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农业简讯
UK Agriculture Brief
2021 年 9-10 月（总第 95 期）Sept-October 2021 (Total No 95)
目录 Table of Contents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 3
英国五大自然机构报告， 2030 前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为时不晚 It’s not too late to reverse
biodiversity decline by 2030, UK’s five leading nature bodies say .................................................. 3
英国致力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 UK commits additional £7.2 million to tackl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 4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帮助数千万人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UK funding protects 88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 4
英国制订绩效衡量标准，遏制食品行业洗绿 Project launched to tackle greenwashing in food
and drink sectors ............................................................................................................................. 5
英国简化基因编辑技术监管 Plans to unlock power of gene editing unveiled ................................ 5
英国消费者对基因编辑食品的态度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genome edited food ................................... 6

英国开展动物福利标签改革咨询 Labelling for animal welfare: call for evidence ......................... 6
新一届贸易和农业委员会成立，促进农产品出口 New Trade and Agriculture Commission
launched with measures to boost farming exports ............................................................................ 7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 7
英国科学家警告全球生物多样性已低于安全线 Analysis warns global biodiversity is below 'safe
limit' ahead of COP 15.................................................................................................................... 7
英国大规模恢复泥炭地 Restoration Grants awarded to restore thousands of hectares of peatland .. 8
英国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估算 UK Food System GHG Emissions ............................................ 8
基因编辑技术识别三文鱼抗病基因 Gene editing identifies disease resistance gene in salmon ...... 9
奇妙感应：花朵对带电蜜蜂的反应会释放香味 Feeling a spark: flowers release perfume in
response to electrically charged bees ............................................................................................. 10
调查揭示英国虾中弧菌的多样性 Survey uncovers diversity of Vibrio in prawns bought in the
UK
11
英国启动全球新冠病毒研究创新网络 Global coronaviru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etwork
launched ....................................................................................................................................... 11
英国兴建世界最大立体农场 UK hosts 'world's biggest vertical farm' .......................................... 12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 12
英国与新西兰达成历史性贸易协定 UK agrees historic trade deal with New Zealand ................. 12
1

墨西哥市场敞开大门进口英国猪肉 Mexican market opens its doors for imports of British pork 13
2021 上半年英国向欧盟的食品饮料出口下降 9 亿英镑 Food and drink exports to EU down
£900m in H1 2021 ........................................................................................................................ 14
英国政府提出新措施,支持农民和食品饮料行业出口 Exports support for farmers and the food
and drink industry ......................................................................................................................... 14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发布乳制品出口战略 NFU unveils ambitious dairy export strategy ............... 15
英国食品供应链呼吁首相采取紧急行动解决劳工危机 UK food supply chain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from PM to solve labour crisis ............................................................................................ 15
劳力短缺，英政府签发临时签证招募屠夫 Government allows butchers to enter UK on
temporary visas ............................................................................................................................ 16
英国 2021 年小麦大麦产量估计 First estimates of 2021 UK wheat and barley production .......... 16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1 年 9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September 2021 .......... 16

2

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五大自然机构报告， 2030 前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还为时不晚 It’s not
too late to reverse biodiversity decline by 2030, UK’s five leading nature
bodies say
[NE, 9 月 22 日] 英国五个法定自然机
构，自然英格兰 (NE) 、自然资源威尔
士 (NRW) 、自然苏格兰（Nature
Scot）、北爱尔兰环境署 (NIEA) 和自
然保护联合委员会 (JNCC) 联合发布报
告《 自然向好 2030》 (Nature Positive
2030) ， 指出加强行动、投资和采用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于到 2030 年扭转
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至关重要。
报告阐述了利用自然解决方案应对气候
变化以及帮助人类度过不确定未来的重要作用，并强调大自然的这些能力来自于对未
来变化具有弹性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推迟保护自然的行动将导致更大的经济成本
和环境风险。
《自然向好 2030 》提出了到 2030 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优先行动和步骤，包括九
项可以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土地所有者、企业和其他人迅速实施的具体变革措施，这
些措施对十年内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将产生重大影响：
•

确保野生动植物在陆地和海上保护区内蓬勃地繁衍生息

•

更好地保护保护区以外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特别是属于自然网络或重要的蓝/
绿基础设施的区域

