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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实现净零碳目标，环保组织促政府保护泥炭地 Government must protect
peatlands in order to reach net-zero
[EJ, 8 月 7 日] 泥炭地能够稳定地储存大
量碳，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之一。
由于燃烧、排水和退化，泥炭地目前估
计占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55％。
保护英国乡村运动（CPRE）批评政府目
前的承诺（即到 2025 年，恢复 35,000 公
顷的泥炭地）还远远不够。
CPRE 呼吁政府在即将出台的《英格兰泥
炭战略》中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这些环境：


执行到 2030 年实现可持续管理所有土壤的承诺，到 2030 年终结泥炭的进一步
退化；



制定国家目标，在 2030 年之前，重新湿润和恢复英格兰的高地和低地泥炭地，
确保其碳储存；



作为绿色恢复的一部分， 通过投资于湿地农业研究，支持妥善管控的过渡，在
未来十年内摆脱破坏性使用低地泥炭地；



开发湿地农产品的新市场和项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帮助“绿色重建”Legally binding targets
to help “build back greener”
[Defra, 8 月 19 日] 英国政府在《环境法案》
中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用于应对面
临的环境和气候挑战。

政府将在以下四个优先领域中至少各引入
一项长期目标，以推动重大而持久的环境
改善：


更清洁的空气；



更清洁的水；



更少的废物；



更多的生物多样性。

这些目标将引导今后五年的行动路线，政府将每年报告进展情况。
四个优先领域的目标包括：


空气质量：支持政府为改善空气质量而采取的行动，探索专门针对减少人群细
颗粒物（PM2.5）暴露的目标，细颗粒物（PM2.5）是对健康影响最大的空气污染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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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效率和废物减量：潜在目标将寻求提高资源生产力并减少残余废物和塑料
污染的产生；



