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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碳足迹报告（1997-2013） UK's Carbon Footprint 1997 – 2013 

 [Defra，8 月 2 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发表 1997-2013 年度英国碳

足迹（Carbon Footprint）报告，揭示英国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报告包括了在

英国消费的来自世界各地生产的和在英国国内生产的产品，以及英国家庭直接产生的

排放。 

根据公布的数据，与英国消费（英国的“碳足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13 年

略有上升。 

 据估算，2012 年至 2013 年期间，英国的总碳足迹上升了 3%。这一微小的增

加反映出与进口商品和家庭排放相关的排放量有所增加。 

 碳足迹在 2007 年达到高峰，为 12.9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13 年比其降低了

19％。 

 与进口相关的温室气体（GHG）的排放量，从 1997 年（该数据系列的开始年

份）到 2007 年的高峰期，增长了 41％，2013 年高于 1997 年 10%。与从中国

进口相关的排放量也在 2007 年呈高峰。到 2013 年，比 1997 年高出 112％。 

 2013 年，在英国生产的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排放量，较 1997 年降低了 26％。 

 研究显示，英国的二氧化碳足迹在 2012 年和 2013 年间上升了 2％。 

英国的总碳足迹包括以下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 2），甲烷（CH4），氧化亚氮

（N2O）和氟化物。二氧化碳足迹仅涉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碳足迹是指与英国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相关的排放，无论这些排放在世界哪个地

方的供应链上出现，以及哪些直接由英国家庭比如通过私人发动机等产生，这些排放

通常被称为“消费排放”，以便与一个国家本土或经济领域内'产生'的排放估计区分。要

了解英国的消费对温室气体排放有什么影响，需要考虑英国人购买的货物来自哪里及

其相关供应链。 

因为在非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时固有的不确定性，这些数据还只是被列为实验数据。

估算方法还需要不断地审查和完善。 

自 1997 年以来，英国经济继续从制造基地向服务业转移。它带来的其中一个后果是，

英国人现在购买和使用的商品，越来越多都是国外生产的。该统计公报将排放分解

为：在英国制造并消费产生的的排放量;由家庭直接通过加热和发动机产生的的排放量;

与进口（无论是从中国、欧盟和世界其它地方）有关的排放量。它不包括英国生产出

口商品所产生的排放。 

对国外产品进口到英国相关的排放，通常被认为是进口的“嵌入式”排放，不像测量在

英国境内产生的排放那么容易。虽然有如何换算的一般惯例，但其结果被认为没有与

估计国内产生的碳排放量那样可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2558/Consumption_emissions_May16_Final.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2558/Consumption_emissions_May16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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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相保证离开欧盟后继续提供欧盟资金 Chancellor Philip Hammond 

guarantees EU funding beyond date UK leaves the EU 
[GOV.UK，8 月 13 日] 英国企业和大学未

来的资金将得到保障；当英国仍是欧盟成

员期间，还应该继续申请竞争欧盟资金。 

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 8 月 13 日宣布，

数以千计的获得欧盟经费的英国机构将得

到资金保障。 

英国将对各地支持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开

绿灯，从而解除了决定离开欧盟后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 

财政部提出的保障举措包括： 

 对于秋季声明之前签署的所有结构和投资基金项目，包括农业环境计划，即使这

些项目持续到英国离开欧盟之后，都将获得全额资金； 

 财政部还将安排评估是否可以为那些可能在秋季声明后（当英国仍是欧盟的一

员）签署的个别结构和投资基金项目保证资金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将在今年秋季

声明前提供； 

 目前，英国仍然是欧盟成员，若英国机构在竞争的基础上直接竞标欧盟委员会对

欧盟的资助项目，例如参与地平线 2020 的大学，甚至具体项目持续到英国脱欧

之后，财政部将承担这种资金支付。 

这些举措使得英国的企业和大学对未来资金有了定心丸，企业和大学应该在英国仍是

欧盟成员时继续竞争欧盟资金。 

作为提升英国农业部门的一个新举措，哈蒙德还保证在共同农业政策 支柱 1 下当前的

农业资金水平将持续到 2020 年，然后过渡到新的国内安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或迟至 2019 年底才启动脱欧程序 
[BBC， 8 月 14 日] 英国退出欧盟的时间很可