•

投资于栖息地恢复和创建，加强改善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自然网络

•

确保将自然改善纳入陆地和海洋发展计划

•

解决大气和面源水污染，尤其是氮和氨的污染

•

发展绿色金融市场

•

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为气候变化减缓的默认方案

•

积累英国的依据基础，随时支持正在进行的更大的、变革性的变革

•

采纳自然向好的目标。

报告强调需要将自然恢复的雄心与气候变化的雄心放在同一基础上。个人、企业、城
市和政府在努力实现净零碳的同时需要采纳自然向好目标，并付诸行动，例如建立野
生动植物栖息地，通过供应链确保自然得到改善，并利用“钱包力量”选择购买自然
友好的商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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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致力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 UK commits additional £7.2 million to
tackling illegal wildlife trade
[Defra, 10 月 1 日] 英国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挑战基金（Illegal Wildlife Trade
Challenge Fund）再投入超过 700 万英
镑，在全球资助 17 个保护项目，遏制非
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包括老虎、猩猩、
穿山甲和红木树在内的濒危物种将从获
得更好的保护。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是一种严重的有组
织犯罪，威胁物种灭绝，助长腐败，剥
夺世界上一些最贫困社区的可持续生
计，并降低生态系统储存碳的能力。估计目前全球每年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额高达
170 亿英镑。
英国政府设立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挑战基金为世界各地解决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
项目提供必要的支持，以造福野生动物、自然、当地社区和经济以及全球安全。
英国政府今年资助的 17 个项目中亚洲有八个，非洲六个，南美洲三个，包括：
•

打击菲律宾的穿山甲走私

•

通过加强社区管理保护尼泊尔的老虎

•

通过支持司法程序解决马拉维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

打击涉及玻利维亚和秘鲁红木木材、熊和金刚鹦鹉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犯罪
网络

•

保护印度尼西亚的猩猩和大象

这些项目对于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扶贫至关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帮助数千万人免受气候变化影响 UK funding protects
88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FCDO， 9 月 23 日] 2011 年至 2021 年期间，英国已援助支持 8800 万人应对气候变
化，并改善了 4100 万人获得清洁能源的机会。
英国国际气候基金 (ICF) 在未来 5 年将投入 116 亿英镑，帮助发展中国家遏制和管理
气候变化的影响，减缓全球变暖，并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和损害。
以上结果和承诺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之前公布的，大会将在英国格拉斯哥
举办。世界各国领导人将齐聚一堂，商定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威胁。英
国在其 COP26 主席任期中将支持弱势社区作为优先事项。
从 2011 年 4 月到 2021 年 3 月， ICF 项目取得的成果包括：
•

直接支持 8800 万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

为 4100 万人提供优质清洁能源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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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或避免了 1.8 亿吨温室气体排放

•

安装了 2,400 兆瓦的清洁能源容量

•

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行动筹集 52 亿英镑的公共资金和 33 亿英镑的私人资
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制订绩效衡量标准，遏制食品行业洗绿 Project launched to tackle
greenwashing in food and drink sectors
[EA, 10 月 4 日] 英国环境署 (Environment Agency) 与剑桥大学、苏格兰环境保护署、
北爱尔兰环境署、废物和资源行动计划 (WRAP) 以及英国标准研究所合作, 建立衡量
食品和饮料行业环境绩效的标准化指标， 以此简化企业的环境绩效评估， 使公众更
容易了解企业在温室气体减排和资源效率等关键领域的环境绩效。
标准化衡量指标将帮助食品饮料制造商更有效地向公众宣传其环境绩效，最大限度地
减少洗绿的机会， 激励食品企业采用更环保的制造流程和业务运营，以帮助应对气候
变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简化基因编辑技术监管 Plans to unlock power of gene editing unveiled
[Defra, 9 月 13 日] 英国环境大臣乔治·尤
斯蒂斯 (George Eustice) 宣布将简化基因
编辑技术监管，帮助农民种植更具抗
性、更有营养和更高产出的作物。
基因编辑是一种更加精准和高效的植物
育种工具，有助于培育更有营养、抗病
虫害、生产力更高和对环境更有益的作
物。
例如，基因编辑研究能够使甜菜品种对
病毒产生抗性，新品种将有助于提高农
民的生产力，重要的是还可以减少对化学杀虫剂的需求，从而保护蜜蜂和其他授粉昆
虫。
基因编辑与转基因不同，前者不会引入其他物种 DNA， 而是创造类似于自然育种过程
产生的新品种。 但目前对基因编辑的监管方式与转基因生物体是相同的。
脱离欧盟使得英国可以制定自己的规则，采用更科学和适当的方法来监管遗传技术。
作为第一步，政府将改变与基因编辑有关的规则，减少繁文缛节使研究和开发易于进
行。
下一步将是审查转基因生物的监管范围，对于通过基因编辑和其他遗传技术产生的生
物，如果这些生物可以通过传统育种开发， 将被排除在监管之外。转基因规则将继续
适用于基因编辑将其它物种的 DNA 引入生物体的情况。
政府将考虑采取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使基因编辑产品能够安全、负责任地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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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英国将更广泛地审查对转基因生物监管的方法。英国政府将继续与农业
和环保部门合作，制定适当的规则并确保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措施，以维持食品安全和
环境保护的最高标准，同时支持生产更健康的食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消费者对基因编辑食品的态度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genome
edited food
[FSA, 7 月 21 日] 为配合政府就基因编辑作物监管政策的改革， 英国食物标准局开展
了一项调查，了解消费者对基因编辑食品的看法，为未来食品政策的制定和宣传提供
信息。调查结果主要包括：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和了解通常很少；



