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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启动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的“反弹”计划 ‘Bounce back’ plan for

agriculture, food and drink industry launched
[DIT, 6 月 22 日] 国际贸易部（DIT）和环
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6 月 22
日联合宣布新战略干预措施，帮助英国
农业、食品和饮料行业的企业扩大在海
外的贸易活动。
这次推出的措施将为从农场到餐桌的整
个食品供应链中的生产商、制造商、和
农业技术公司提供支持，这些措施是在
权力下放政府、贸易协会、企业、以及
国际贸易部的区域和国际网络的前瞻判
断基础上制定的。
英国的农业、食品和饮料业受到冠状病毒的严重影响。尽管在适应新形势方面有出色
表现，但出口受到打击。政府致力于支持这一最重要的行业重新进入国际市场，并扩
大市场份额。
具体措施包括：
1.

推出 GREAT DIT 食品和饮料出口大师班，这是一个范围广泛而又量身定制的网络
研讨会计划，将与贸易协会、英国各地区（包括权力下放的政府部门）、以及国
际贸易部的国际网络合作，由国际贸易部的出口专家支持。

2.

推出食品和饮料中小企业（SME）电子商务加速器试点，利用国际贸易部的电子
出口计划提高对包括农业技术在内的食品和饮料 SME 的国际电子商务支持水平。
这将包括：电子商务专家和区域顾问提供一对一的电子商务出口诊断；一系列新
的行业网络研讨会和播客，重点是突出通过电子市场进行出口的机会；以及通过
各自公司的网站进行国际化的虚拟研讨会，帮助产品直接销售给全球各个市场消
费者。

3. 选拔 50 位食品和饮料出口宣传大使，同时利用农业食品的国际贸易顾问专家网络
来激励有抱负的出口商。
4. 任命首个专为阿联酋和泛海湾地区服务的农业食品参赞，其职责重点是支持英国
的食品和饮料行业，并代表已经出口到该地区的英国企业以及希望首次出口的英
国企业的利益。
5. 使用创新的互动软件启动实际和虚拟活动计划，联系买家、推广英国产品并打入
国际市场。这将包括：通过虚拟交付计划，与选定的美国买家直接合作的海外虚
拟买家试验；开发英国的“智能远程销售流程”，其中包括将食品和饮料样品发
送给买家。
6. 借助 Defra 的卓越食品（Food is GREAT）活动，在优先出口市场（例如美国，中
国和日本）开展有影响力的针对性促销， 该活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扩展到阿联酋
和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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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农业食品和饮料以及农业科技公司举办两次投资者虚拟圆桌会议，介绍英国投
资战略、英国农业科技国际战略的进展以及启动第二阶段的“高潜力机会计
划”。
8. 提升英国出口金融（UKEF）的“出口商优势”活动，以进一步识别和响应行业的
需求，提高对 UKEF 和贸易金融（Trade Finance）如何提供帮助企业赢得并履行出
口合同的认识。UKEF 还正在加快产品开发，使更多的英国出口商获得支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领袖呼吁实现疫情绿色复苏 Make Covid-19 recovery green, say
business leaders
[BBC, 6 月 1 日] 英国 200 多家顶尖公司和投资者致信首相呼吁政府提供优先考虑环境
的新冠疫情复苏计划。呼吁信由三菱，昕诺飞和约克郡水务等公司推动起草, 签名者来
自跨行业的跨国和国内企业，包括能源，金融，消费品，零售，建筑，水务和通信，
如劳埃德银行、阿斯达 、西门子和天空广播公司等。
信中提出的建议包括：


推动对低碳创新、基础设施和行业的投资；



将支持重点放在最能支持环境，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复苏的部门上，同时
还要使经济脱碳；



