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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农业实现抗生素使用目标取得进展 UK farming’s progress towards 

antibiotic use targets 
[Farming UK，7 月 29 日] 农业负责任用药联盟（RUMA）发布的半年度报告显示，英

国畜牧业的八个不同部门在实现 2020年抗生素使用目标上取得积极进步。 

2020目标由一个专门的目标工作组（Targets Task Force）制定，于 2017年 10月发

布；其中包括了定量和定性指标，旨在减少、改进、或替代英国农场动物的抗生素使

用。 

目标工作组由来自肉牛、乳制品、禽蛋、鱼类、猎鸟、猪、家禽肉和绵羊等领域的杰

出兽医和农民组成，他们也向各自行业的主要机构提供咨询。 

虽然每个领域所设定的目标根据其所能提供的数据和范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整体

目标被认为是“积极和主动”的。 

RUMA秘书长克瑞斯·劳埃德（Chris Lloyd）表示，将在 11月对抗生素使用进展情况

进行全面审查。 

“2014 - 2016 年农场抗生素销售总量成功减少 27％，这份报告描述了在此基础上，

目前正在实施的行动。”劳埃德先生说。 

他补充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个部门开始参与抗生素减量活动的时间、疾病压

力、生产者数量及其结构等方面都是非常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领域已经有了重大改变，正在‘优化'如何以及何时使用抗生素，

而其他领域还聚焦在数据、通讯和抗生素用量‘热点'等问题。” 

据报道，英国用于治疗和预防农场牲畜疾病的抗生素销售额，在过去两年减少 27％之

后，又创下了历史新低。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农业环境计划 Environmental farming scheme given green light 

[Defra, 8 月 2 日] 环境大臣宣布，按结果付

款（PBR）项目将是由英国直接资助的第

一个农业环境计划。 

将来，按结果付款（PBR）试点的所有资

金将来自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

(Defra)，并宣布增加 54万英镑支付农

民，具体根据他们在未来两年取得的环境

成果。 

该项目在英格兰东部的诺福克郡（Norfolk）和萨福克郡（Suffolk）以及约克郡的温

斯利代尔（Wensleydale）两个地区开展；支付参与项目的农民，使其完成专门针对他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Interim-report-shows-UK-farming-s-progress-towards-antibiotic-use-targets_49901.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Interim-report-shows-UK-farming-s-progress-towards-antibiotic-use-targets_49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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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在地区的环境需求所制定的工作。例如，在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支付农民为蜜

蜂和其他传粉昆虫种植蜜源植物，而在温斯利代尔地区，支付农民管理物种丰富的草

甸。 

在此公告发布之前，政府就未来的农业政策进行过公众咨询，政策中包括了根据农民

提供的公共产品向农民提供报酬的计划。当英国离开欧盟后，还将会有进一步的试验

来实现一个农业企业利润和环境土地管理可以共存，并相互补充的模式。 

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在欧盟共同农业政

策（CAP）下，农业环境计划过于官僚，缺乏灵活性。这阻碍了对环境充满热情并希

望看到真正变化的农民创新。 

按结果付款试点，标志着我们在考虑如何奖励农民的工作方式上的转变。这种方法表

示我们如何看待农业支付的未来，支付农民为大众所享受的环境提供公共产品。” 

这次试点的重点是为农民提供培训和指导，使他们有能力为自己的土地制定自己的管

理计划，并更加了解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及其原因。这种灵活性，意味着项目参与者

能更多的了解他们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的野生动物，并更有创意地思考如何实现

这些目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动态 Science & Technology 

英国研究人员创造可持续饲养三文鱼方案 UK researchers create 

sustainable feed solution for farmed salmon 

 
[BBSRC，8 月 1 日] 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 (BBSRC) 报道，英国首次在

