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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渔业法案进入下议院审议 Fisheries Bill enters the House of Commons
[Defra，7 月 2 日] 被认为是旗舰立法的
英国渔业法案，将为英国能够作为一个
独立的沿海国家，并在欧盟之外可持续
地管理其鱼类资源创建权力。法案已被
引入下议院进行初读。
确保为子孙后代更好地保护鱼类资源和
海洋环境，这项立法将通过新的权力和
措施，以及全英国范围内的统一渔业目
标，来设置英国的捕鱼机会和出海天数。
上议院指出，法案给了英国机会发展充
满活力的可持续渔业，并赋予英国权力，以加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同时为数以百万
计的人们提供健康而宝贵的食物来源。
政府目前正在仔细考虑上议院对法案所作的修正。
为支持法案关于可持续捕鱼的规定，英国政府和权力下放政府将适时发布联合渔业声
明，协调渔业管理以及渔业管理计划，实现可持续的种群量。
法律草案还将确保：


取消欧盟船只在英国水域的自动捕鱼权



外国船只必须获得在英国水域内捕鱼的许可。如经同意进入英国水域，则必须
遵守英国的规定



渔业将得到可持续管理



英国渔业主管部门将寻求以尊重权力下放政府的方式，保障提高英国船只捕鱼
的利益



保护敏感的海洋物种，例如海豚，并减少兼捕



英国渔业主管部门将继续收集和分享有关鱼类资源的可靠科学数据，实现共享
资源的可持续地管理



英国船只可以像现在一样继续进入英国水域的任何地方，无论它们是在英格兰、
苏格兰、威尔士、或北爱尔兰注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贸易与农业委员会成员公布 Trade and Agriculture Commission
membership announced
[Defra，7 月 10 日] 英国不同地区的零售商、农业工会、消费者、酒店、和环境机构
的代表获政府任命，成为新成立的贸易和农业委员会成员。
新成立的委员会将直接向国际贸易大臣 Liz Truss 报告，并提供以下建议：


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以确保英国农民获得机会，同时确保农业部门
保持竞争优势，并且不损害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动物福利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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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和保护英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利益；



英国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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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制定贸易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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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整个英国经济受益。

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由农民工会，国际贸易部和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之间协商后
确定。 委员会的期限为六个月，并在其工作结束时提交一份咨询报告，该报告将由国
际贸易部提交给议会。
在英国，用氯洗涤的鸡肉和用激素喂养的牛肉是非法的。任何更改都需要得到议会的
批准。本届政府不会降低英国的环境保护、动物福利和食品安全高标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计划建立新绿色投资银行 UK government planning new green
investment bank
[Guardian，7 月 13 日] 英国政府在三年前
出售了英国绿色投资银行，现在又准备
成立由国家支持的新绿色银行，以帮助
资助英国的气候雄心。
能源部长 Kwasi Kwarteng 表示，他希望
政府“在不远的将来”确定如何创建绿色银
行的计划。
气候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呼吁
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以帮助恢复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并实现其气候目标,包括重建新
的绿色贷款机构。
英国政府于 2017 年将原来的绿色投资银行在其成立后仅五年后，出售给澳大利亚的麦
格理银行（Macquarie），这是一项有争议的交易，被批评者称为“深感遗憾”和“政
治可疑”。
能源部长说，英国致力于在 30 年内建立“净零碳”经济的承诺，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大量投资”，一家新的绿色开发银行有“存在空间”。
伦敦经济学院（LSE）下属的格兰瑟姆研究所（Grantham Institute）的研究人员呼吁
部长们用 200 亿英镑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投资银行，以建立包括碳捕获和氢气在内的清
洁基础设施项目。
由阿尔德斯盖特集团（Aldersgate Group）委托撰写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建立由国家
支持的银行，以及一系列近期公共投资，和长期低碳战略。
建议包括：为提高能源效率、植树、和恢复湿地提供资金，以促进英国的绿色复苏，
并帮助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培训机会。
该报告还提出了“低碳技能”战略，为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可能会就业不足或失业的
工人提升技能，以及低碳投资的长期框架，即利用不断上涨的碳市场价格来激励私人
投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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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众对农民的支持达历史新高 Public backing of British farmers
grows to record high
[NFU, 7 月 19 日] 英国的年度“农民好感度”调查显示，有 75％的人对英国农业持积极态
度，这是自本项调查于 2012 年开始以来的最高数字。这也标志着自 2019 年 6 月以来，
公众对农民的好感度提高了 6 个百分点。
表示对农业没有看法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在过去一年中从 25％下降到 21％。在 2012
年开始调查时，这个数字是 33％。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整个隔离期间，英国农业工作的重要性，是他们增加积极看法的原
因。
对农民好感度调查的其他发现包括：