生物多样性：目标是在陆地、淡水和海洋以及更广阔的农村地区恢复和创造丰
富的野生生物栖息地，并增加陆地物种种群并改善海洋生物多样性；



水：目标将关注解决农业和废水污染以改善水质，并设定用水需求目标，以减
少取水量。

Defra 将与独立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合作，采用可靠的、以证据为引导的流程，以确保这
些目标扎实、有意义且注重环境。这些目标也将适用于任何未来的政府。
为确保政府问责，新的环境监管机构“环境保护办公室”还将根据这些目标每年报告
在改善自然环境方面取得的进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制定新法保护雨林并净化供应链 World-leading new law to protect
rainforests and clean up supply chains
[Defra, 8 月 25 日] 英国政府于 8 月 25 日
发布了遏制非法森林砍伐和保护雨林的立
法计划，并就这项世界领先的新法律开始
咨询。
计划将禁止在英国经营的大型企业使用在
非法砍伐的土地上种植的产品。这些企业
将被要求对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发布信
息说明关键商品（例如可可，橡胶，大豆
和棕榈油）的来源，并且这些商品的生产
符合保护森林和其它自然生态系统的当地
法律。不遵守规定的企业将受到罚款。
保护森林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森林砍伐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1％。绝大多数
的森林砍伐（80％）是由农产品生产引起的，大多数森林砍伐（在某些国家中高达
90％）是非法的。这些重要栖息地的破坏和退化还增加了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加剧
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
新的方案将与生产国政府，社区和企业的现有措施协同工作，强化执法，从而使遵守
法律的生产商和公司受益。拟议中的立法明确表明，随着英国从冠状病毒中开始绿色
重建，不允许有非法生产的商品出现在英国市场。
为期六周的公开咨询将寻求英国和国际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并将考虑对企业和其他利
益的潜在影响。作为 COP26 主席国，英国将继续支持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讨论，以解
决这一重要问题。
这项立法建议也是建立在政府最近的承诺之上。 英国承诺对国际气候融资的贡献从
2021-2025 翻倍，增加到 116 亿英镑，其中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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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扩展乡村宽带 Farm leaders welcome plans for rural broadband
expansion
[FW，8 月 4 日] 英国计划为最偏远的农
村社区 300 万个家庭和企业提供全光纤
宽带，受到农业团体的欢迎。
英国电信（BT）基础设施子公司
Openreach 表示，新的网络将提高生产力，
减少通勤和碳排放，连接家庭、公共服
务和企业。
通过咨询后，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
批准了网络连接 320 万建筑或场所的计划。这是 Openreach 斥资 120 亿英镑投资的一
部分，该投资计划在十年内为全英国 2000 万个场所建设完整的光纤基础设施。
全光纤宽带使用光纤电缆将交换机直接连接到每个场所。网络能够以每秒 1 GB 以上的
速度下载和上传。它是目前最快，最可靠的宽带技术。
全国农民工会（NFU）的愿景是，到 2040 年，在整个农业行业中实现净零温室气体排
放。NFU 在 1 月份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百分之四十的农民表示，他们仍然无法获得
足够的宽带。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帮助东非国家抗击蝗虫 New UK support to tackle devastating locust
swarms in East Africa
[Gov.UK， 8 月 4 日] 英国政府做出一项
新的援助，支持肯尼亚应对今年前所未有
的蝗虫暴发。害虫正在摧毁东非成千上万
公顷的农作物。
自今年 3 月以来，蝗虫数量增长了 20 倍。
英国国际发展大臣 Anne-Marie Trevelyan
7 月 23 日在访问位于怀特岛的英国美光
集团（Micron Group）时宣布，为了应对
危机，英国将提供 25 亿肯尼亚先令的新
援助，美光集团向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提供农药喷雾器。
冠状病毒使整个非洲和亚洲的害虫危害更加严重，脆弱的社区不但要面对疫情大流行，
还要面临粮食供应减少的问题。
粮农组织在英国资助下，正在非洲和亚洲使用美光集团的农药喷雾器。
在新的援助资金中，23 亿肯尼亚先令将用于响应粮农组织的紧急呼吁，帮助控制整个
东非、也门和西南亚的蝗虫数量增加，并减少大群蝗虫扩散到撒哈拉地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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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还将提供高达 1.38 亿肯尼亚先令的资金，用于改善沙漠蝗虫的预警和预报系统，
以便各国为蝗虫爆发做好准备。这项支持与剑桥大学和英国气象局的天气数据一起，
将有助于粮农组织确定蝗虫繁殖地点并控制疫情，以防疫情影响关键农作物和牧场。
由英国提供资助的超级计算机也正在帮助东非国家追踪昆虫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活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帮助全球减少三千多万吨温室气体排放 UK helps reduce more than
30 million tonnes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globally
[Defra, 8 月 19 日] 根据英国最新气候融资数据，由于英国的干预，过去 9 年中全球减
少了 3100 万吨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一年减少了 670 万辆汽车的排放。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ICF）投资的目标是
通过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抵御能力和管
理气候变化风险来减少贫困。发展中国
家受到气候变化的打击最大，世界银行
估计，如果不进行干预，到 2030 年，排
放量上升的影响可能会使额外 1 亿人陷
入贫困。
最新数据表明，自 2011 年以来，英国的
援助投资已取得以下成果：


为 3,300 万人提供了更多清洁能源，
包括与离网可再生能源的连接，太阳能照明灯和清洁炉灶的使用。



安装了 2000 兆瓦的清洁能源容量，相当于 454 台英国平均尺寸的海上风力涡轮
机的容量。



帮助 6600 万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通过提供有关如何种植抗气候变化
作物的培训。



