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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发布渔业政策白皮书 Government publishes plan for an independent 

fisheries policy 

[Defra，7 月 4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

事务部（Defra）发布可持续和可盈利渔业

发展蓝图，将重建沿海社区，支持渔民的

未来。 

脱欧之后，英国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沿海国

家，能够重新控制自己的水域和自然资

源，掌握与其他国家谈判的灵活性，确保

可持续鱼类捕捞。 

在题为《为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渔业》的白

皮书中，Defra提出了英国退欧后在渔业管理方面的方针, 概述了“渔业法案”中提出的

权力，英国将完全控制其水域以及设定捕鱼机会（如配额等）的能力。 

白皮书阐述了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沿海国家，将如何改革现行制度，公平分享捕捞机

会。目前英国渔民得到的是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捕捞模式的糟糕协议。欧盟成员国目

前在英国水域的捕捞鱼类数量，是英国在欧盟成员国水域的 8倍。 

白皮书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改善渔业的可持续性，支持下一代渔民，同时保护英国

珍贵的海洋环境。 

在脱欧实施期，英国将继续遵守共同渔业政策规则；但从 2020 年起，将作为一个独立

的沿海国家，谈判获得进入水域和捕鱼的机会。 

白皮书提出了探索更公平的捕捞机会分配方案。例如基于鱼类种群的分布，而不是历

史数据的区域附属（zonal attachment）方案。 

白皮书的核心，是英国政府对可持续渔业的承诺，包括终止浪费性丢弃鱼类，并且明

确表明，只有符合英国可持续性高标准的船只，才能在英国水域捕鱼。 

《白皮书》还承诺发布年度评述，依据最新的科学证据，列出鱼类种群的健康状况。

如果鱼类种群出现危机，英国四个渔业管理局将共同努力制定全面复兴计划，将其恢

复到健康水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提高马匹福利，英国立法强制芯片植入 Compulsory microchipping to 

improve horse welfare  
[Defra，6月 25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

村事务部（Defra）颁布了一项新法律，要

求马匹主人给马植入微型芯片，以防止对

马的虐待，改善马福利。 

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

会（RSCPA）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协会在

2017 年营救了上千匹马，突显出马匹经常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to-publish-plan-for-an-independent-fisheries-polic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to-publish-plan-for-an-independent-fisheries-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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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或胡乱丢掉的严重问题，状况堪忧。  

从 2020 年 10月起，法律将强制要求所有拥有者对他们的马、矮马和驴植入芯片。地
方当局和警方便可依据马类中央数据库，追查被遗弃马的主人，并确保他们受到惩

罚，而动物得到应得的照顾。这一举措也能够使丢失或被盗的马匹更容易回归失主。 

马科动物中央数据库将记录所有驯化的马，包括那些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之前需要植入

微型芯片的马匹。这将为马匹被遗弃时出现的迫切动物福利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使更快和更有效的重新安置动物变得更加容易，受到 RSPCA 等慈善组织的欢

迎。 

政府正在与兽医和英国马委员会密切合作，宣传法规变化，解释马主人要到 2020 年

10月才必须确保所有马匹都经过微型芯片处理。这个额外的时间将允许马主人将微芯

片植入与对兽医的例行访诊结合起来进行，费用约为 25-30 英镑。 

如果马主在 2020 年 10 月之前不对他们的马匹进行微芯片植入处理，他们可能会面临

地方当局的制裁，包括合规警告，并且作为最后手段，处以高达 200 英镑的罚款。 

该数据库法规已提交议会，经批准后，将于 2018 年 10 月 1日生效。它们在性质上，

与要求所有狗类进行微型芯片植入的立法类似。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指南帮助农民减少空气氨污染 New guide for farmers to help reduce air 

pollution from ammonia  

 [Defra，7月 27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发布新指南，列出了农

民、农业顾问和服务商减少氨气排放和改善空气质量可采取的措施。 

Defra的《清洁空气战略》指出，农业氨气排放占英国排放量的 88％，这些氨气会给

自然栖息地过量施氮，还与其他污染物结合，形成危害人类健康的微细颗粒污染物。 

《减少氨排放的良好农业操作规范（COGAP）》列出了农民可采取的减少氨气排放的简

单步骤，例如使用养分管理计划来计算施肥量。 

《规范》还包括了关于粪浆储存、撒播设备和基础设施的一些重大变化，以及粪浆和

沼渣的酸化与分离等创新技术。 

除了发布新指南，Defra 还提供一个财务和技术咨询服务包，帮助农民减少排放。 

Defra 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 300 万英镑，为专家团队提供资金，专家团队将为农民减