86％的人同意英国农场应种植尽可能多的食物，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



88％的公众认为英国拥有高产的农业产业很重要 - 这是 3 年来的最高数字



89％的公众认为农业对英国经济相当或非常重要 – 比 2019 年增加了 4 个百分点



77％的受访者同意，英国退欧后农民应继续获得财政支持 - 自 2019 年以来增加
了 4 个百分点，比 2017 年增加了 9 个百分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投资前沿技术助力农业转型 UKRI invests £24 million in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UK agriculture
[UKRI，7 月 17 日]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RI）投资两千四百万英镑，资助九个新的
农业技术重大创新项目，将最新技术引入英国农业。这些前沿技术将帮助英国农民和
种植者减少碳排放，提高生产力和盈利能力，并展示英国食品生产在科学和可持续发
展方面的领先地位。新项目包括下一代自动种植系统，新的垂直耕作技术，水果采摘
机器人技术，以及一个将二氧化碳转化为鸡和鱼类饲料的项目。
这笔资金是 UKRI 产业战略挑战基金“转变食品生产挑战”的一部分，这项挑战计划旨
在引导食物生产系统到 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并以更有效，更具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方
式生产食物。
得到资助的项目包括：


使用来自发电厂的二氧化碳，并采用独特的二氧化碳转化为蛋白质的工艺来生
产鱼类和禽类饲料，碳足迹减少多达 75％，无需耕地，用水量最少；



提供控制气候，灌溉和照明的自主技术，使任何作物品种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种
植。这将大大提高英国现有温室的生产水平和资源效率；



在农场中进行全球最大的机器人技术和自主技术示范。机器人将通过执行基本
的，能源密集型的农场体力劳动（例如采摘和包装水果以及对农作物进行处理
以减少严重的病虫害）来协助农民；



研发下一代自主种植系统，以确保它们能够为新的消费市场买得起，并使之成
为生产主流作物的经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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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藻类生长系统，利用天然海水在沙漠中生产食物。该项目旨在将来自生长
系统的数据与卫星数据相结合，以自动化生产并提高所生产食品的营养质量；



开发一种可以通过过滤病原体来节约用水并保护植物的材料，其中包括一种新
的基于石墨烯的物联网（IoT）设备，该设备可以对垂直农场的状况进行远程监
控；



向奶农提供精确的技术，使他们能够访问实时数据，以确保他们的农场尽可能
高效，环保。这将包括跟踪奶牛行为和营养的可穿戴设备等技术，以确保农民
在管理农场时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开发和测试创新的演示系统，以测量整个田块的平均马铃薯大小和单产，从而
可以指导选择性收获，优化农作物的产量和资源利用。预计这项技术可以使英
国适销对路的马铃薯产量估计增加 5-10％。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牛结核病疫苗获准进入试验 Green light for ground-breaking bovine TB
vaccine field trials
[Defra，7 月 19 日]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
事务部报道，基于政府科学家的重大突破，
英格兰和威尔士即将开始进行世界领先的牛
结核病疫苗接种试验。