消费者了解的信息越多， 则更能接受基因编辑食品；



消费者倾向于认为基因编辑食品比转基因食品更容易接受。然而，出于人类安
全和动物福利的考虑，消费者认为转基因或基因编辑应用于植物比应用于动物
更容易接受；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将基因编辑食品与转基因食品分开监管是合适的。与此同
时，许多人认为监管应该和转基因食品一样彻底；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当有转基因成分存在时，标签应始终使用完整的“基因组
编辑”字样告知消费者；



总体而言，如果基因编辑食品进入英国市场，消费者希望有彻底的监管和信息
透明的标签，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和电视纪录片将有助于对公众进行基
因编辑食品的教育。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开展动物福利标签改革咨询 Labelling for animal welfare: call for
evidence
[Defra, 9 月 13 日] 为进一步提高农场动物福利标准，英国政府于 9 月 13 日启动全国
咨询，收集关于不同形式标签及影响的证据，用于未来制定动物福利标签的政策依
据。
咨询文件指出，英国农业法案支持农民改善环境、提高动物健康和福利、减少碳排
放， 同时生产高质量的美味食物。
新的农业补贴制度很快将要开始奖励改善环境以及动物健康和福利的农民。标签和消
费者信息的改革将有助于更好地通过供应链将农民与消费者联系起来，了解整个农场
的情况，激励对环保和高福利产品的需求，提高盈利能力。
此次咨询主要征集以下关键领域的动物福利标签信息：