少氨排放的最有效方法提供支持、建议和指导。 

Defra还将资助最新的低排放撒播设备示范，以及减少氨气排放的一对一建议，该建议

将在今年年底前由流域敏感农业项目官员提供。 

英格兰乡村发展计划（RDPE），目前向《减少氨排放的良好农业操作规范》中推荐的

大部分粪便管理设备，提供 40％的补助。 

《规范》中有关如何减少排放的信息见本期另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ompulsory-microchipping-to-improve-horse-welfa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ompulsory-microchipping-to-improve-horse-welfa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guide-for-farmers-to-help-reduce-air-pollution-from-ammoni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guide-for-farmers-to-help-reduce-air-pollution-from-am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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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布食品农药残留 2017 年度报告 The Expert Committee on Pesticide 

Residues in Food (PRiF): Annual Report for 2017 

 [Defra, 7 月 19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公布食品农药残留 2017 年度报告。本报

告由食品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PRiF）编写。 

英国食品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PRiF）负责向政府

提供关于监测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独立建议。委员会

的具体职责是与健康与安全执行局的化学品管理部

门和食品标准局密切合作，向英国部长们提供以下

方面的独立建议： 

• 制定英国食品供应中农药残留监测计划 

• 评估结果 

• 抽样、样品处理和新分析方法的程序 

在履行其职责时，委员会将： 

• 以全面、易于理解、及时的方式向政府、消

费者、粮食及农业产业提供其调查结果和建

议 

• 向 Defra的首席科学顾问汇报 

• 根据政府的科学建议原则和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业务守则开展工作 

2017 年的食品农药残留总体结果 

2017 年，PRiF 测试了 3357 个样本。PRiF 测试了每种样品中多种不同的农药。总共，

测试了约 961,313 种食品和农药组合。 

在被检农药中，发现： 

• 53％ 未检测到残留物; 

• 43.7％ 残留量等于或低于最大残留限量（MRL）; 

• 3.3％ 残留量高于 MRL。 

其中，来自英国食品有 1807 个样本： 

• 36.0％ 未检测到残留物 

• 61.8％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2.2％ 残留量高于 MRL 

来自英国以外的食品 - 1550 个样本 

• 42.7％ 未检测到残留物 

• 52.7％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4.6％ 残留量高于 MRL  

水果和蔬菜 - 在 1883 个样本中，检测了多达 376 种农药，进行了 663,789 种食品和农

药组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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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未检测到残留物 

• 59％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3.3％ 残留量高于 MRL 

其中， 来自英国水果和蔬菜 699 个样本： 

• 47.6％ 未检测到残留物 

• 51.5％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0.9％ 残留量高于 MRL 

淀粉类食品和谷物 - 在 384 个样品中，测试了多达 375 种农药，约 141,192 种食品和农

药组合测试： 

• 22.7％ 未检测到残留物 

• 73.4％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3.9％ 残留量高于 MRL 

动物产品 - 在 858 个样品中，测试了多达 100 种农药，进行了约 71,136 种食品和农药

组合测试： 

• 90.6％ 未检测到残留物 

• 7.3％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2.1％ 残留量高于 MRL 

婴儿食品和其他杂货 - 在 232 个样品，测试了多达 371 种农药，进行了大约 85,196 种

食品和农药组合测试： 

• 89.3％ 未检测到残留物 

• 4.7％ 残留物等于或低于 MRL 

• 6.0％ 残留量高于 MRL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国家动物健康办公室启动动物用药最佳措施培训计划 NOAH launches 

new Animal Medicines Best Practice (AMBP) Programme 

[NOAH, 7 月 17 日]国家动物健康办公室 

(National Office of Animal Health，NOAH)推

出新的动物药物最佳实践（Animal 

Medicines Best Practice，AMBP）计划，指

导农民培训，支持英国农场负责任地使用抗

生素。该培训计划在议会上院启动，将为农
民和兽医提供获取新资源的途径，在培训农

民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方面，采用协调一致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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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P 项目的开发，是由 NOAH牵头与来自整个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工作组合作进行，