能推迟到 2019 年年底，而不是一些政界人士

预计的年初，这是因为公务员对脱欧程序一

筹莫展，加上法国和德国即将举行大选。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由于英国负责

外交和退欧的政府部门仍在招募人员之中，

英国在明年年底前可能都无法启动第 50 项条

款。 

但是该报说，明年 5 月法国大选、9 月德国大

选，都可能令英国挪后启动脱欧条款的时

间。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hancellor-philip-hammond-guarantees-eu-funding-beyond-date-uk-leaves-the-eu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hancellor-philip-hammond-guarantees-eu-funding-beyond-date-uk-leaves-th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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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规则，英国将在触发第 50 项条款之后两年正式退出欧盟。所以，如果英国推

迟启动时间，那么英国正式退欧的时间也将从 2019 年初推迟至当年年末。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植物开花过程研究获进展 A step closer to understanding the ‘switch’ that 

triggers flowering in plants 

 
[JIC，7 月 28 日] 英国 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 JIC）的科学家，对理解植

物如何开始开花又向前迈进了关键一步。 

这个新进展发现了一个在植物春化过程中以前未知的步骤 - 负责开花时间的重要基因

与调节它的蛋白质之间的联系。新发现可能有助于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作物新品种。 

人们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来理解“春化”过程， 也就是植物如何感知低温期，并“记

住”此信息，以控制开花时间。春化过程确保植物避免在严酷的冬季开花，而开花于温

暖的春季和夏季期间，使它们有充足的时间和阳光产生种子。因此，理解植物春化对

油菜、西兰花及其它许多经济作物的成功至关重要。 

植物春化过程依赖于植物通过存在于植物细胞中的一个逐步修改的特定基因，'记忆'在

低温条件下已经度过多少时间。 

以前的研究表明，开花被叫做 FLOWERING LOCUS C（FLC）的基因抑制。在低温期

间，包裹该基因的蛋白逐步被修改，并切断该基因的表达，最终使植物从'生长'的发展

阶段转换到“开花”的发展阶段。 

虽然以前的研究找出了参与切断 FLC 基因的调节器，但没有搞明白这些调节器是如何

准确地确定其目标的。 

在这个新研究中，由 JIC 卡罗琳•丁（Caroline Dean）教授带领的科学家团队研究了突

变的植物种群，发现了未能正确应对冷的个体。随后，追踪到这个植物发生突变的部

位，并发现它是 FLC 基因内的单个碱基对的变化。 

研究团队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成功地确定了蛋白质 VAL1 如何识别 FLC 基因中的 DNA

序列。在上述未能正确应对冷的植物中，突变阻止了识别，所以 FLC 不能关闭。 

这项研究由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和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uk/2016/08/160814_eu_brexit_timing
http://www.bbsrc.ac.uk/news/fundamental-bioscience/2016/160729-pr-understanding-switch-that-triggers-flowering-in-plants/
http://www.bbsrc.ac.uk/news/fundamental-bioscience/2016/160729-pr-understanding-switch-that-triggers-flowering-in-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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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跟踪揭示大黄蜂的生命故事 Radar tracking reveals the ‘life stories’ of 

bumble bees 
[Rothamsted Research, 8 月 4 日] 科学家跟踪了一

组大黄蜂整个一生的飞行路径，被认为是所有动

物中首次如此详细的生命周期跟踪研究。 

这项新研究使用雷达显示单个大黄蜂如何探索其

环境及寻觅食物。研究结果显示，大黄蜂在觅食

花蜜和花粉时，围绕着自然环境飞行的方式有很

大的不同。 

科学家利用洛桑研究所（Rothamsted Research）

的谐波雷达追踪大黄蜂。该设备使用安装到大黄

蜂上微小的转发器探测雷达信号。这个仅 16 毫

米长，很轻巧的转发器不会影响蜜蜂的飞行行

为。研究人 员共记录了四只蜂的 244 次飞行，累

计时间超过 15000 分钟，总距离超过 180 公里。 

研究人员确定了两类飞行 - 勘探飞行和采食飞

行。勘探飞行一般发生在每个蜜蜂所做的前几次飞行，通过这些飞行，蜜蜂将发现其

一生中将返回进食的大多数地方。根据对食物来源地的记忆，蜜蜂用高效飞行去采

食，通常只是飞往单一的觅食地，很少与探索不熟悉的区域相结合。   

蜂通过给花授粉，为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提供宝贵的服务。了解它们如何使用可用空