如何定义支持标签系统的福利标准



如何监管标签



对标签的外观，包括对国际示例的看法



哪些产品应属于标签改革的范围，以及改革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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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监控和执行动物福利标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一届贸易和农业委员会成立，促进农产品出口 New Trade and
Agriculture Commission launched with measures to boost farming exports
[DIT, 10 月 21 日] 国际贸易大臣 AnneMarie Trevelyan 成立新一届贸易和农业
委员会 (TAC) 。委员会将对未来贸易协
议的签署进行专家审查，确保世界领先
的英国农业标准得到维护。
政府还根据上届 TAC 的建议，采取支持
农民的措施，包括任命一批新的国际“农
业食品专员”，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为
英国农民和生产者促进出口机会、提供
市场情报和专业服务。
政府还将成立食品和饮料出口委员会，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产业和政府合
作，促进全英各地的出口。
政府再次确认，在所有的贸易谈判中，保持英国的高标准将是一条红线，在环保、动
物福利或食品标准方面不会妥协。与其他国家签署的任何协议都将包括对农业的保
护。
新委员会将发挥正式职能，向议员和公众通报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如何与英国关
的动物福利、动植物健康和环境的法律保持一致。
政府将更进一步与贸易伙伴就动物福利和解决贸易协定中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AMR) 开展合作，并利用英国在多边组织中的影响力推动改善环境和食品生产中的动
物福利标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科学家警告全球生物多样性已低于安全线 Analysis warns global
biodiversity is below 'safe limit' ahead of COP 15
[NHM，10 月 10 日]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
馆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栖息地退化和农
业对自然的破坏，世界生物多样性已降
至“安全极限”以下。
在 2021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会议 (COP
15) 开幕前夕，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
究人员推出一款在线工具 - 生物多样性
趋势浏览器，可以让每一位公众和决策
者了解不同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根据博物馆科学家对 58,000 多个物种的新分析，英国只剩下其整个生物多样性的一
半，是在世界上排名倒数 10%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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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完整性代表了一个地区原始物种数量及其丰度的比例， 90%平均值被认为
是维持生态过程（例如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授粉和营养循环）的“安全极限”。生物
多样性完整性在全球范围内的测量值为 75%，远低于为 90% 的“安全极限”平均值。
研究人员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在 2021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之前采取雄心
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和增强生物多样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大规模恢复泥炭地 Restoration Grants awarded to restore thousands
of hectares of peatland
[NE, 9 月 2 日] 英国自然气候泥炭地资助
计划 (NCPGS) 首期投入 1600 万英镑，
资助 5 个项目，用于恢复泥炭地。
泥炭地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碳储存库，储
存的碳量是世界上所有森林的两倍多。泥
炭地覆盖了英格兰土地面积的 10.9%。不
幸的是， 87% 的泥炭地已经退化。在这
种状态下，它们不但不能捕获和储存碳，
而且每年还排放约 1000 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
NCPGS 计划的目标是在 2025 年之前恢复
35,000 公顷退化泥炭地来实现碳捕获。这
将有助于实现英国的净零目标。这一行动
还将为生物多样性、水质和自然洪水管理带来广泛的好处。
首期资助的五个项目将要克服一些特殊的挑战，包括提高水位以恢复自然水文，以及
重建形成泥炭的植被， 向实现上述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放估算 UK Food System GHG Emissions
[WRAP, 10 月 6 日] 英国资源减损智库机构 WRAP 发表《英国食物系统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 详细估算了 2015 至 2019 年英
国食物系统温室气体 (GHG) 排放量的变化
情况及食物系统（包括海外供应链）中温室
气体的排放“热点”， 提出帮助实现 2030 年
排放减半目标的近期优先行动。
排放与减排最新估算的要点
•

2019 年，英国食物系统总排放量估
计为 1.58 亿吨 CO2e, 相当于英国境
内排放量的 35%。其中，与浪费掉
的食物生产和配送相关的排放量约为
3.6 千万吨 CO2e，占食物系统总排放
量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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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至 2019 年期间，与英国食物和饮料系统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绝对减少
了约 8%。而这一减少的大部分（> 80%）源自于英国电网的脱碳。

•

与之相对应，价值链中的重要电力消费环节（食品制造、酒店和食品服务、零
售、家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幅度最大（合起来大约 1 千 2 百万吨
CO2e）。

•

与海外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难以量化，但数量巨大（超过总量的三分之
一， 包括食品、原料和饲料，也包括森林砍伐），且总体上基本没有变化。

•

近年来，英国农业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基本保持不变。

•

英国的交通排放量有微小增加（大约 1 百万吨 CO2e）， 其中一部分用于食品
运输。

•

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排放相比，包装排放较低并且基本保持不变。

•

制冷剂排放量减少了近 2 百万吨 CO2e。

•

英国食物减损和分流策略正在成功地减少与食物浪费相关的排放量。

2030 排放减半的路径
报告指出， 确保现有政策、企业或部门层面的承诺和目标按期兑现， 可以到 2030 年
将英国食品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绝对减少 50%。 这将需要：
•

农业生产力和土地管理措施（例如泥炭地恢复、加强土壤碳储存、增加绿篱）
的进度加快。

•

在供应链中实现零毁林承诺，尤其是与棕榈油、大豆、可可、咖啡等热带森林
商品相关的承诺。

•

兑现可再生能源承诺以及更广泛的能源基础设施，减少整个电网的排放。

•

在供热脱碳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与食品饮料协会估算的最大技术潜力是一致
的。

•

在交通脱碳方面取得进展， 更广泛地采用电动汽车，更多消费者采用零碳交通
方式和供应链创新。虽然 载重货车脱碳仍然是一个挑战，但改进线路规划和提
高燃油效率可以做出重要贡献。