撬动 22 亿英镑的私人资金应对气候变化。

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2015 年《巴黎协定》的基础上，英国将于 2021 年在格拉斯哥举
行 COP26 气候峰会。英国在国际气候融资方面领先于世界，表明英国致力于通过防止
滥伐森林，投资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农作物并实施洪水预警系统来帮助世界从冠状病毒
中恢复过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生长的空间或空间的增长–垂直农场准备起飞 Space to grow, or grow in
space – how vertical farms could be ready to take-off
[BBSRC，8 月 3 日] 垂直农业是室内农
业的一种，它将农作物种植在堆叠系统
中，并对其用水、光和养分进行精准控
制。
垂直农业是由人工智能支持的快速发展
的领域之一，用智能机器来管理日常园
艺任务。根据一项商业预测，至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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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行业将以每年 21％的速度增长。
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John Innes Centre），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和
航空技术提供商 LettUs Grow，联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结合生物学和工程学，为加快精
准农业这一分支的发展设定了步骤，包括雾培法，使用富含营养的气溶胶代替土壤。
该研究还确定了使用雾培系统加速垂直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所需要研究的领域。
垂直农业的绿色效益包括可以更好地利用空间，因为可以在城市地区建立；减少食物
里程；与病原体隔离；减少土壤退化; 以及养分和水的回收循环利用。
垂直农场还可以保持产品一致性，价格稳定，在不适宜某些农作物的纬度上（例如沙
漠或北极）耕种。
这项研究发表在 New Phytologist 杂志上，列出了支持提高雾培垂直农场生产力和可
持续性，需要未来研究的七个战略领域：