其中包括农民、兽医、农业负责任使用药物联盟（RUMA）、英国兽医局（VMD）英
国零售商协会（BRC）、及一些著名学者，为所有在羊、乳制品、牛肉和猪行业工作

的人们，创建一个扎实和可靠的培训计划。  

该计划将提高对抗菌素耐药性（AMR）的意识、知识与理解，并帮助在英国农场协调

一致地推动使用抗生素最佳实践。 

食品供应链明确需要适当的培训，该计划提供的资料将满足供应链和农场鉴证要求，

例如红色拖拉机报告（注：“红脱拉机”是英国广泛使用的一种农产品质量认证体

系）。 

农民可以通过 NOAH网站或直接通过在线 Lantra电子学习平台访问培训单元。除了为
农民直接提供服务外，兽医也可获取资源材料，使他们能够为其客户提供培训。这个

兽医资源中心将会很快建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减少氨排放良好农业措施规范 Code of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COGAP) for Reducing Ammonia Emissions  

[Defra，7月 27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与农业行业合作制定了减少氨气排放的良好

农业措施规范（COGAP）。这份指导性文件从有机肥的

储存和施用、合成化肥的应用，以及通过改变牲畜饲养

与安置等方面，向英国农民、种植者、土地管理者、农

业咨询顾问和服务商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氨排放，可

采取的实际步骤。 

氨（NH3）是一种主要的空气污染物，可对人类健

康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英国政府承诺，与 2005
年的水平相比，至 2020 年将氨气排放量减少 8％，

至 2030 年减少 16％。英国大约 88％的氨气排放来

自农业。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广泛采用本规范中的措

施来实现。 

减少氨排放和改善整体养分管理措施，可从量上减

少农民对合成肥料的需求。 

 

下文是规范的重点摘要： 

有机肥储存 

• 确保农场有足够大、维护良好的有机肥存储空间，能够只有当作物需要养分

时才潵播粪浆 

• 覆盖粪浆和沼渣液储存间，或让粪浆液自然形成外壳 

• 使用粪浆或沼渣液储存袋 

• 用塑料布覆盖田间粪肥堆 

• 保持家禽粪便和垫料干燥 

https://www.noah.co.uk/noah-launches-new-animal-medicines-best-practice-ambp-programme/
https://www.noah.co.uk/noah-launches-new-animal-medicines-best-practice-ambp-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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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撒播 

• 使用养分管理计划，并定期测试粪便和土壤，以计算合适的施用率和计划时

间 

• 只在适当时间，适当地点，撒播适当的量 

• 在温度低、无风和潮湿的环境中撒播 

• 在潵播粪浆和沼渣液时，使用低排放潵播设备（拖尾管，拖尾鞋或点注），

而不是表面潵播 

• 尽快（至少在 12 小时内）通过犁，圆盘耙或齿型工具将固体粪肥、分离的

纤维、饼肥或堆肥掺入土壤中 

• 对粪浆或沼渣液进行处理时，考虑通过酸化（使用专业设备和专家建议）或

分离等方法 

化肥撒播 

• 使用养分管理计划来计算施用的最佳时间和使用率 

• 从尿素基肥料转用硝酸铵肥料 

• 尿素酶抑制剂与尿素基肥料一起使用 

• 如果使用尿素基肥料，在降雨来临时播撒，应注入土壤或尽快掺入土壤 

• 在凉爽和潮湿的条件下施用硝酸铵，但在预计有降雨时避免施用 

牲畜饲料结构 

• 考虑使用专业的配方饲料，使饲料中营养成分与不同生产阶段的动物需求相

匹配 

畜禽圈舍 

• 定期清理圈舍和场院，并清除粪便。例如，使用传动带系统每周两次清除鸡粪

堆，并定期清洗和铲刮牛场院。 

• 尽量减少尿液和粪便之间的混合量（当这两者混合时形成氨）。例如，在牛舍

中使用带沟槽的地面来排开尿液 

• 最大限度地减少粪浆池坑暴露的表面积。例如，使用 V形槽，并减少猪舍中漏

粪区域的表面积 

• 保持家禽垫料和粪便干燥。例如，禽舍通风深坑或通道系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食品标准局成功首试区块链应用 FSA trials first use of blockchain 