大西洋三文鱼养殖的大部分阶段，将用转基因植物生产的新饲料喂养。 

研究人员们本月启动的新项目，使用从转基因植物压榨的油成分作为饲料替代品，喂

养大西洋养殖三文鱼，这可能有助于减轻紧张的海洋资源压力。 

来自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的植物科学家 Johnathan Napier 教授和斯特灵大

学 (University of Stirling) 鱼类营养学家 Douglas Tocher 教授，已经合作了近 20 年，一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nvironmental-farming-scheme-given-green-ligh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nvironmental-farming-scheme-given-green-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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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提供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脂肪酸 Omega-3 的新来

源。   

“这是验证该项目有效性的最大喂养试验。它将展示在整个三文鱼生产周期中，都能够

使用来自植物的 Omega-3 鱼油，因此，具有及其重大的意义。” Napier 教授解释说。 

该项目中的鱼没有经过基因改造，而被喂食的饲料中含有从转基因植物压榨的油。关

于向养殖鱼类供应鱼油的可持续性问题，该项目既可以作为概念证明，也可以作为解

决办法。目前的做法是利用来自大海的鱼油和植物油混合物，作为养殖鱼类饲料。 

“这项联合项目使我们能够在大海围栏里将三文鱼养殖到市场需要的大小，同时提取

数据，以确保新饲料支持良好的生长、饲料用量和产品质量，”Tocher教授说。 

Napier教授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使用转基因植物开发一种可持续的 omega-3 来源。该

试验使用的油来自转基因油籽作物亚麻芥（Camelina）。 

经过改良的亚麻芥含有高水平的有益 Omega-3脂肪酸，被证明是水产养殖饲料安全且经济有效

的来源。 

Tocher教授指出“目前，一份养殖三文鱼中所含 Omega-3脂肪酸、EPA和 DHA 的量，大约是十

年前的一半。” 

Omega-3鱼油，也称为 omega-3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如 EPA和 DHA，已被证明有益于

人类健康，降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代谢疾病如肥胖和 2-型糖尿病的风险。这些油被认

为对最佳人体营养至关重要，但提供它们的野生鱼类种群已经处于可持续性管理的危

险极限。意味着当前世界鱼类种群无法为全球人口提供足够的营养。 

该研究旨在将养殖鱼类中的 omega-3脂肪酸，恢复到十年前的水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投入 6 百万英镑研究有害化学品对生态系统影响£6 million to explore 

impac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on UK ecosystems 
[NERC，8月 9日] 英国自然环境研究

理事会（NERC），拨出 600 万英镑，

用于调查人类使用的潜在危险化学品

对英国栖息地和野生动物产生的影

响。 

在 NERC协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来自政

府、法规部门和企业的参加者认为，

需要进行重要的研究，去了解新化学

品和化学品组合对生态系统以及依赖

于生态系统的动植物的影响。 

随着新化学品被不断地用于农业、工业和日常生活，这项研究不仅希望发现不可预见

的影响，而且设计一个新方法，可以应用于淡水、大海、陆地上所有类型的生态系

统，来测试这些影响。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8/180801-pr-uk-researchers-create-sustainable-feed-solution-for-farmed-salmon/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8/180801-pr-uk-researchers-create-sustainable-feed-solution-for-farmed-sal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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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标准测试方法，可以确定单个化学品的毒性，但无法分析化学品混合在一起后

的组合影响，这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该项目由生态与水文中心（CEH）的 Andrew Johnson 教授和 David Spurgeon 博士以及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 Guy Woodward 教授领导。 

生态与水文中心的 Andrew Johnson 教授领导的课题是：“排放到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是

否会伤害野生动物种群？”，旨在确定在目前的化学品使用情况下，哪些野生动物种

群状态良好，哪些不好。该评估将基于英国庞大的长期野生动物种群数据，并将考虑

对化学品暴露以及其他各种因素。英国在过去 40年中收集了数以亿计的数据记录，而

关于它们对化学品的反应，之前从未在此规模上进行过。  

生态与水文中心 David Spurgeon 博士领导的课题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的经典和时序