为什么气雾栽培比水培或土壤培植更有生产力；



气雾栽培与植物 24 小时昼夜节律之间的关系；



在气雾栽培状况下各种作物的根系发育；



气溶胶液滴大小与沉降和植物表现之间的关系；



我们如何建一个立框架来比较多种作物的垂直农业技术；



气雾栽培方法如何影响微生物与植物根系的相互作用；



在封闭的气雾栽培系统的营养溶液中，根系分泌物的循环性质。

报告认为，垂直农场技术创新的驱动力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最大化生产
率。因此，投资基础生物学的研究将具有重要作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立体种植进超市：工作模式及环境影响 Farming goes vertical: There's a
new supermarket trend for growing herbs in store but can it help the
environment and how does it work?
[ThisisMoney, 8 月 4 日] 受消费者需求及
环境压力的推动，英国和全球许多大公
司近年来都在寻求减少环境影响和提高
可持续性的方案。
垂直耕作就是这些方案之一并且开始在
英国 “试水”。
马莎百货（Marks and Spencer）是一家
深受中产阶级喜欢连锁店， 开始在其伦
敦的门店中种植一些特选沙拉蔬菜，供
顾客新鲜购买。
英国另一家连锁超市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也计划将来在商店里种植沙拉。
与传统的耕作方法相比，垂直耕作占用更少的空间，更少的水和更少的运输， 不含化
学农药，因此对消费者和地球环境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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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食物时，只要一个人在商店里挪动产品，无需再使用任何机械，存储或长途运输。
垂直耕作可以帮助减少与传统工业耕作相关的生态浪费，用水量可减少 95％，肥料可
减少 75％。
但是，垂直农业成本并不便宜，农业专家估计，垂直农业的价格是传统农业的三到五
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零售商联合脱碳及其对园艺产业影响 How retailers collaborating on
decarbonisation could impact horticulture
[AHDB, 8 月 6 日] 最近有 20 家零售企业
通过英国零售联合会（BRC）联合起来，
承诺为零售行业的脱碳制定蓝图。签署者
中的多家超市，不仅致力于减少其门店中
的排放，还包括其供应链的减排。BRC 计
划指出，签署方将与供应商共同合作，这
可能意味着给供应超市的种植者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计算碳排放量并示范脱碳计划。
随着消费者渴望通过购买选择来减少自身
对气候的影响，用碳足迹标记产品可以帮助购买决策。例如，本地生产的产品具有较
短的上市路途，相比具有大量隐含运输碳排放的外国产品，对购买家更具吸引力。而
由“生态通”主导购物的新兴市场可能会为“绿色”种植者提供利好的营销机会。
对仍在使用化石燃料来种植反季节能源密集型作物的种植者来说，是必须采取强制变
革的时候了。他们目前仍可以通过可再生供热激励（RHI）计划，得到政府的补贴，
但该计划将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结束，未来的政策在财务上可能不那么慷慨。
有远见的种植者们已开始利用零售业对低碳的承诺，考虑如何减少自身业务对环境的
影响。包括采用节能措施；采用更有效的种植方式和谨慎的气候控制；甚至改用电动
运输车队。采用新兴技术或新思维方式可能是一个风险，但不能适应行业变化者则会
被淘汰。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乳业展览获准在十月举行 Dairy Show gets the green light for October
[AgriLand, 8 月 2 日] 英国乳制品展获准
于 10 月 7 日举行。乳品生产商们终于能
够走出去并与同行见面、了解新开发的工
具包、听取专家演讲。
政府最近宣布将于今年秋天重新开始商业
活动之后，皇家巴斯与英格兰西部协会
（Royal Bath＆West Society， RBWS）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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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展商联手，宣传展览计划如何达到健康和安全的要求。
今年研讨会的主题是“母牛的未来育种”，专家和演讲者将探讨生产者如何利用谱系遗
传或杂交育种来生产适合农场系统的最佳母牛。
这次展览也将是 2020 年举办的唯一奶酪比赛，获奖者将在展会前夕宣布。
今年新加的一项活动是与青年农民俱乐部一起举办的精神健康展台。
展览主办负责人表示，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农业生产都是很艰难的，当下由于人们无
法外出与家人和朋友见面，就变得更加艰难，
作为一个行业协会，RBWS 已帮助萨默塞特（Somerset）郡精神卫生农业小组制作了
一份有关精神卫生的宣传单，并为年轻农民开设精神卫生急救培训。
皇家巴斯和英格兰西部协会（Royal Bath＆West Society）成立于 1777 年 9 月 8 日，是英
国最古老的农业协会。1977 年在协会成立二百年之际，被冠名“皇家”。
促进农业和举办展览一直是协会宗旨。这一宗旨也涵盖了改善农村生活和国家农村经济的
整个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和教育领域。
协会以巴斯和英格兰西部展览场（Bath & West Showground）为基地，举办一系列公益性
活动，最著名的活动是皇家巴斯和英格兰西部展（Royal Bath & West Show），其他还包
括奶业展、英国草地展，协会还举办从田野到食物学习日，教育下一代有关农业和食物生
产的知识。
作为农业公益组织，协会还通过颁发嘉奖、补助金和奖学金来促进农业和乡村艺术。具体
项目包括威尔士亲王奖（The Prince of Wales Award）、青年环境奖（Environmental Youth
Awards）、艺术奖学金（Art Scholarship）、以及长期服务奖（Long Service Awards）。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高科技食品制造园 High-tech food manufacturing campus to be
launched in UK
[New Food, 8 月 4 日] 英国政府同意提供
1200 万英镑的资金帮助在德比市（Derby）
建立高科技食品制造园区，园区将创造
多达 4500 个工作岗位。
政府还将另外提供 685 万英镑，在该市
建立制造研究中心，从而产生 70 个新职
位，帮助本地公司获取专业知识，以开
发食品制造部门的低碳运转和其他先进
技术。
