科技奶场。 

这项投资 75 万英镑的设施，将与哈珀

亚当斯大学现有奶场同时运作，为精准

农业工程创新中心（Agri-EPI）提供服

务，该中心从英国政农业技术战略中获

得 1770 万英镑的投资，以帮助英国农

业食品部门开发先进技术，提高英国农

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该中心将在爱丁堡大学、哈珀亚当斯大学和克兰菲尔德大学（Cranfield University）设

立分中心，同时有一系列配备最新传感和成像设备的农场和加工设施也将为其提供服

务，其中包括新建的哈珀亚当斯大学的精准奶场。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jun/26/uk-food-prices-set-to-rise-after-brexit-vote-farmers-un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jun/26/uk-food-prices-set-to-rise-after-brexit-vote-farmers-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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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动物行为学教授马克·鲁特解释说：“Agri-EPI的新奶场设施将把科学家、乳品行业

和农业工程公司聚集在一起，开发下一代牛舍和管理。 

“一个关键的概念是开发有助 于奶牛选择的技术。有研究表明，辅助奶牛的选择行为

可以提高牛奶生产效率，同时也可改善动物福利”。 

Agri-EPI 中心是精准农业和工程领域的重要机构组成的联合体。它汇集了研究和产业

系统的专业知识，并具有收集各个养殖领域数据的能力，提高这些以土地为基础的产

业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学家致力推动食物系统转变 Scientists hungry to deliver food system 

paradigm shift 
[BBC， 6 月 23 日]  英格兰北部八所大学

（N8）联合推出国际食品研究项目，形成

新的科学动力中心。 

N8 农业食品合作项目将关注三个主题：可

持续生产; 加强供应链; 改善健康状况。希望

通过五年的合作，促成英国食品系统的“模

式转换”。这个经费达 1600 万英镑合作项目

于 6 月 21-22 日在曼彻斯特大学启动。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预计到本世纪中叶需要

提高全球粮食生产 60％，以满足人口增长及人们饮食习惯改变的需求。 

N8 农业食品项目的创始人 Sue Hartley教授说：“我们必须努力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来

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释建立伙伴关系的初衷时，Hartley教授补充说：“为了解决粮食安全的挑战，我

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跨学科计划。我们正在研究如何更可持续地种植粮食，更好地利用

宝贵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但是这些因素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还需要考察供应

链，如何使其更适应突发性极端天气事件或经济动荡的冲击。我们还要考虑人类作为

食品消费者的行为方式。” 

她解释说，N8 项目的目标是推动英国范围内粮食安全研究的转型。 

组成 N8 农业食品计划的八所大学 包括利物浦 （Liverpool），曼彻斯特 

（Manchester），兰开斯特 （Lancaster），利兹（Leeds），谢菲尔德（Sheffield），

约克（York），杜伦（Durham）和纽卡斯尔 （Newcastle）。  

这些大学希望通过将目前进行的世界一流研究联合起来，使科学家们拥有更好的资

源，以实现粮食生产、供应链弹性和消费者健康的模式转变的计划目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成立食用饲用昆虫网络 Insects as Food and Feed network launches in 

the UK 
 [ADAS，6 月 23 日] 英国建立新网络为在食品供应链中涉及昆虫的企业提供服务。这

个称为 Woven Network 的网络将为企业家、小企业、和成熟公司提供一个联络平台，

http://www.harper-adams.ac.uk/news/202839/work-starts-on-new-agriepi-precision-dairy#.VzXq7Mv2Yej
http://www.harper-adams.ac.uk/news/202839/work-starts-on-new-agriepi-precision-dairy#.VzXq7Mv2Yej
http://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36606520
http://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36606520
https://woven-network.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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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汇集经验和创新来支持行业的发展。昆虫产品作为人类消费或作为牲畜饲料的组

成部分，在英国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在加拿大，南非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大规

模生产，但是这种新兴的市场在英国有需求吗？它被广泛接受的障碍是什么？ 

Woven Network 的目标是要联系早期创新者，确保他们能够一起识别和克服未来的挑

战。把昆虫引入食物供应链中的成功基础是要确保产品符合所有食物产品应该达到的

安全标准。虽然迄今研究表明，以昆虫为主的食品不会造成比目前的食品来源更大的

风险，但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将取决于出售昆虫食物的企业证明其安全性。

早期创业者大多是刚成立，只有一两个人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业务的公司。 Woven 

Network 可以把这些小企业聚集在一起，集中资源，建立合作。这将为行业增长、进

行更多的研究来确认安全性以及昆虫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创造更多机会。同时， Woven 

Network 还与消费者进行接触，了解市场。 

Woven Network 启动会议传递的主要信息包括： 

 最大的挑战是要证明昆虫作为食品和饲料的安全性。 

 用虫粉替代鱼粉将是水产养殖业的一个重要变化。 

 昆虫生产费用昂贵，需要减少

相关成本。 

 昆虫配料需要像目前的食物产

品一样可以追踪。 

 民众愿意尝试昆虫小吃或配

料。 

 新的食物产品被广泛接受需要

很长时间。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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