间、如何以及何时找到食物，将为如何管理景观使植物、昆虫和庄稼受益，提供有价

值的信息。这项研究还有助于解释蜂媒授粉植物的基因扩散到整个景观的方式，并了

解寄生虫和疾病在植物田块之间蔓延的方式。 

这项工作由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MUL）和洛桑研究所的科学家进行。研究结果

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獾对牛的结核病传播途径研究获进展 Badgers and cattle seldom meet 
 [ZSL，8 月 4 日] 根据新发表的一份论

文，獾（Meles meles）和牛之间的近距离

接触，可能不是牛结核病（TB）传播的

原因。该论文为用新方法来管理这个争

议性疾病铺平了道路。 

这项研究由伦敦动物学会（ZSL）的罗茜

•伍德罗夫（Rosie Woodroffe）教授领

导，成果发表在 Ecology Letters 杂志上。

他们发现虽然獾喜欢以牧牛场作为栖息

地，但它们通常避免与牛碰面，也很少与牛接近到足够直接传播感染的距离。 

这表明牛分枝杆菌（引起牛结核病的细菌）的传播，很可能更多地是来自被污染的两

个物种的共享环境，而不是通过獾和牛的直接接触。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radar-tracking-reveals-%E2%80%98life-stories%E2%80%99-bumble-bees
http://www.rothamsted.ac.uk/news-views/radar-tracking-reveals-%E2%80%98life-stories%E2%80%99-bumble-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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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ZSL 研究小组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项圈和近距离感应接触项圈，在康沃尔

郡的 20 个农场，探索獾和牛如何互相接触。总共，佩带项圈的牛有相当于八年的时间

是在佩带接触项圈獾的活动范围内，有相当于近 15 年的时间是在佩带 GPS 项圈的獾

的活动范围 - 但从未发现这两种动物靠得很近。相反，同步 GPS 跟踪显示，獾更愿意

距离牛至少 50 米。 

关于该研究，伍德罗夫教授说：“对獾可以传播牛结核，人们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 

但不知道是怎样传播的，因而就很难为农民提供以最佳方式来保护牛群的建议。我们

的研究提供了传播是通过环境发生的有力证据，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控制结核病是如

此困难。这项工作标志着向识别更有效的方式以减少獾牛之间的传播，同时也潜在向

识别更好的方法来管理牛到牛传播迈进了第一步。” 

确定了传播的可能是环境污染，ZSL 的科学家们现在正准备下一阶段的研究，就是识

别在环境中有高密度病菌并被獾和牛共同使用的地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大麦主要病毒解码引导新的控制途径 Major pathogen of barley decoded: 

new avenues for control 

 
[BBSRC，8 月 11 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柱隔孢叶斑病的

病害，严重影响到英国农民的大麦收获产量和质量。这种疾病由致病真菌柱隔孢

（Ramularia collo-cygni）引起。目前，研究这种真菌的一个科学家团队已为其测序并

分析了它的基因组。他们的工作有助于揭示真菌如何引起大麦疾病，从而进一步研究

探索为何柱隔孢叶斑病成为大麦产量的威胁和严重的经济问题。由 苏格兰农学院

（SRUC）、爱丁堡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所、爱丁堡基因组学设施和洛桑研究所的科

学家们承担完成的这项研究，发表在 BMC 杂志上。 

真菌柱隔孢胶体（Ramularia collo-cygni）可以在大麦植物的细胞之间存在许多周而不

引起症状。然而，当植物内部的条件改变，真菌变得具有侵略性。它分泌植物毒素，

产生叶子两面都可见的黄圈内棕色长方形的病变。使叶子在长大之前死亡，光合作用

减少，造成高达 70％的产量损失。真菌是如何产生这些毒素，而这些毒素在占据植物

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是未知，但这项新研究发现了大量涉及分泌潜在有毒化学物质和