这两项举措都是复苏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在冠状病毒危机后帮助重启德比市的经济。
经济重启的三个主要支柱是保持信心、多元化和脱碳化。
政府资金将帮助筹措 3 亿英镑，建立占地 140 英亩高科技食品制造和分销园区。园区
将食品生产商整合在一起，来聚集知识和投资，从而减少食品浪费，降低碳排放量，
并提高英国食品的安全性。
园区将包括一个共享的能源工厂，旨在减少 30％的能源消耗，并利用最新技术提高生
产效率，从而将成本降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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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还将设有中央分配设施，使制造商可以对原材料或制成品进行整合，以提高效率，
并缩短食品里程。
工程预计到 2024 年完成全部项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成立蛋业学院培养新一代行业人才 British Egg Academy launched to
attract new talent
[FarmingUK，8 月 25 日] 蛋业是英国发展
最快的蛋白质行业，经济价值超过 10 亿
英镑，在养活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行业专家表示，对禽蛋的需求不断增长，
部分原因是年轻消费者认识到禽蛋是一种
价格合理且可持续的蛋白质来源。然而，
目前蛋行业普遍缺少从业年轻人和后备新
人， 而且也缺少培训来激励和赋能人们
从事蛋行业的不同工作。
针对这一现状，英国成立蛋业学院，帮助
那些希望在蛋业领域寻求发展的人。
蛋业学院由连锁超市莫里森（Morrisons）旗下的鸡蛋综合生产商 Chippindale Foods 以
及众多业内专营公司合作运行。
学院负责人表示，业内 30 家机构将联合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使学员得到现代蛋业所需
要的各项关键技能。
通过课堂教育和实际操作的结合，培训课程为学员提供两全其美的体验，并介绍各种
可能的发展机会。
通过为期一年的课程，学员可得到农业二级文凭，并从 30 家支持公司进行在岗学习。
学员们可以期望获得整个供应链的专家见解，包括来自校内外的福利、遗传学、政策
和建筑各方面的专家。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极端天气和病害重创东安格利亚地区糖产业 Extreme weather and crop
disease hit East Anglia’s sugar industry
[EDP，8 月 22 日] 据英糖公司预测，受极端天气和病害影响，东安格利亚地区十年来
一直增长的甜菜产量今年将下降 15％。
甜菜是东安格利亚地区的大宗作物。在过去 10 年间，得益于新种良种和英国甜菜研究
组织（BBRO）的帮助，甜菜产量提高了 25％。
但是今年生长季节早些时候的长期干旱， 包括创记录的最干旱的五月， 使甜菜生长受
到严重影响。再由于禁止新烟碱种子处理，失去保护的作物又受到蚜虫传播黄化病毒
病的侵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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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遭遇数十年来最差小麦收成 UK facing worst wheat harvest since
1980s, says farmers' union
[Guardian, 8 月 17 日] 根据全国农民工会
（NFU）的数据，归因于连续几个季节
的极端天气， 今年英国的小麦收成可能
会明显下降。
今年夏季的生长条件良好，全国约有一
半的小麦收割完毕，但就在最后一周，
许多地区在热浪之后出现了雷暴雨，这
次的热浪是自 1961 年又可比记录以来气
温超过 34°C（93.2F）的最长的一次。
但是对收成的影响始于年初。自 1929 年开始进行可比较的测量以来，今年春天最为晴
朗，并且比平均干燥许多。但 2 月份是有记录以来最潮湿的，多次飓风侵袭造成洪水
泛滥。
去年冬季湿润，许多地区的地面已经水分饱和。二月的暴雨导致许多农民无法下种。
洪涝之后是干燥的春天，造成种子发芽困难，而且在许多地方发芽滞后。
NFU 负责人称，今年可能是 30 年以来最低的小麦收成，估计全国产量将下降约 3035％，在个别地区可能更低。这将使英国今年成为谷物的净进口国，而不是净出口国。
尽管在世界其他地区收成未受影响，谷物进口不太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但对许多农民
来说，这是新冠封禁后的一个艰难年份。
有些谷物种植者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如果英国在年底之前脱欧没有达成协议，那么
关税制度将给农产品出口带来灾难。因此，许多农民希望在 12 月底前出售大麦，这可
能意味着不得不接受较低的价格。
新冠疫情封锁对部分行业部门的影响更大。餐饮业的突然停顿，供应链无法立即改造
来重新连接生产商和零售商，比如奶农因鲜奶无法收集而不得大量倾倒。
人们的居家饮食也改变了消费结构。人们停止从咖啡店购牛奶卡布奇诺咖啡和拿铁咖
啡，在餐馆消费的牛排也让位于居家消费的牛肉末了。而后者使肉类生产商倍感头疼，
他们需要在酮体分割上寻求昂贵和廉价切块之间的“平衡”。
薯条商店和餐饮业的突然停业，使得土豆农民面对农场交货价格的减半。
历届政府都鼓励农民经营多样化，如提供乡村住宿和旅游、儿童游乐场和农场参观，
而这些农民则像坐了一回过山车。由于封锁阻止了旅行，农场的这些业务完全崩溃。
但由于疫情导致居家休假比去国外旅行更受青睐， 农场的这些服务正处在复苏中。
NFU 负责人说，封锁只是临时措施，但从长远来看，农民不得不应对气候危机的影响。
我们看到更多的极端天气， 干旱和洪涝的天气似乎成为常态。
国家气象办公室证实，英国正在经历气候模式变化，冬季温暖多雨，夏季暴雨增多。
夏季雷暴的季节可能会从春季延伸到秋季，而且热浪将会越来越普遍。
将来，农民可能不得不考虑种植不同的农作物。玉米甚至大豆可能成为选择，以前在
英国很少见到这些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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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还希望改善自己的土地管理，以应对气候变化。农民越来越关注土壤，如何储存
更多的水分以增强韧性； 而且也在寻找更多的春季作物来分散全年的风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谷物库存最新统计 – 2020 年 6 月
根据 AHDB 和 Defra 最新统计数据，2020 年 6 月底英国谷物库存情况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英国粮商，港口和合作社估计持有 104.6 万吨小麦库存，
同比增长 10.3％。国内自产小麦库存量为 87.63 万吨，比上年增长 19.2％，而进
口小麦库存量则下降了 20.3％（16.95 万吨）。