这些试验将加速牛结核疫苗开发计划，
是消除这种高度破坏性动物疾病的最新
里程碑。
牛结核病(bTB)，是当今英格兰和威尔士
面临的最困难和最棘手的动物健康挑战
之一。由于 bTB 感染，每年有超过四万
头牛被屠宰。经过必要的测试和随后的审批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后，牛疫苗可能
会成为对抗这种疾病的有力工具。
英国的长期策略是 2038 年根除牛结核病,疫苗开发是这项策略的几个关键要素之一。
其它措施包括在英国逐步淘汰密集捕杀獾的计划、改善牛的测试制度、给更多的獾接
种抗病疫苗、改进测试以更早地阻止 bTB 发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DNA 研究突破可助力培育更健康的猪 DNA insights could help breed
healthier pigs
[Roslin Institute, 7 月 3 日] 科学家解码了
猪的整个基因组成，这一进展将促进发
现与关键性状有关的遗传变异。
研究人员说，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改善
选择性育种，并能够更准确地利用基因
编辑技术来开发具有所需特性（如对传
染病的抵抗力）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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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因组的了解还可以识别猪与人之间的遗传相似性，这将加强生物医学研究，其中
将猪用作研究人类健康的模型。
这项研究由罗斯林研究所和美国农业部 农业研究服务局肉类动物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牵
头，来自英国和美国 15 个实验室的 40 位科学家参加。
新的参考基因组使用最新的尖端 DNA 测序技术构建，可提供有关 21,000 多个猪基因
定位信息，可在线免费获得。
参考基因质量的提高还使研究人员能够鉴定出另外 2500 个与人类基因具有进化联系的
猪基因，从而使此类基因的已知数量增加到 15500 个。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研发土壤碳捕获监测系统 Ground breaking research to develop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monitoring system
[James Hutton Institute, 7 月 3 日] 土
壤碳捕获是缓解气候变化的常见措
施，但是土壤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多
变性使其难以评估结果。 为解决这
一问题，由詹姆斯·赫顿研究所
（James Hutton Institute）科学家领
导的一项 100 万英镑研究项目，使
用数字技术开发一个英国系统，了
解和监测农业系统中土壤碳的变化。
该项目将使用遥感，基于地面的传
感器和高性能计算来创建一个系统，
实时监视，报告和验证土壤碳和温
室气体排放的变化，并将通过网络界面和移动设备应用程式向用户提供信息。
项目研究人员介绍说：“通过连接传感器，基于高性能计算机的数据分析，建模和可视
化，该项目将提高对土壤碳变化的了解，满足农民和政策制定者的信息需求，并支持
苏格兰（到 2045 年）和全英国（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
希望该系统将在 2023 年项目结束前投入运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蜜蜂需求周”聚焦绿色恢复 Green recovery at the heart of this year’s
Bees’ Needs Week
[Defra，7 月 13 日] 由环境、食品与农村
事务部 (Defra) 协调组织的年度蜜蜂需求
周 7 月 13 日 (周一) 拉开帷幕，线上启动
仪式强调每个人在家里也可以帮助照顾
传粉者。
蜜蜂和其他授粉媒介在粮食生产和农业
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它们通过改善农
作物的质量和数量，每年为英国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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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食生产做出超过 5 亿英镑的贡献，对更广泛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至关重要。
根据英格兰自然署进行的人与自然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为人融入大自然提供了机会，
英国 60％的成年人表示，在过去两星期中，他们在户外的绿色和自然空间中度过一段
时间。
这些空间也是昆虫传粉者的重要家园。英国有数千种传粉昆虫，其中包括飞蛾和蝴蝶
以及人们喜爱的蜜蜂、大黄蜂和许多独居蜜蜂。但是他们的种群受到严重威胁， 包括：
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入侵物种、病虫害、气候变化和农药使用。
通过国家传粉媒介策略，政府正在与农民、企业和保育组织合作，为农田、城市地区、
和花园中的传粉媒介提供栖息地。
在 2020 的蜜蜂需求周，Defra 将和许多其他组织一起努力，鼓励每个人可以在家做一
些简单事情（例如种更多的花，减少割草次数）帮助传粉者蓬勃发展，并通过公民科
学措施，诸如传粉媒介监测计划（PoMS）的昆虫计数活动与自然界进一步互动。
无论是农民、园丁、还是土地管理人员，都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支持宝贵的传粉昆虫，
包括：