蛋白质的基因。近年来这种病害已成为大麦种植者的一个主要问题，原因可能是由于

近年来真菌或大麦植物的基因改变，或耕作措施等其它变化的结果。 

英国农民每年生产约 730 万吨大麦，约为£10 亿的价值。大约四分之一的大麦用于生

产啤酒，威士忌和其它饮料，其余主要是用作动物饲料。 

基因组还支持目前关于真菌如何演变的想法。科学家们证实了此真菌在分类上与其它

植物病原体同组，而且是引起小麦斑点病的小麦壳针孢 (Zymoseptoria tritici ) 的近亲。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zsl.org/science/news/badgers-and-cattle-seldom-meet
https://www.zsl.org/science/news/badgers-and-cattle-seldom-meet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6/160811-pr-major-pathogen-of-barley-decoded/
http://www.bbsrc.ac.uk/news/food-security/2016/160811-pr-major-pathogen-of-barley-decoded/


7 
 

最新研究：新烟碱类杀虫剂与英格兰野生蜂减少有关 New 

study:  neonicotinoid insecticides linked to wild bee decline across England 
[CEH, 8 月 16 日] 根据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的一项研究，英国乡村野生蜂类长期的数

量下降，与使用新烟碱类处理油菜作物种子有

关。 

 这项由生态与水文中心（CEH）牵头的研究

项目，利用 Fera 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蜜蜂、

黄蜂和蚂蚁记录计划提供的数据，审查了

1994 年至 2011 年间，62 种野生蜂类发生变化

与英格兰各地油菜种植模式的关系， 在这个

时间段里英国大规模推出商业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 

科学家们发现的证据表明，野生蜂种分布和群体大规模的长期减少，与新烟碱类杀虫

剂使用有关。 

在使用了新烟碱类杀虫剂的油菜作物上规律性觅食的野生蜂，如浅黄色尾大黄蜂

（Bombus terrestris），与在一系列不同花卉资源采食的野生蜂相比，平均来讲，衰落

程度强三倍，表明油菜是野蜂群落接触新烟碱类杀虫剂的主要机制。 

新烟碱类是一组可用于种子种植前处理的杀虫剂。活性化合物存在于整个植物体内，

当传粉昆虫食用处理过作物的花粉和花蜜时，会导致潜在摄入。 

以前小规模和短期的研究，确定了新烟碱类杀虫剂对蜜蜂和个别商业化饲养的野生蜂

种有负面影响，最近的研究发现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对五个蜂种的调查，包括脊梅森蜂（Osmia spinulosa）和沟蜂（Lasioglossum 

fulvicorne），新烟碱类杀虫剂的使用引起当地的野生蜂消失至少 20％。 

据研究人员介绍，数据表明了新烟碱类的使用造成全国范围的野生蜂多样性损失，以

及对集约种植区域的蜂群落保护具有影响。欧洲食品标准局正在进行新烟碱类农药对

蜜蜂的风险评估，预期在 2017 年 1 月完成，这些研究结果为这个评估提供大量的证

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超市在中国网售商品将翻一番 Sainsbury's to double products 

available online in China 
[Reuters， 8 月 1 日] 英国第二大超市集团

Sainsbury’s表示，继去年通过阿里巴巴天

猫网上商城在中国市场试行销售的成功，

将会在中国销售的商品数量增加一倍。 

Sainsbury's 集团表示，在阿里巴巴的营业

扩展，将意味着销售超过 100 个品牌的早

餐、饮料、有机和婴幼儿食品，并计划在

今年晚些时候进一步扩大销售商品范围。 

http://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new-study-neonicotinoid-insecticides-linked-wild-bee-decline-across-england
http://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new-study-neonicotinoid-insecticides-linked-wild-bee-decline-across-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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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nsbury's 集团首席财务官约翰·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中国的网上购物者对高品质