设置财务支持附加条件，以确保获得救助资金的公司得到妥善管理，并与气候
目标保持一致。

签名者们呼吁敦促政府发布详细计划，使英国回到实现中期气候目标的轨道上。
创造就业机会
他们在信中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刺激经济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就业和经济
增长。
“这些措施还将支持英国长期气候目标，并在公共卫生和福祉等其他关键公益领域取得
更好的成果。
“对建筑翻新，海上风电，电动汽车，环境改善和低碳产业集群等项目的投资有潜力为
英国多个地区带来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绿色附加条件
绿色团体呼吁将所有救助资金投向完成绿色目标的公司。绿色附加条件应该成为救助
规则。
企业领袖认为，决策者现在的决定，将左右英国雄心勃勃的净零目标的成功。它们将
产生数十年的影响。实施宏大的'绿色'复苏计划，为企业制定统一战略提供清晰的途
径，并引导投资者将资金大规模地投入到'绿色'项目，是必须，而不是选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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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建立贸易与农业委员会 Government to set up trade and
agriculture commission
[FW, 6 月 29 日] 英国政府同意成立贸易
和农业委员会，就英国脱欧后贸易协定的
方针向部长们提供建议。
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鲁斯（Liz Truss）
在 6 月 29 日致全国农民工会（NFU）主
席的信中宣布了这一消息。
国际贸易大臣在信中说，该委员会将重点
关注四个领域：


考虑政府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应该采取的政策，以确保英国农民不会面临不公平
竞争，并且不会损害他们食物生产和动物福利的高标准；



反映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考虑英国如何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联盟，以帮助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动
物福利标准；



制定贸易政策，为英国农业产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识别并开拓新的出口机
会，并使英国整体经济受益。

这个委员会将不会成为半官方机构或监管机构，并且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在此之前，NFU 进行了数月的游说和宣传活动，要求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审查政府与
各个国家的贸易协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制定外国季节性农业工人来英工作指南 Coming to the UK for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 on English farms
[Defra，6 月 3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于 6 月 3 日公布疫情期间季
节性农业工人来英的旅行及工作指南，要点如下：


如有新冠病毒感染症状，不得旅行来英



入境时需要向海关提供季节工人身份证明，这样就不必在入境最初的 14 天内自
我隔离



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可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农场



如在旅行过程中出现症状，须告知乘务人员或司机



入境后的前 14 天可以在农场工作，但必须避免与农场其他人接触，保持社交距
离



入境后的前 14 天内只有特殊情况才可离开农场，包括突发的健康问题、获取无
法被投送的食物或药物等必需品



入境 14 天后如无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则遵循与英国普通民众一样的规则



如出现病毒感染症状，需自我隔离 14 天，并向国家卫生服务（NHS）申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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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海外招聘季节性劳工的雇主也要遵循这些规定，并在工人到达农场的两
个小时之内向其解释工作和生活安排，以及工作操作指南和社交距离要求。

据估计，要确保今年夏天水果和蔬菜得到及时采摘，英国农场需要 80,000 名工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应对疫情，英国更新乡村守则 The Countryside Code
[Defra，6 月 5 日] 应对疫情，英国环境、
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更新了乡村
守则，要求人们在访问乡村时遵守。
尊重他人