•

至少将英国的食物浪费减半。

•

广泛采纳政府推出的饮食建议。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基因编辑技术识别三文鱼抗病基因 Gene editing identifies disease
resistance gene in salmon
[Roslin Institute, 9 月 23 日] 英国罗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研究人员使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锁定影响大西洋三文鱼对抵抗传染性胰腺坏死病毒 (IPNV) 起主要作用的
基因，这种病毒可导致养殖三文鱼和鳟鱼的高死亡率。
研究人员使用基因组学和基因编辑技术，揭示了为什么某些三文鱼对传染性胰腺坏死
病毒 (IPNV)具有抗性，而另一些则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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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发现有可能促进更准确地选择鱼类繁殖，在三文鱼养殖中使用标记辅助选择
的过程来帮助疾病控制。
这项研究是最早将基因编辑应用于养殖鱼类抗病性的研究之一，显示了基因编辑技术
在提高其它三文鱼品种或虹鳟鱼等类似品种抗病性方面的潜在应用价值。
研究人员使用以前对年幼三文鱼进行疾病研究的数据和样本，并应用全基因组测序来
精细定位与 IPNV 抗性相关的 DNA 区域。
他们在先前确定为影响抗病性的主要区域内的基因搜索锁定了一种称为 Nedd8 激活酶
E1 (Nae1) 的基因。
研究人员随后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从三文鱼细胞中去除 Nae1 基因，并在另外的实验中使
用化学方法阻止该基因形成的 Nae1 酶在三文鱼细胞中发挥作用。
在这两种情况下，控制暴露于病毒的细胞中 Nae1 的功能使得病毒在这些细胞中的复制
显著下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奇妙感应：花朵对带电蜜蜂的反应会释放香味 Feeling a spark: flowers
release perfume in response to electrically charged bees
[Rothamsted Research, 9 月 21 日] 英国布
里斯托大学、洛桑研究所和卡迪夫大学的
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前来采
蜜的大黄蜂携带的电荷会刺激一些花朵释
放出更多的甜味。
这是植物第一次被证明当传粉媒介存在时
释放更多诱惑性香味， 从而增加被“光
顾”的机会。
蜜蜂携带的微小电荷被认为有助于在飞行
过程中帮助花粉粘附在它们身上，但研究人员发现，蜜蜂也可以通过小电荷“通知”
花朵它们的到访。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植物释放有吸引力的化学物质。花朵的这
些气味供应有限，因此只有当传粉媒介在其附近时才会被释放。
大黄蜂身上的电荷非常小，在 120 微微库仑 (pC) 左右。研究团队发现 600 pC 的电
荷，或大约相当于五只蜂来访，足以诱发紫色矮牵牛花显著释放更多香味。
在专门建造的觅食区，研究团队测量了每只蜜蜂携带的电荷，以及花朵在响应蜜蜂访
问时释放的具有吸引力的主要化学物质苯甲醛的量。
为了帮助区分花朵对蜜蜂“着陆”的机械刺激和电刺激反应的不同，研究人员还测量
了用接地金属棒和带电尼龙球接触矮牵牛花时的气味释放。
自由飞翔的大黄蜂来访时花朵产生的挥发性物质显着增加。相比之下，用接地金属棒
接触的花朵没有显示出这种增加。
当用电荷相当于大约五只蜜蜂访问的带电球接触花朵，矮牵牛花的气味分泌再次显着
增加，大约是平均气味量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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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这一发现揭示了昆虫和植物之间一种以前未知的相互作用类型，这是
一个我们人类无法察觉的难以捉摸的电信号世界。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调查揭示英国虾中弧菌的多样性 Survey uncovers diversity of Vibrio in
prawns bought in the UK
[Quadram Institute，10 月 5 日] 英国四方研究所 (Quadram Institute) 的研究人员对英国
出售的虾进行了弧菌调查，以了解这种细菌对人类疾病的潜在影响及其对抗生素的抗
药性。
这项调查首次全面了解了零售虾中弧菌的基因组多样性。
调查发现，虽然 46% 的虾被弧菌污染，但这些细菌菌株不会对食品安全造成直接风
险，因为它们不会对人类造成严重疾病。此外，煮熟的虾中的污染要低得多。
然而，研究人员呼吁未来进行更好的监测，以保护公众免受气候变化导致的污染风险
增加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将更危险的弧菌类型引入英国的食物链。
使用抗生素是虾养殖中的常见做法，本研究中 77% 的弧菌中鉴定出抗生素抗性基因，
其中一些对多种对药物具有抗药性，而这些药物对保护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加工方法对弧菌的存在有影响。例如，带壳虾比去皮虾更容易发现带有弧菌的弧菌，