种更多的花、灌木、和树木



让花园变得更野化



减少割草



不要打扰昆虫的巢穴和冬眠点



谨慎使用农药

帮助传粉昆虫的另一种方法是参与授粉媒介监测计划（PoMS），监视当地的蜜蜂和传
粉媒介种群。花 10 分钟在阳光下计数昆虫数量，然后分享到社交媒体。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农民驾拖拉机在伦敦游行，保护英国农产品高质量标准 Farmers drive
tractors to London for food standards demo
[FW，7 月 8 日] 尽管正值夏收繁忙季节，
英国农民依然于 7 月 8 日（星期三）前往
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示威，呼吁政府
“不要通过达成廉价食品贸易协定来摧毁
英国的世界一流农业”。
十几辆拖拉机，陆虎（Land Rovers）和
越野摩托车与动物权利和环保活动家一起
参加了在议会广场附近进行的有社交距离
的慢速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活动的组织者是拯救英国农业组织（SBF），该组织还计划在夏季开展活动，
“从美国的氯洗鸡肉和荷尔蒙牛肉中拯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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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组织非常担心政府将要通过的农业法案不会为英国的高动物福利和环境标准提供
任何保护。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美在年底前难以达成贸易协议 UK abandons hope of US trade deal by
end of year
[FT，7 月 22 日] 英国政府放弃了在 11 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与其达成贸易协议的希望，
英国官员表示新冠疫情导致谈判进展缓慢。
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Liz Truss）曾希望在夏末之前快
速达成协议，使之成为退出欧盟后的早期成果。在过去的 40 年中，英国还没有过任何
双边贸易协议，因为欧盟成员国的所有贸易政策都是通过布鲁塞尔实施的。
但是英国政府高级官员认为，因双方就诸如是否允许美国农产品进入英国市场等有争
议的问题还在继续，在 11 月的美国选举之前不可能达成全面的协议。
美国希望扩大进入英国食品市场，引起农民和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19 年英国外来投资增加 UK inward investment projects increase in 2019
[DIT，7 月 10 日] 国际贸易部（DIT）发
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在 2019/2020 财政年
度吸引了 1,852 个新的对内投资项目，比
上一年增长 4％。
数据显示，美国仍然是英国外国直接投资
的第一大来源，提供了 462 个项目和
20,131 个工作岗位；而印度现在是英国的
第二大投资来源，其次是德国，法国，中
国和香港。有 72 个项目来自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134 个项目来自北欧和波罗的海
国家。
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吸引的项目数量均有所增加，而苏格兰的项目数量较上一
年有所减少。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新工作岗位数量有所下降，但外国直接投资保护的英国工作
岗位却增加了 29％。 DIT 与现有投资者紧密合作，使受保护工作岗位比 2018 年至
2019 年增加 26％，表明 DIT 通过促进投资为英国经济提供了广泛的支持。
更多背景信息
 《金融时报》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报告显示，英国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和
绿地资本支出方面仍居欧洲之首。


安永 2020 年吸引力调查报告显示，英国输给了法国作为欧洲最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目的地的头号位置，但英国仍然是欧洲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2019
年有 1100 多个入境投资项目，比德国和意大利的总和还多。 尽管受全球性的挑
战，仍然增长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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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 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到 2019 年底，英国的外国投
资存量总价值为 2.1 万亿美元，是欧洲最高，世界第二。英国的外国投资存量价
值也超过了德国和法国的总和。



国家统计办公室（ONS）的最新统计（截至 2018 年底）显示，外国直接投资流
入量处于有记录的最高水平（1.521 万亿英镑）。



福布斯（Forbes）2019 年评估报告中，英国被认为是开展商务的最佳国家/地区，
该评估根据从产权到投资者保护等 15 种不同因素，对各国的商业友好程度进行
排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糖价上升，英国甜菜种植农民可望获利 Beet farmers set to bag a bonus as
sugar prices rise
[EDP，7 月 1 日欧盟食糖价格首次达到所
要求的触发点，英国东安格利亚地区的甜
菜种植者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从与市场挂钩
的分红中受益。
当前甜菜种植业遭受了挑战性的天气状况，
冬季收获期的雨水浸泡，紧跟着春季的干
旱天气，预警本季产量将下降，并且蚜虫
引发的病害威胁也在增加。
但是对农民来说好的消息是 4 月份白糖市
场价格达到每吨 379 欧元，高于触发英国
甜菜种植者红利的 375 欧元门槛，与英糖公司签订了 2019/20 年度合约的农民将获利。
英糖公司农业总监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说：“尽管今年 2019/20 与市场挂钩的分
红将是相对较小的溢价，我们很高兴看到该机制自 3 年前推出以来首次触发。
“我们知道去年由于前所未有的糟糕天气，收获季非常艰难，因此，欢迎能够与我们的
种植者分享市场利益。”
最终应付款总额将在秋季欧盟委员会报告了 9 月份的平均价格后确定。预计奖金将在
2020 年底前支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20 年英国作物种植面积和品种调查 Spring Planting and Variety Survey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于 7 月 8 日公布 2020 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
士（合称大不列颠，以下简称 GB） 作物种植面积调查结果。受疫情影响，本次调查
在网上进行。主要结果如下：
概述