考虑当地社区和其他喜欢户外活动
的人



谨慎停放车辆，以确保入口和车道
畅通无阻



保持门栏和设施处于原状



道路狭窄时礼让他人

保护自然环境


不留痕迹，将垃圾带回家



不得烧烤或生火



保持狗的有效控制



狗粪要打包后投入垃圾箱

享受户外


提前计划，检查哪些设施开放，做好事先准备



遵循当地的建议和标志，遵守社交距离措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最新研究揭示海洋保护区的气候效益 Climate benefits of Marine Protected
Areas revealed
[Defra，6 月 8 日] 6 月 8 日是世界海洋
日，当天发表的一项新研究表明，海洋保
护区 (MPAs) 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
自然保护联合委员会（Joint Nature
Conservation Committee， JNCC）受政府
委托进行的这项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海
洋保护区都含有对未来气候适应力至关重
要的栖息地。 43％的 MPAs 包含诸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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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海藻和其他植物床等栖息地，这些栖息地在保护海岸线免受恶劣天气影响中发挥
了作用。预计气候变化将导致风暴潮的频率增加以及海平面上升。
研究还发现，有 29％的 MPAs 保护着栖息地，如沿海盐沼、海草、盐水芦苇床等栖息
地，这些都有助于二氧化碳的吸收和储存。
这项研究结果强调了政府承诺为英国海外领土及其本国海岸创建“蓝带”海洋保护的重
要性，因为这些栖息地可能会因锚定、疏浚和拖网等人类活动而受到破坏。
这项研究还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新的工具来衡量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海面温度升高、
海洋酸化、海洋热浪和海平面上升对海洋敏感栖息地的影响。可用于指导将来的保护
措施。
英国当天还宣布，有七个新国家加入了由英国领导的全球海洋联盟，该倡议旨在到
2030 年确保全球 30％的海洋得到保护。联盟中总共有 20 个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是新
加入的主要参与者，其他新加入者包括斐济，佛得角，摩纳哥，塞内加尔和卢森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放牧试验证明 IPCC 对气候影响的估算不再适用 Grazing experiment
shows IPCC's own estimates of climate impacts are off
[Rothamsted Research, 6 月 5 日] 人们普
遍认为牧场排放出强大温室气体。洛桑
研究所最近研究发现，某些牧场类型直
接排放的温室气体低于先前的想法， 也
就是说草食牛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
被高估了。
洛桑所的一个研究小组展示了从生长有
白三叶草（ 通常播种到牧场上以减少对
氮肥额外需求的一种植物）的牧场上饲
养的动物尿液中氧化亚氮的含量,仅是科
学家先前假设量的一半多一点。
氧化亚氮是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其危害性是二氧化碳的 265 倍，可构成牛肉供应链
排放量的 40％，该研究小组说，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农业在 2040 年实现其“净零”目
标。
研究人员在德文郡的实验牛羊农场中测量了一个畜群的排放量，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对
实际牧场操作最真实的再现。大多数关于牲畜排放的研究都是通过结合各种实验系统
的数据以及一些估计值得出结论的。
该研究的合作者劳拉·卡德纳斯（Laura Cardenas）博士说，这些估计值目前由政府间气
候变化委员会（IPCC）提供给科学家们， 用于计算食品供应链对气候的影响。
由于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挑战，使用测量土壤中氧化亚氮损失所做的实地试验，通常会
加入源于其他农场或该农场其他地方的牲畜粪便和尿液，
该研究团队在《农业、生态系统与环境》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介绍了他们如何创建近
乎“封闭”的系统，从而可以监测氮从土壤到草料再到牛的循环流动，最终，再次回到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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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是在洛桑研究所的“农场实验室” - 北威克农场平台进行。这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设