而受污染的样本主要限于生虾，这证实了烹饪可以有效地将食品安全风险降至最低。
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弧菌作为气候变化的指标，水温和海平面上升可能会对虾生长和
收获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弧菌菌株的特征产生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弧菌感染呈上升趋
势，并且由于海水温度升高而呈现季节性变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全球新冠病毒研究创新网络 Global coronaviru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network launched
[UKRI, 9 月 17 日] 英国启动一个全新的
全球性冠状病毒研究和创新网络，英国
国际冠状病毒网络 (UK-ICN) 。
这个网络将汇集来自动物和人类冠状病
毒领域的研究人员，是促进对冠状病毒
这一重要病毒家族的了解，为未来爆发
的准备和应对策略提供信息。
UK-ICN 的组成机构包括利物浦大学、动
植物卫生局、罗斯林 (Roslin) 研究所、
爱丁堡大学、皮尔布莱特 (Pirbright) 研究
所和剑桥大学。
UK-ICN 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合作，包括：中国、印度、北美、欧洲、东南亚
和非洲。
UK-ICN 将借助从事兽医和人类冠状病毒研究的全球主要研究和行业参与者，促进研究
合作，进一步了解冠状病毒, 包括：病毒学、发病机制、表型的基因型标记、传播和免
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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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全球和英国的数据，在理解冠状病毒从动物到人类以及动物物种之间的传播
方面存在重大知识差距。
为了弥合这一差距，UK-ICN 网络将召集专家分析差距并确定研究重点，以便更好地了
解动物、人类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防止未来人畜共患病的爆发。
UK-ICN 将采用同一健康的方法，利用来自公共卫生、动物健康和环境等不同部门的
专业知识，比较评估动物和人类冠状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并简化动物和人类冠状病毒
的数据整合，进一步了解病原体生物学， 包括季节性、传播、生态学和进化； 寄主反
应；以及 有效的干预策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兴建世界最大立体农场 UK hosts 'world's biggest vertical farm'
[Eurofruit, 9 月 29 日] 英国琼斯食品公司
(Jones Food Company ，JFC) 投资数百万
英镑的新农场于 9 月 29 日破土动工，这
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垂直农场。
新建农场位于英格兰西部，将提供
148,000 平方英尺（约 20.6 亩）的种植空
间， 大致相当于 70 个网球场的大小。
新建垂直农场名为 JFC2，将于 2022 年初
开业，为英国各地的数千家英国超市供应 1,000 吨以上的新鲜农产品。
JFC 创始人詹姆斯·劳埃德-琼斯 (James Lloyd-Jones) 表示：“新设施将进一步提升英国
在垂直农业方面作为世界领先者的地位。”
“基于我们目前的生产和所拥有的世界领先技术，以及未来对更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形式
的迫切需求，我们计划在未来十年内能够供应英国 70% 的新鲜农产品。”
JFC 成立于 2017 年， 目前在英格兰东部已经拥有欧洲最大的垂直农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与新西兰达成历史性贸易协定 UK agrees historic trade deal with New
Zealand
[DIT, 10 月 20 日] 经过 16 个月的谈判后，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新西兰总理阿德纳于 10
月 20 日在视频通话中达成了全面贸易协定。
这项突破性协定将为英国企业削减开支，结束对英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并为科技和服
务公司创造新的机会，同时让英国专业人士更容易在新西兰生活和工作。
去年英国与新西兰的贸易额达 23 亿英镑，在新的协定下将会继续增长。
新协定将取消大量英国商品高达 10% 的关税，使英国出口商在新西兰进口市场上比国
际竞争对手更具优势。 预计到 2030 年英国对新西兰出口将增长 30% 左右。
英国消费者则可以更便宜地购买所喜爱的优质新西兰产品，从长相思葡萄酒到麦卢卡
蜂蜜和猕猴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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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主要承诺包括：
•