国际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英国早餐和英式下午茶正是投其所好。” 

在英国国内市场，Sainsbury's 与其他传统连锁超市包括连锁店巨头 Tesco 一样，正受

到德国折扣店 Aldi 和 Lidl 快速增长的挤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公投脱欧后英镑贬值农民或可受益 Britain’s farmers could benefit from 

weaker pound after Brexit vote 
 [BBC, 8 月 18 日] 随着夏收结束，英

国农民将会关注比天气更加重要的

事情。 

全国农民工会（NFU）的经济学家

阿南德•多萨（Anand Dossa）说：

“英镑和欧元之间的汇率绝对重要，

它是英国农业盈利多少的最大决定

因素”。 

九月份欧元和英镑之间的平均汇

率，将决定英国农民从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中得到钱的多少 - 去年它是英国农

业收入来源的一多半。 

CAP 支付结算是用欧元，因此英国农民实际得到多少取决于汇率; 去年他们遇到了八

年来最差的汇率。 

自欧盟公投后，英镑兑美元汇率已跌至 30 年来的最低，兑欧元汇率也显著减弱。这意

味着，一旦转换成英镑，农民的欧盟补贴有可能增加 15％ ，大约额外的 5 亿英镑。 

然而，较弱的英镑会使燃料、肥料和动物饲料更加昂贵，但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某些

部门，英国已经在国内和国外的生产有了提升。 

来源于国外的食品与国内生长产品相比，价格已经上涨，英国的农民有了竞争优势。 

英国去年食品和饮料的出口价值是 180 亿英镑，进口价值是 385 亿英镑。其最大的贸

易伙伴依次为爱尔兰，法国，荷兰和美国。 

许多农民说，从英镑下跌得到的补充（通过价格和欧盟的补贴），非常及时。 

英国近三年来食品价格一直在下降。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的最新数据显

示，价格几乎跌回到 2010 年的水平。 

全国农民工会说，没有国家支持，英国的许多家庭农场“将无法经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行业介绍 Industry Profile  

可持续集约化研究平台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Platform (SIP) 
由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Defra）及威尔士政府资助，英国在 2014 年建立可持续

集约化研究平台（SIP），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在景观尺度上探讨英格兰和威尔士可持

续集约化（SI）的机会和风险。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sainsbury-s-china-idUKKCN10C1W0
http://uk.reuters.com/article/uk-sainsbury-s-china-idUKKCN10C1W0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37094194
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3709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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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平台是一个由农民、行业专家、学者、环保组织、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

加的多合作伙伴研究计划。 

SIP 的目标 

SIP 的总体目标是为实施农业可持续集约化的融资方式和开展合作研究探索新的途

径。平台的具体目标包括： 

 建立科学家、农民、经济学家、环保服务、决策者和其他环境和农业利益相关

者之间更密切的联系 

 利用研究农场开展农作制度和土地管理的实例研究 

 创建数据平台，使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关方，能够访问 SIP 项目收

集的大量数据 

SIP 的主要原则 

 在农场、景观、供应链和市场水平上，从不同的视角和时间框架，全面探讨可

持续集约化； 

 提供相关工具，帮助个人和群体寻找适合于他们的可持续集约化机会，平衡可

持续集约化实施过程中不同的目标和优先事项。 

政策背景 

食品、农业和环境政策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可持续集约化本身不是一个政策目标，但

它可以帮助实现政府的优先事项，例如使农村经济不断增长，引领全球食品业和农

业，同时改善环境。 

推动建立可持续集约化研究平台的主要政策包括： 

 在气候变化和对资源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应对可持续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带

来的挑战 

 更好地整合土地管理政策，使其传递一致信息，提高对农民建议的针对性和对

农民的奖励计划 

 激励新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竞争力。 

虽然有大量关于农业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方面的信息存在，但大多是研究非常具体

的领域。土地管理决策所依赖的知识和信息的整合，往往是由农民或咨询人员自己完

成。 SIP 探索用系统的方式整合现有的知识，支持农民、土地管理者、农业食品行业

和政策制定者们平衡而且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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