施， 这里所有与畜牧业有关的环境、农业和经济相关数据都是全天候收集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免费网上工具帮助农民实现环境效益 Free online tool will enable farmers
to deliver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EH，6 月 11 日] 英国生态水文中心
（UKCEH）设计出一款基于网络的支
持工具，帮助农民执行环境改善行动，
并可能获得在新的农业环境计划下提供
的“公共资金用于公共物品”补贴。
这款免费环境规划工具（E-Planner），
帮助农民选择使用哪种农业环境方案以
及哪些方案可能最有效。E-Planner 使用详细的环境数据，可达 5 米精度，涵盖英国各
地全部 200 多万块田地。
该工具分析卫星和航空影像以及其他国家级数据集，评估非生产性或难以耕种土地对
四种农业环境干预措施的适用性。它们是：种植富含花朵的传粉媒介栖息地；创建林
地；保护水资源不受污染；以及播种鸟类冬季食物。 根据新的“环境土地管理计
划”，这四类措施有望获得农业补贴。该分析基于多种因素，包括土壤、附近的栖息
地、坡度和遮荫。
“环境土地管理计划”将取代目前在英国实行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下的农业
补贴系统，每年英国农民得到的补贴值约为 20 亿英镑。 期待农民在新的补贴计划下，
在生产粮食的同时，提供越来越多的环境效益。
在“环境土地管理计划”于 2024 年推出之前，Defra 从明年开始试点项目，英国生态
水文中心（UKCEH）将参与其中的一些项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开发非洲猪瘟疫苗，可 100% 防止发病 Pirbright African
swine fever vaccine protects 100% of pigs from developing severe
disease
[Pirbright，5 月 21 日] Pirbright 研究所的
科学家们在非洲猪瘟 (ASF) 疫苗研发中取
得进展，成果最近发表在《疫苗》
(Vaccines) 杂志上。用这种新疫苗免疫的
猪，对致命剂量的 ASF 病毒，存活率为
100％。
ASF 引起家猪和野猪发烧、食欲不振、呕
吐和血性腹泻，病死率达到 100％。该病
持续在东欧和亚洲蔓延，2019 年导致了全
球超过 700 万头猪死亡，并破坏了与猪肉
产业相关的贸易体系。在没有商业疫苗可用的情况下，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对易感
动物的扑杀是控制 ASF 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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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brigh 研究所的科研团开发出一种载体疫苗，该疫苗使用一种无害病毒（载体），将
来自 ASF 病毒（ASFV）基因组的八个选择的基因递送到猪细胞中。一旦进入细胞
内，这些基因就会产生病毒蛋白，从而引发猪免疫细胞对 ASF 感染作出反应。受到致
命的 ASFV 毒株攻击后，使用该疫苗免疫的所有猪，尽管出现了某些疾病的临床体
征，却免受严重疾病的侵害。
ASF 疫苗小组负责人克里斯•内瑟顿（Chris Netherton）博士说：“尽管猪在受到病毒 攻
击后表现出临床感染迹象，但我们的研究首次表明，针对 ASF 的载体疫苗的切实可行
性。”
这种疫苗还将使受感染动物与接种疫苗（DIVA）的动物区分开来。这是一项重要功
能，因为它能够建立疫苗接种程序，而不会牺牲贸易能力。
Netherton 博士补充说：“我们的下一步将是揭示病毒基因产生的蛋白质如何刺激免疫系
统的机制，以使我们可以改进并添加到疫苗中，从而提高效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推进机器人填补水果采摘劳力缺口 Farming industry pushes robotics
to fill soft fruit labour gap
[Agri-EPI Centre，6 月 11 日] 英国成立大
型农业食品联盟，推动加速使用机器人和
自动化设备（R＆A）采摘和包装软性水
果和蔬菜，以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
题。
联盟计划今年生长季节在生产 草莓、 苹
果、蓝莓、生菜和西兰花的农场， 试用
几种基 于机器人的新系统。目标 是大规
模集成经过验证的技术，并在 2021 年收
获季节全面推广。
这项工作是由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Lincoln）、全国农民工会（NFU）、Agri-EPI 中
心、制造技术中心和知识转移网络（KTN）协调进行，并得到英国 100 多家新鲜 食品
生产商的支持。
联盟将在五个重点领域开展工作：