粮商，港口和合作社持有的自产大麦数量为 41.74 万吨，同比没有变化。自产燕
麦存货同比减少 20.7％至 5.35 万吨。



粮商，港口和合作社持有的玉米（包括自产和进口）总库存为 19.78 万吨，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28.4％。



农场库存的小麦、大麦和燕麦分别为 95.8、15.6 和 2.4 万吨，较 2019 年同期分
别增长 60%、82% 和 45%。
英国历年粮商、港口和合作社库存小麦（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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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0 年 7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July 2020
根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的数据，与 2019 年 7 月相比，2020
年 7 月的的屠宰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0 年 7 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 2019 年 7
月增长 9.6％，达到 177,000 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 80,000 吨，比 2019 年 7
月增长 9.0％



羊：英国阉羊屠宰量在 2019 年 7 月增长 17％，达到 1273,000 只。羊肉和羔羊
产量为 29,000 吨，比 2019 年 7 月增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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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 964,000 头，比 2019 年 7 月高 6.3％。猪肉产量为 86,000
吨，比 2019 年 7 月增长 9.2％。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19 年 7 月
31 天

2020 年 5 月
31 天

2020 年 6 月
30 天

2020 年 7 月
31 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78

75

86

87

13%

小母牛

60

65

69

69

14%

小公牛

24

16

21

21

-11%

母牛和成年公牛

53

45

60

59

12%

犊牛

9

5

4

5

-42%

阉羊

1090

769

988

1273

17%

母羊和公羊

148

84

110

152

2.1%

阉猪

907

797

834

964

6.3%

母猪和公猪

19

15

19

23

21%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19
7月

2020
1月

2020
2月

2020
3月

2020
4月

2020
5月

2020
6月

2020
7月

阉公牛

18

20

20

21

18

17

20

20

小母牛

14

16

17

17

15

15

16

15

小公牛

5

3

3

3

4

4

5

5

母牛和成年公牛

12

14

13

13

10

10

14

13

犊牛

2

2

2

3

2

1

1

1

阉羊

246

235

202

209

197

174

230

288

母羊和公羊

34

29

29

30

35

19

26

34

阉猪

205

217

208

214

213

180

195

218

母猪和公猪

4

5

5

5

5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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