新西兰和英国将根据各自关税表中规定的商定待遇，取消对原产产品 100%关税
细目的关税。

•

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日起，英国将取消 96.7% 关税细目的关税。

•

新西兰将在自贸协定生效之日取消 100% 关税细目的关税。

•

新西兰和英国将分享关税优惠利用数据。

•

新西兰和英国还将就禁止出口关税、促进再制造、修理和改装货物的贸易、确
保进出口许可程序的透明度以及维护世贸组织关于进出口限制的规则达成一
致。

协定还制定了具体产品的免关税时间表， 包括：


牛肉 - 英国将在 10 年后取消牛肉关税（从第 11 年开始免税）



羊肉 - 英国将在 15 年后全面放开羊肉（从 16 年开始免税）



黄油 - 英国将在 5 年内分 6 次等额减免黄油关税



奶酪 - 英国将在 5 年内分 6 次等额减免奶酪关税



新鲜苹果 –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出口到英国的新鲜苹果关税将从生效日起全面
放开。对于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出口的新鲜苹果，英国将在 3 年内等额
分期全面放开关税。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墨西哥市场敞开大门进口英国猪肉 Mexican market opens its doors for
imports of British pork
[Defra, 9 月 2 日] 墨西哥首次正式向英国
猪肉敞开大门，英国农民和食品生产商将
受益于这个对高品质猪肉有很高需求的全
新市场。
2020 年，英国猪肉出口对经济价值贡献
超过 4.21 亿英镑，覆盖全球 75 个出口市
场。据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
称，在未来五年的贸易中，仅墨西哥市场
的准入对英国猪肉生产商来说就价值
5000 万英镑。
作为动物福利的世界领跑者，英国猪肉因其来源、质量和可追溯性而享誉全球。通过
“卓越英国”活动，英国政府致力提高英国食品和饮料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并帮助更
多食品和饮料公司将产品出口到国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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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上半年英国向欧盟的食品饮料出口下降 9 亿英镑 Food and drink
exports to EU down £900m in H1 2021
[FW, 9 月 2 日] 根据食品和饮料联合会 (FDF) 的数据，与 2020 年同期相比，2021 年上
半年英国对欧盟 (EU) 的食品和饮料出口减少了 9 亿英镑。
从 1 月到 6 月底，仅对爱尔兰的出口就下降了约 4 亿英镑。自 2019 年以来，对德国、
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销售额减半。
受挫最严重的产品是奶酪，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 26.1% 至 1.73 亿英镑，牛肉在 2021
年前六个月下降了 24.1% 至 1.455 亿英镑。
虽然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上升，与 2020 年相比，英国的出口总体下降了 4.5%，比
2019 年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下降了 17.3%。
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加上与欧盟的新贸易关系，是贸易显著下滑的原因。
同时，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对非欧盟国家的销售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与 2020 年相比，
增长了 13%，这主要是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和海湾地区恢复增长的推动。
对中美洲和南美洲一些国家的销售额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哥伦比亚、墨西哥、智利和
巴西的增长最快，部分原因是威士忌出口的复苏。
但 FDF 预测，在英国全面实施边境管制后，2022 年从欧盟的进口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提出新措施,支持农民和食品饮料行业出口 Exports support for
farmers and the food and drink industry
[Defra, 9 月 15 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
村事务部（Defra）宣布了帮助英国农民
和食品饮料企业促进出口的计划。
英国农业食品部门的出口每年为经济贡献
约 200 亿英镑，但只有 20% 的公司将其
产品销往海外。新宣布的出口计划将帮助
农民实现巨大的出口潜力。新计划包括以
下举措：
 在英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已有团队的
基础上，任命更多专职的“农业食品随员”
作为实地代表，打开世界各地的主要市场；


建立食品和饮料出口委员会，共同努力扩大食品和饮料出口战略。Defra 将在出
口委员会的设计和实施中与权力下放政府和其他部门密切合作；



加强专业能力。提高农民和生产商对出口市场的了解，以确保食品和饮料出口
商能够从市场机会中受益。

新公布的措施采纳了“贸易和农业委员会”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独立报告中的建议，
这份报告提出了 22 项政策建议，旨在通过国际贸易促进英国农民、食品生产商和消费
者的利益 (详见 2021 年 3 月《英国农业简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14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发布乳制品出口战略 NFU unveils ambitious dairy
export strategy
[NFU, 9 月 15 日]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发布
《乳制品出口战略》报告， 提出未来十
年将乳制品出口翻番的目标和实现这一目
标的关键行动：
•
组建一个旨在改善和增加乳制品
出口的工作组
•
英国乳制品行业合作制定新战略
以增加乳制品出口
•
政府投资与行业合作，通过贸易
协议、农业参赞和市场开发推动乳制品出
口
•
鼓励投资国内加工能力以利用新
市场优势
•