推动机器人、工程和农业社区之间的协作，



筹集投资来开发概念验证，以完善新的机器人，



招募农业食品行业内外的工程师协助进行概念验证，



在志愿参与的农场测试新机器人，



招聘工业设计师和制造商以生产经过批准的 R＆A 技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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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露出英国食品供应链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of the UK’s food
supply chains exposed by COVID-19
[UOY, 6 月 4 日] 最近由约克大学进行的
一项关于冠状病毒全球流行对英国食品
系统影响的研究显示，英国 “危险地”
仅依赖于从两个欧盟国家进口新鲜蔬
菜。
这项发表在《自然食品》上的研究还表
明，国内食品生产能力不足，准时化供
应链以及由脱欧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挑战
都消弱了英国食品体系。
约克大学的研究者表示，在食品系统中
建立多样性和协作关系对于疫情恢复至关重要。
英国将近一半的食品和 84％的新鲜水果需要进口，并且严重依赖欧盟国家的蔬菜和沙
拉。
特别是英国依靠多佛海峡的海上航线以及多佛港和加来港之间的渡轮提供运输服务。
而尤为重要的是，英国大部分新鲜蔬菜进口依赖于荷兰和西班牙。
报告显示，英国进口的 83％生菜， 67％的西红柿和 77％的草莓， 都是通过多佛港到
岸。
脆弱性
研究报告的作者警告说，英国在产品采购方面缺乏多样性仍然是“严重脆弱点”。
研究报告的作者之一，约克大学管理学院的 Bob Doherty 教授说：“ COVID-19 正在并
且将继续为食品行业的机构造成问题 ，包括破坏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
“减少食品供应网络中某一部分的产量将对其他地方的生产产生连锁反应。通常，此类
资源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或者由网络中的另一个组织来弥补短缺。但是，COVID19 足以引起系统性冲击，以至于系统中解决问题的通常机制不再能够起作用。
“英国政府必须与食品工业合作，重新考虑在 COVID-19 复苏期对这种脆弱的食品系统
的依赖。应该考虑英国如何可持续地增加自己的食物，同时还要与欧盟伙伴保持良好
的贸易关系。因此，需要以证据为基础的明智的农业和贸易联合政策。 ”
季节性工人
Doherty 教授补充说：“COVID-19 疫情也证明了与欧盟达成良好贸易协议的必要性。此
外，每个生长季节有 70,000 至 80,000 名季节性工人从欧盟来到英国，以支持英国的收
获。
“即使在疫情流行之前，英国的移民政策以及对季节性工人的相关限制已经引起英国种
植者和农民的关注。
另外的担忧还包括 COVID-19 大流行可能引起继发性冲击，例如小麦价格上涨。气候
变化、机械，农药，肥料，饲料和包装的短缺可能会阻碍一系列关键的农业活动，例
如种植和收割，并导致单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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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食品体系
研究人员表示：“很明显，我们需要一项新的战略计划，重新定位英国食品体系，以在
英国可持续地种植更多食品。
“这将需要对英国园艺业进行新的思维和投资，作物多样化战略以及对诸如室内垂直种
植等新方法的潜力进行评估。
COVID-19 在劳动力短缺方面也暴露了英国的脆弱性，因此需要对农业技能和培训进行
投资，同时对数字自动化进行投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启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贸易谈判 Liz Truss kick-starts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DIT， 6 月 17 日] 英国政府 6 月 17 日公布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的谈判目标，并就每项协定开始谈判。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是英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去年，英国企业与两国的商品和服务
贸易总额达 210 亿英镑。
饮料公司、汽车工业、和专业服务公司将有望从消除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贸易壁垒
中受益 。三个国家行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RCA）表明，英国在服务行业（如商业服
务、金融服务、保险业）有绝对优势，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农业方面优势较强。
当日公布的政府分析表明，通过这些交易，英国对两国的出口额可能增加约 10 亿英
镑。通过扩展自由和开放贸易对帮助企业和整个英国克服冠状病毒的经济挑战至关重
要。
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贸易协定将通过为企业开辟新市场，创造就业机会并为英国各
地的各种行业提供支持，从而促进经济复苏。从长远来看，英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会分
别增加 4 亿英镑和 2 亿英镑，而消费者有望从更多的商品选择和更低的价格中受益。
英国企业可获得的机会包括更多的服务和投资机会，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及塑
造未来数字贸易的机会。
对两国的协议都包括有关数字贸易的内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进行数字贸易的机
会。协议还将包括专门的中小企业章节，以帮助更多的小型企业首次将其商品和服务
出售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与新、澳的谈判也是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的必然步
骤，CPTPP 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占 2018 年全球 GDP 的 13％。
英国政府还重申了对加入 CPTPP 的兴趣，并正在加强与其成员国的接触。加入 CPTPP
将增加英国与成员国之间的 1100 亿英镑贸易关系，并使之多样化，在世界上最具活力
的经济体中创造机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支持英国加入 CPTPP，与它们的贸易协定
可以促进英国的加入。
英国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总体谈判目标有许多共同点，包括：


加强英国与重要伙伴的经济关系，促进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增长以及更大的跨境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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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英国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经济伙伴关系。