混合协同作用：流行、机制和影响”，将研究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混合物对陆地无脊

椎动物影响的详细机制。 研究人员将使用一系列生态、分析、遗传和建模方法，确定

混合暴露导致的影响大于当前广泛使用的模型可预测的影响的情况，以及这些影响的

生物学原因，及其对无脊椎动物种群和群落的影响。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Guy Woodward 教授领导的课题是： “一个新框架 - 用于预测复杂

生态系统中新出现的化学压力源影响”。 研究团队将探索开拓一个评估和预测新化学

品对环境影响的框架。他们将把建模、实验操作和监测与一系列为社会提供重要服务

的淡水生态系统相结合，从处于食物网最底层那些受微生物驱动（例如，水净化），

到食物网最顶端那些与鱼类相关的生态服务功能。他们工作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是要弄清楚新出现的化学威胁将如何与气候变化影响（如气候变暖和干旱）相互作

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大型储存罐中牛奶可用于可用于检测口蹄疫 Milk from bulk storage tanks 

could be used for foot-and-mouth disease testing 

 
[BBSRC，8 月 1 日] 英国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报道，Pirbright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APHIS）外国动物疾病诊断实

验室的合作研究表明，可以使用一种潜在的足够灵敏的方法来识别储存在集装罐或奶

https://nerc.ukri.org/press/releases/2018/30-chemicals/
https://nerc.ukri.org/press/releases/2018/30-chemicals/


6 
 

罐中混合奶中的病毒，在牛奶样本中检测口蹄疫病毒（FMDV）。这些令人鼓舞的结

果表明，牛奶样本测试可能有助于疾病爆发期间和之后的监测。 

口蹄疫（FMD）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每年在全球造成的直接损失和疫苗接种成本

估计高达 110 亿美元。在通常没有口蹄疫的国家爆发可能会造成破坏性后果，例如

2001 年在英国爆发，导致屠宰 600 万只动物，并损失超过 80 亿英镑。 

对口蹄疫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对病毒的快速和准确检测。目前的测试通常使用组织或血

液样本，样本收集可能具有侵入性，并且需要兽医或动物健康人员的专业技能。收集

牛奶的侵入性要小得多，如果需要，可以每天进行。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奶牛群的疾

病监测，因为如果在典型的 100-1000头大小的牛群中有一头感染的牛，对集装牛奶样

品的测试，也可能足够敏感地检测到。 

该测试能够在大约 4小时内产生结果，并且可以在动物被感染后长达 28天内检测到牛

奶中的病毒遗传物质，远远长于传统监测样品（例如血清）提供的 10天时间。这使得

该项技术成为一种非常有前景的监测工具，用于无口蹄疫国家的潜在爆发期，或用于

研究口蹄疫病毒在其频繁发生地区的分布和传播。 

从集装储罐中取样不需要单独测试每只动物，而且不需要叫兽医来进行取样，从而降

低了测试成本，并避免了使动物感到紧张。 

研究报告第一作者，来自 Pirbright研究所的 Bryony Armson 说：“牛奶已经被用作

一些疾病的监测工具，例如牛病毒性腹泻和布鲁氏菌病，所以探索这种方法来检测

FMDV是有道理的。我们能够在真正的爆发期间检测 FMD感染的奶牛牛奶中的病毒，并

且在牛奶中可以比血清中更长期间检测到病毒。研究还显示这种口蹄疫检测方法，能

够检测出稀释液中的病毒，这些稀释液与散装牛奶储存中存在的液体相当，突出了牛

奶用作监测样品的可能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高效可持续农业研究计划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pply for funding 
 [UKRI，8 月 13 日] 英国研究和创新署报