[FSA, 7 月 2 日] 英国食品监管局 (FSA) 使用区块链技术在一个牛屠宰场成功完成了一

项试验。这是区块链首次被用作监管工具，以确保食品行业的合规。 

FSA信息管理负责人 Sian Thomas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发展。我们认为区块

链技术可以真正为食品行业增加真正价值，例如屠宰场的工作需要许多监查和对结果

的分析。”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29646/code-good-agricultural-practice-ammonia.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729646/code-good-agricultural-practice-ammoni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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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业界合作建立数据标准，让理论成为现实。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能够证明区块

链确实在食品行业的这一领域发挥作用。我认为现在有很大的机会让工业和政府共同

努力来扩展和发展这种方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必须大力投资在海外促销优质英国食品 UK must 'invest heavily'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British food abroad 

[Farming UK, 6 月 27日] 英国的一份农业媒

体指出，政府应该在谈判退欧贸易时，通过

更多地宣传红色拖拉机认证，充分利用英国

生产高质量、安全食品的能力。 

红色拖拉机认证建立于 2000 年，目前拥有

会员 46,000 多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农场

和食品标准体系。 

但是，根据红色拖拉机认证体系首席执行官

的说法，英国食品的推广“有限，且意识水

平很低”，政府现在必须将该认证作为一个关键卖点，“大力投资”。 

Jim Moseley 告诉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EFRA）特别委员会的“英国品牌”调查，认证体系应成为英国食品的旗舰。 

他说，该认证体系已经满足了许多国际市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保障食品的可追溯和

安全性。 

“政府在海外推广和营销英国食品的投资，与美国和爱尔兰等国家不在同一规模

上，”莫斯利先生说。 

“这两国都由政府资助，进行营销协调活动，发展出口和国际市场。” 

“这些需要投资和资源，而研究表明，机会摆在那里，我们相信现在是抓住机会的最

佳时机。” 

红色拖拉机和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的调查证据，展示了国际消费者对
英国食品的态度，76％的中国消费者信赖英国食品的安全度，61％的人准备为此付出

溢价。 

红色拖拉机和 AHDB 表示，英国食品的推广有限，而且意识很低。 

只有 44％的海外消费者表示他们之前购买过英国食品，这表明在消费者层面的品牌建

设存在潜在缺口，以及由此导致的认知度缺乏。 

AHDB国际总监 Phil Hadley博士说：“我们最近的消费者研究，显示了在主要海外市

场为我们的产品开发品牌认可的机会。 

要抓住这些机会，需要大量投资，以确保我们能够利用我们产品对非欧盟市场日益增

长的重要性。 

http://www.bitcoin86.com/block/
http://www.bitcoin86.com/block/
https://www.food.gov.uk/news-alerts/news/fsa-trials-first-use-of-blockchain
https://www.food.gov.uk/news-alerts/news/fsa-trials-first-use-of-blockchain


9 
 

AHDB拥有一支敬业的团队，由农民、种植者和加工商资助。致力于通过市场营销和

促销专业知识，发展国际贸易。”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本期简讯由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秘书处(英国)汇编。如有询问，请发邮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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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不希望继续收到协作网秘书处的邮件， 请发邮件至y.lu@uea.ac.uk，我们会将您从寄送名单上

删除。 

Compil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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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top receiving emails from the SAIN Secretariat please email:  y.lu@uea.ac.uk and 

we will remove you from our distribution list.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must-invest-heavily-in-promoting-high-quality-British-food-abroad_49645.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must-invest-heavily-in-promoting-high-quality-British-food-abroad_49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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