GB 小麦面积估计为 1, 363 千公顷，比 2019 年减少 25％。



GB 春大麦面积估计为 1, 063 千公顷，比 2019 年增长 52％。



GB 冬大麦面积估计为 296 千公顷，比 2019 年减少 34％。



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油菜籽面积估计为 387 千公顷，比 2019 年下降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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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燕麦面积估计为 211 千公顷，比 2019 年增加 21％。



Skyfall 是最广泛种植的小麦品种，占面积的 10％。



RGT-Planet 是最广泛种植的大麦品种，占总面积的 28％。

小麦
正如预期，GB 内的各个区域都记录了小麦面积的减少。在全国范围内，录得的同比减
少量为 25％，使 GB 的小麦面积降至 1,363 千公顷。
恶劣的天气是小麦种植面积下降的主因。整个秋季和冬季持续的降雨改变了许多种植
者的计划，当他们无法播种冬季作物时，则改为种植春季作物。
小麦种植面积 (1000 公顷)
2019 (最终)

2020 (估计)

2019-20 变化 (%)

英格兰

1677

1245

-26

苏格兰

107

98

-9

威尔士

23

20

-13

大不列颠 (Great Britain)

1808

1363

-25

大麦
GB 大麦总面积为 1,358 千公顷，同比增长 19％。
冬大麦：2020 年冬大麦总面积同比减少 34％至 296 千公顷。
春大麦：2020 年春大麦面积为 1,063 千公顷，比上年增长 52％。
大麦种植面积(1000 公顷)
2019 (最终)

2020 (估计)

2019-20 变化 (%)

英格兰

832

1027

23

苏格兰

291

310

7

威尔士

20

21

6

GB

1143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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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麦
预计 2020 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燕麦面积将为 211 千公顷。
燕麦种植面积（1000 公顷）
2019 （最终）

2020 （估计）

变化%

英格兰

143

179

26

苏格兰

32

31

-2

威尔士

5

*

*

GB

1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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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菜籽
由于播种期间的干旱和过多的秋雨，加上甘蓝茎跳甲虫（CSFB）的破坏，英格兰 2020
年油菜籽急剧下降。目前录得的面积为 355 千公顷，同比下降 28％。这将是自 2002 年
以来英格兰记录最低的面积。

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GB

油菜籽种植面积（1000公顷）
2019 （最终）
2020 （估计）
492
355
-28
32
32
2
5
*
*
529
*
*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产品市场展望 Agri Market Outlook: July 2020

[AHDB, 7 月] 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根据最新情报，发布农产品市场展望。
这是 AHDB 发布的第四份《农业市场展望》，报告按行业分析了未来 12 至 18 个月的
农业前景，并探讨了经济和政策驱动因素对产业的长期影响。
羊肉
目前，羔羊市场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总体而言，预计今年
产量将下降。年初是显示市场可能会紧张，支持今年的价格上升，但现在情况已经改
变。随着全球经济的动荡，国内外需求都面临压力。


预计 2020 年英国羊肉产量将下降 7％；



由于新西兰产品供应减少，进口量再次下降；



整个欧洲的消费者需求受到新冠疫情的压抑。

牛肉
预计到 2020 年，由于肉牛供应趋紧，英国牛肉产量仍将略有下降。进口量预计不会像
先前的预测那样强劲复苏，有可能保持与去年相似的水平。但是进口牛肉的价格可能
具有竞争力。这意味着平衡市场所需的出口水平将高于先前的预测，但是最终将取决
于国内需求。


