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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 BBSRC发布农业与粮食安全战略框架 Launch of the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 Strategic Framework 

 
[BBSRC， 7 月 27日] 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发布农业与粮

食安全战略框架，这将有助于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理解 BBSRC 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

域的 战略重点。   

BBSRC 的愿景是鼓励在农业和粮食安全研究中使用全食物系统的方法，实现高产，韧

性和可持续的粮食和农业系统。  

BBSRC 将继续鼓励促进英国和全球粮食安全的研究，为农民、食品生产加工商、零售

商、消费者、以及政府提供知识和依据，帮助他们应对英国 以及全球食物系统所面临

的挑战。  

在未来五年， BBSRC 农业与粮食安全战略将集中关注以下的研究和创新： 

 采用全食物系统的方法 

 提高农业和食物系统的可持续性及韧性 

 提高作物和农场动物的健康和福利 

 提高食物的营养质量和安全 

 减少农业和食物系统中的浪费 

 挖掘遗传多样性，改善基因型确定作物表型的预测方法 

 支持农业中的智慧技术和精准方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推出儿童农业教育战略 Strategy announced to provide children better 

farm education 

[FarmingUK, 7 月 3 日] 英国将建立新的教育合作伙伴关系，向儿童提供食品和农业信

息。 

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局（AHDB）与英国营养基金会（BNF）达成了一项新的教育战略

协议。这项新的教育战略将于 2018 年 4月启动，将使 AHDB从教育的“传输工具”，

成为粮食和农业教育信息的知识中心。 

http://www.bbsrc.ac.uk/documents/agriculture-food-security-strategic-framework-pdf/
http://www.bbsrc.ac.uk/documents/agriculture-food-security-strategic-frame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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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战略将使 AHDB与教育合作伙伴更好地进行合作的同时，增加教育价值，缩小行业

差距。 

BNF 几周前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儿童在关于食物方面有一些严重的误。

BNF 调查了英国各地超过 27, 500 名儿童，有的认为奶酪来自植物，西红柿长在地下，

炸鱼条是鸡做的等。 

儿童对食物的严重误解，不仅是 BNF 的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吉百利（Cadbury's）最近
的一项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孩子不知道牛奶来自奶牛，五分之二的孩子认为奶牛喝牛

奶并不是产牛奶。 

AHDB的教育团队高级经理 Diane Symes说：“与 BNF 的新合作伙伴关系，将使我们

能够通过提供值得信赖、质量有保证的食品和农业信息，建立 AHDB的教育声誉。 

“它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平台，通过营养和健康均衡的饮食，为未来的消费者提供关

于食物和农业的信息。 

“我们将进一步支持这一方式：通过师资培训、确保 AHDB不断建立信誉和信任；通

过对粮食和农业资源制定和引进公认的质量认证和计划，帮助制定新标准。” 

此外，该战略还有助于进一步建立英国农业“可信任和积极”的形象。 

将进一步推广一些活动，比如星期天农场开放日等。 今年的初步估计显示，超过 25 万

人，在全国 358 个举办星期天开放日的农场之一度过了这一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开启新中心支撑山区羊产业发展 Opening of landmark centre helps 

underpin UK hill farming industry 

[Newton Rigg, 6 月 3 日]   六月中旬，位于坎布里亚郡的牛顿里格学院羊业中心正式成

立。这座当前最为先进的中心将有助于保护英国未来的山地农业。 

这个多功能中心的成立得到农业和商业界领袖， 以及地方和国家有关机构的支持，其

中包括坎比里亚地方企业合作伙伴关系(LEP)、全国羊业协会和全国农民工会。 

中心既是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国家重点基地，也是最新技术的展示中心。  

中心的多种功能之间可以转换。可移动的动物活动区域，可以从产羔中心转变为宽阔

的存储空间，或转换成牲畜处理区域。透 光和通风的宽敞建筑面积为 36m x 25m x 

2.95m，因此可改善动物福利，并提高库存管理效率。 

技术方面包括使用手持扫描仪，记录动物在场内或场外数据—从体重、健康状况到耳

标号码。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信息用于学院的储备管理制度。 

坎布里亚尔地方企业伙伴关系(LEP)主任格雷厄姆·海沃德（Graham Hayward），在谈

到这一举措时表示：“坎布里亚尔企业伙伴关系的优先目标包括：投资培育充满活力的

农村经济；支持当地技能开发。 新建的牧羊中心可成为该区的绝佳资源，它将是山区
最佳耕作方式的一个国家级展示窗口，并提升坎布里亚尔在高地农业方面的卓越声

誉。”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Strategy-announced-to-provide-children-better-farm-education_4686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Strategy-announced-to-provide-children-better-farm-education_46864.html
http://www.newtonrigg.ac.uk/news/opening-of-landmark-centre-helps-underpin-uk-hill-farming-industry/
http://www.newtonrigg.ac.uk/news/opening-of-landmark-centre-helps-underpin-uk-hill-farming-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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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N8 农业食品联盟启动重大项目研究全球食物系统 N8 Agrifood 

Global project launches at University of York 

[N8, 6 月 9 日] 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 ）近日启动一项 330 万英镑

的重大项目，研究全球食物系统的

韧性（resilience）。 

这项题为“IKnowFood”的项目, 由

全球粮食安全计划资助，约克大学

牵头，与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
学联合执行。研究团队将与农民、

食品制造商、零售商以及消费者合

作，探索稳定维持营养性食物供应

的措施。 

研究团队将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开发实用工具来增强食物系统的韧性：  

 农民、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共同努力，创建新技术，使农民能早日发现作物病害，并确