通过使贸易多样化，提高英国供应链的弹性和整个经济的安全性。



该协议可以满足未来的需求，符合政府在气候方面的雄心和对人工智能等快速
技术发展的期望。



在谈判贸易协定时，国家卫生服务（NHS）将不在讨论之列。NHS 现在也永远
不会出售给海外或国内的私营部门。



在整个协议中，确保对英国消费者和工人的高标准和保护。这将包括不损害英
国的环保、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的高标准。
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行业部门显性比较优势（RCA）
英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农业-食品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0.67

0.18

0.62

饮料和烟草制品

0.28

0.04

0.05

半加工食品

- 0.41

0.71

0.29

加工食品

-0.23

0.10

-0.12

化工，橡胶，塑料制品

0.31

-0.20

-0.29

电子设备

-1.52

- 0.16

-0.98

能源

-3.07

-0.29

4.86

材料制造

-1. 29

-0.03

0.29

汽车及零件

0.03

- 0.15

-0.82

其他机械设备

-0.93

-0.21

-1.52

其他制造业

-0.03

-0.03

-0.13

其他运输设备

0.39

-0.04

-0.26

纸和印刷产品

-0.01

0.03

-0.13

纺织品，服装和皮革

-0.94

-0.05

-0.58

商业服务

3.74

-0.04

-0.33

通讯技术

0.33

0.00

-0.03

建筑

-0.06

-0.01

-0.08

金融服务

2.49

-0.03

-0.12

保险

0.55

-0.01

-0.03

其他服务（运输，水
务，住宅）

0.46

0.06

0.05

个人服务

0.29

0.06

0.08

公共服务

0.18

0.02

0.17

批发和零售贸易

0.10

0.04

0.02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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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更新加入 CPTPP 的立场 An update on the UK’s position on access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DIT， 6 月 17 日] 英国政府表示有意加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议》（CPTPP），出于
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确保增加贸易和投资机会，这将帮助英国
经济克服冠状病毒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入
CPTPP 将为英国出口商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领
域中开辟新的机会，有助于支持英国的产业复
兴。
第二是在世界上不确定性和混乱加剧的背景下，
帮助贸易联系和供应链多样化，增加经济安全
性。
第三是帮助确保英国在世界上的未来地位和长期
利益增长。 CPTPP 成员资格是将英国置于与活跃
经济体建立现代、渐进式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中心
地位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政府将以此为契机，
将英国打造成企业和投资者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全球枢纽。
加入 CPTPP 将有助于英国在致力于自由贸易的国家网络中树立领导地位，并向世界其
他国家发出有力信号，即英国准备在任何机会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化，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并消除贸易障碍。
自 2018 年 7 月以来，英国已与所有 11 个成员国在部级和官方层面进行过接触，以探
讨英国加入 CPTPP 的问题。所有 CPTPP 成员都欢迎英国对加入的兴趣。
英国看到加入 CPTPP 的巨大优势，并相信英国的加入可以加强该协议。但同时强调只
有在确信英国能够以某种方式支持国家政策利益时，才会加入。
在申请之前，政府将发布加入的方法和评估，列出政府的谈判目标以及加入的经济影
响和好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全国农民工会发起请愿维护食品标准 Food standards petition
英国农民工会（NFU）在六月初发起一
项请愿，呼吁保护英国食品标准不受外
来贸易协议影响。截至 6 月 30 日，请
愿书签名人数已超过 103 万人。
请愿信内容如下：
我希望我所食用的食物的生产能够达到
世界领先标准。
政府应确保在英国食用的所有食物，无
论是在家里、学校、医院、饭店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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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中，都以与英国农民高水平生产相当的方式进行生产。 新冠疫情更显示出食物安
全和可追溯性的重要性。
我相信英国政府应抓住“全球英国”的机会，在全球推广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全英国的农业都具有安全和福利的高标准，并到 204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英国
对种养方式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我希望进口到英国的所有食品都达到同样标准，这
样，我所食用的食品是安全和可追溯的，并且符合福利和环境高标准。
在英国开始与世界各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之前，我呼吁政府制定法律规则，防止将以
非法方式生产的食品进口到英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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