道，，将通过产业战略挑战基金提供高达

2000万英镑的资金，用于提高农业系统中

作物和反刍动物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英国机构可以申请高达 2000万英镑资金

的项目，用于改变农业食品部门与作物和

动物系统的合作方式。 

这笔资金是政府产业战略挑战基金改变粮

食生产挑战的一部分。由英国研究与创新署供给，并通过 Innovate UK支付。 

由于全球人口的持续增长，英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然而，

成本和环境因素等农业生产问题，意味着必须以更高效、更有弹性、和更可持续的方

式达到目的。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8/180808-pr-milk-from-bulk-storage-tanks/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18/180808-pr-milk-from-bulk-storage-t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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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通过其产业战略挑战基金提供资助，支持企业创建符合这些目标的颠覆性技

术并融入精准手段。 

政府为“改变粮食生产挑战计划”投资 9000万英镑，这将使农民和农业企业更容易接

受技术和创新。 

这项 2000万英镑的资金竞争是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将农业食品部门与实时机

器人传感、数据、人工智能、地球观测方面的专业知识相结合。 

目的是通过鼓励农村增长、创造高技能工作和新的出口机会，来改变英国的食品生

产。 

该 2000万英镑将资助两种类型项目： 

 生产力解决方案：在一个供应链或生产系统中开发单一干预措施 

 供应链解决方案：在供应链的至少 3个部分开发多种干预措施，例如： 

1) 牛肉生产商、牛肉加工商和超市零售商 

2) 植物育种者、作物种植者和食品制造商 

项目应关注以下两个主题之一： 

 在农作物和反刍动物生产系统，提高生产力并改善环境产出 

 开发新的、高效、高价值的生产系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并改善环境绩效 

这可能包括： 

 将数字技术和工程解决方案与生物、环境或社会科学相结合，提高生产力 

 开发连接农场和供应链的技术和系统 

 将其他部门的创新技术转移到农业中 

由于此次竞争是产业战略挑战基金的一部分，它需要满足政府改变粮食生产的目标。 

希望做到： 

 提高英国农业系统的效率和生产力 

 将可持续粮食生产与改善环境影响相结合，例如提高生物多样性、提高土壤和

空气质量，减少排放、污染和废物 

 促进农业技术增长并增加出口 

项目还必须： 

 有明确的进入市场的途径 

 开发一个可在生产系统或供应链中演示的优化原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fficient-and-sustainable-agriculture-apply-for-fund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fficient-and-sustainable-agriculture-apply-for-f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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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 2016 年食品业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Food Chain 2016  
 [Defra，7 月 27 日] 食品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国约占非金融商业经

济总增加值的 9％。食品链中有四个部分：零售业、制造业、批发和非住宅餐饮。食

品中包含酒精和非酒精饮料。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投入转化为产出效率的指标。例

如，如果投入量增加，产出量保持不变，则 TFP 增加。同样，如果投入量减少，而产

出量保持不变，则 TFP 会增加。尽管人们需要购买的食品数量存在实际限制，但由于

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出口的增加，产出量可能会增加。 

2016 年英国食品部门的总增加值 

2016 年，食品链四个部分的总增加值为 1040 亿英镑。餐饮业是最大的贡献者，327 亿

英镑，而批发业则为 123 亿英镑。 

2016 年 亿英镑 

食品和饮料制造业 295 

食品和饮料批发业价 123 

食品和饮料零售业 294 

非住宅餐饮业 327 

2000 至 2016 年，英国食品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趋势 

• 2016 年批发业的生产率增幅最高，为 2.8％，而餐饮业是唯一的生产力下降的

部门，为-1.1％。 

• 自 2000 年以来，制造业的生产率最高，除了 2001 年和 2014 年，批发部门略

高。 

• 制造业和批发业从 2000 年到 2016 年稳步上升，而零售和餐饮业的上升趋势较

为平缓，但有一些一次性的峰值。 

• 2016 年，餐饮业的生产率低于 2000 年，而所有其他部分的生产力都有所提

高。然而，制造和批发的增长远远超过零售。 

• 2002 年和 2009 年，所有部门的生产力都有所下降。 2004 年和 2010 年所有部门

都提高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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