预计 2020 年英国牛肉和小牛肉产量将下降 4％；



由于需求下降，预计进口量将保持与 2019 年相似的水平；



由于产量下降，出口预计将下降约 2％；



肉牛价将取决于国内需求和爱尔兰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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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
今年，英国猪肉产量将再次增长。但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餐饮服务市场中断，需求
预计将进一步下降。因此，市场上的供应将由较低的进口水平以及强劲的出口需求
（预计将持续）平衡。


预计今年英国猪肉产量将增长 4％；



进口量进一步下降，因为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中断限制了需求；



受中国强劲需求的支持，出口量增长 6％；



随着全球猪肉短缺的持续，猪肉价格有望保持高位 。

乳品
由于生产高峰期的单产下降，预计国内牛奶产量将在 2020/21 年度小幅萎缩。下半年
的交付量比上一年水平略有增长。
谷物
随着收割临近，预计小麦单产会降至平均水平的低端。实际上，可以参照 2012/13 年
度的单产，约为 7.4 吨/公顷。那年也有一个潮湿的秋、冬季和干旱的春季。综合考虑
所有这些因素，可以预计小麦产量刚刚超过 1000 万吨，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的一年。
油籽
截至 5 月，仍在地里的冬 油菜籽中有 41％被评为差至非常差。预期，评级为非常差的
面积将占 15％， 这会使产量大大低于正常年份。2012/13 曾经也是冬季湿润，春季干
旱，当年记录的平均产量为 3.0 吨/公顷。由于今年虫害的额外影响，单产仍可能低于
3.0 吨/公顷。
土豆
如果种植面积没有大的变化，或者不发生任何显著影响产量的情况，预估产量约为
550 万吨。但是，生长期关键的最后阶段仍然需要观察。国家气象办公室目前的长期预
测是未来阶段“比平均水平干燥和温暖”。如果预测如实，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单产潜
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屠宰统计– 2020 年 6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June
2020
[Defra, 7 月 8 日] 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的数据，与 2019 年
6 月相比，2020 年 6 月的的屠宰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0 年 6 月英国优质牛（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 2019 年 6
月增长 11％，达到 175,000 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 80,000 吨，比 2019 年 6
月增加 12％



羊：英国清洁绵羊屠宰量在 2019 年 6 月增长 8.9％，达到 988,000 只。羊肉和羔
羊产量为 23,000 吨，比 2019 年 6 月增加 6.2％。



猪：英国清洁生猪屠宰量为 834,000 头，比 2019 年 6 月高 3.0％。猪肉产量为
74,000 吨，比 2019 年 6 月增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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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19 年 6 月
30 天

2020 年 4 月
30 天

2020 年月
31 天

2020 年月
30 天

yr on yr
% change

公牛

78

77

75

86

10%

小母牛

60

65

65

69

15%

小公牛

21

15

16

21

0.1%

母牛和成年公牛

50

45

45

60

19%

犊牛

7

7

5

4

-42%

清洁羊

907

843

768

988

8.9%

母羊和公羊

111

148

84

110

-0.5%

清洁猪

809

913

797

834

3.0%

母猪和公猪

18

23

15

19

5.2%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19
7月

2019
8月

2019
9月

2019
10
月

2019
11
月

2019
12
月

2020
1月

2020
2月

2020
3月

2020
4月

2020
5月

2020
6月

公牛

18

18

21

22

22

18

20

20

21

18

17

20

小母牛

14

14

16

17

17

14

16

17

17

15

15

16

小公牛

5

4

4

3

3

2

3

3

3

4

4

5

母牛和成年公牛

12

12

14

17

16

13

14

13

13

10

10

14

犊牛

2

2

3

3

2

2

2

2

3

2

1

1

清洁羊

246

283

278

294

289

269

235

202

209

197

174

230

母羊和公羊

34

39

33

35

32

32

29

29

30

35

19

26

清洁猪

205

212

210

226

224

211

217

208

214

213

180

195

母猪和公猪

4

4

5

5

5

4

5

5

5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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