定最佳收获时间 

 建立一个新的主要粮食商品供应链数据库，以支持零售商和制造商。 把贸易统计、社

会和环境风险评估、公司数据、以及监管和治理信息结合起来，帮助业务决策。 

 健康方面的科学家、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将调查消费者的信念和价值观，以及

为什么不同的人群做出不同的食物选择。为创建手机应用程序、网站提供信息，并利

用其他形式的沟通，说服消费者采取健康与可持续的选择。 

 将建立一个行业、消费者和研究机构的论坛，创建一个有韧性的粮食系统网络，以实

现食品行业数据共享和实用工具的测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旅游业对乡村收入贡献超过种养业 UK tourism generating 'more 

revenue' for the rural sector than farming 

 [FarmingUK，5 月 30 日] 物业咨询

公司 Bidwells说，旅游业比农业创

造更多的收入，也为农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 

约翰·霍伊（John Hoy）在最近的特

别农村研讨会上表示，人们对旅游

业的价值尚“知之甚少”。在加入

Bidwells公司之前，约翰·霍伊曾在

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担任

首席执行官达十四年。 

在演讲中，约翰·霍伊介绍了必须解决的潜在关键领域，如恢复旅游规划指导、发展技

术型人才队伍、减少繁文缛节和改善公共交通，以确保旅游业继续蓬勃发展。 

http://www.n8research.org.uk/n8-agrifood-global-project-launches-at-university-of-york/
http://www.n8research.org.uk/n8-agrifood-global-project-launches-at-university-of-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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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业和农业数字为例，每年有三亿六千五百万人次到农村旅游，为农村经济创造

186 亿英镑，提供 34 万个全职工作。 

“所以旅游业实际上比农业为农村创造了更高的价值，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可能

会让许多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人感到惊讶。” 

他告诉与会者，仅英国的活动产业 （Events Industry）通过访客的直接消费，经济价值

超过 410 亿英镑。 

他说：“所有这些领域都有巨大的机会，农村部门需要在英国脱欧后的市场上创造性地

发挥作用。” 

“这需要更多的创业精神，寻找其他活动，发现发展机会。”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业部门吸引外国投资 UK agriculture sector attracts overseas 

investors 

 
[FT，7月 13 日] 今年夏天，十多名投资者将从中国旅行 5000 多英里，来到位于英格兰

东部的农业带，剑桥附近的一个设施地，考察农场的废物如何变成沼气。 

身着高可视性警示服和高筒雨靴，投资者很可能发现，现场访问远远不如想象中迷

人。 但是，他们的到访确实证明了基金经理人的观点，随着金融机构寻求把握人口增

长、饮食习惯和创新变化等趋势，对农业投资机会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基金经理们在脱欧对英国农业的影响方面，虽有各种分歧意见，但一致认为，英国农

业在不断增长和多样化的食品市场上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整个行业仍然很有吸引力，

直接贷款方面具有利基机会。 

农业行业去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7％，价值 82亿英镑。 其 46.6 万名工人中大多数人

受雇于生产谷物、肉类、乳制品和家禽产品的家庭所有农场。 

根据晨星集团（Morningstar），落户于欧洲的 21个以农业为重点的基金中，只有 3个

位于英国，4月底该集团的资产总额从 2016 年底的 19.9 亿欧元下降到 17.7 亿欧元。但

管理层坚持认为有利益返还。 

萨拉辛食品农业机会基金会（Sarasin Food & Agriculture Opportunities fund）副基金经

理 Jeneiv Shah表示，农业仍然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英国是重要的食品出口

国。 

“从农民的角度来看，现在比 10年前更具挑战性，但对于股票市场投资者来说，它仍

然非常有吸引力，”他说，该行业提供满足食品市场的增长趋势，特别是随着消费者

更加关注食物的来源，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在外用餐。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tourism-generating-more-revenue-for-the-rural-sector-than-farming_46561.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tourism-generating-more-revenue-for-the-rural-sector-than-farming_465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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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辛基金拥有 1.35 亿英镑的管理资产，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分配给英国。2008 年推出

后，其年均增长率为 6.53％，在过去三年中，达到 13.4％。今年零售和机构投资者的

兴趣都在上涨。 

人口统计数据也利于该部门发展。根据联合国估计，到 2050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

97亿，高于今天约 73亿。除了会有更多的人口，人们对于吃什么也越来越挑剔。 

Impax资产管理公司上市股权联席主管 Bruce Jenkyn-Jones说：“从历史角度来看，粮

食的真正焦点是如何尽可能便宜地向 90 亿人提供食物。 

但现在，实际上由于人们对于农药、转基因作物的使用、气候变化的关注，以及想要

吃的更加健康，因此导向对质量的更加关注”。 

由于农民利用增加应用技术提高盈利能力，因此创新是另一个吸引点。 

Pictet资产管理公司 Pictet-Agriculture 基金会的联合经理人 Gertjan van der Geer说，精

准农业中有很好的机会，这是一种利用技术的农业方法，诸如自动转向的田间机械，

可以减少重复和过度投入。 

精准农业减少了农场成本，也使得行业更加高效 - 对于越来越多地考虑环境因素进行

决策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加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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