为奶农蓬勃发展提供稳定的监管环境

•

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以及红拖拉机认证系统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更加关
注乳制品出口和市场开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食品供应链呼吁首相采取紧急行动解决劳工危机 UK food supply
chain calls for urgent action from PM to solve labour crisis
[NFU, 9 月 24 日] 英国食品和农业部门 12 个行业协会联名致信首相约翰逊，要求他紧
急实施 新冠疫情恢复签证，以缓解整个供应链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联名的 12 个组织包括：农业产业联合会、英国冷冻食品联合会 、英国肉类加工协
会、英国家禽协会、英国乳业、批发分销商联合会、食品和饮料协会、全国农民工
会、全国猪业协会 、公路运输协会、冷链联盟 、英国酒店业协会。
信中提出解决劳工短缺问题的措施包括：
•

推出为期 12 个月的新冠疫情恢复签证，使整个供应链中的所有部门都能招聘到
关键职位。

•

为英国园艺业制定永久性的季节性工人计划，确保其灵活且规模足够大，以满
足该行业的劳动力需求。

•

移民咨询委员会 (MAC) 就终止人员自由流动对食品和农业部门的影响进行紧急
审查。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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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力短缺，英政府签发临时签证招募屠夫 Government allows butchers to
enter UK on temporary visas
[Farming UK， 9 月 24 日] 英国政府将
允许 800 名海外杀猪屠夫持临时签证进
入英国, 在屠宰场和加工厂工作六个月。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养业协会 (NPA) 一
直在呼吁为屠夫提供临时签证。
受脱欧和新冠疫情流行影响，英国屠宰
场屠宰工人短缺，已有超过 6,000 头猪不
得不在农场扑杀。
政府还表示将在英格兰资助私人储存，
使加工商能够将屠宰的猪安全储存 3-6 个
月，以便以后加工。
政府还将与养猪行业合作，当情况允许时，可以在周六开工和延长工时。
然而，政府警告说，授予临时签证对于猪行业来说“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 2021 年小麦大麦产量估计 First estimates of 2021 UK wheat and
barley production
[Defra, 10 月 11 日] 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 2021 年小麦和大麦产量初
次估计。
英国 2021 年小麦的估计收成为 1400 万吨，比 2020 年增加 45%。高于 2016-2021 年
1370 万吨的五年平均水平。
2021 年英国的大麦产量下降了 12.4% 至 710 万吨。低于 2016-2020 年 730 万吨的五年
平均水平。
详见下表：
2016-2021 年英国小麦和大麦产量（千吨）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1/2020
变化%

小麦

14,383

14,837

13,555

16,225

9,658

14,022

45.2%

大麦

6,655

7,169

6,510

8,048

8,117

7,108

-12.4%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1 年 9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September 2021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2020年9月相比，2021年9月的屠宰
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1年9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2020年9月下降
5.3%，至161,000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74,000吨，比2020年9月下降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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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1014,000只，较2020年9月下降16%；羊肉和羔羊肉产量为
23,000吨，较2020年9月下降 15%；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792,000头，比2020年9月下降13%；猪肉产量为74,000吨，比
2020年9月下降10%。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阉公牛
小母牛
小公牛
母牛和成年公牛
犊牛
阉羊
母羊和公羊
阉猪
母猪和公猪

2020年9月
30 天

2021年7月
31 天

2021年8月
31 天

2021年9月
30 天

同比变化
%

88
67
15
63
7
1214
127
909
23

79
62
20
51
5
1085
111
941
22

79
64
18
56
5
1025
110
933
12

82
65
14
56
7
1014
108
792
25

-6.5%
-3.6%
-5.6%
-11%
-7.6%
-16%
-15%
-16%
-9.5%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阉公牛
小母牛
小公牛
母牛和成年公牛
犊牛
阉羊
母羊和公羊
阉猪
母猪和公猪

2020
9月

7月

2021
8月

9月

20
16
3
15
2
283
30
212
5

18
14
5
12
1
245
25
213
5

18
15
4
13
1
232
25
211
3

19
15
3
13
2
237
25
18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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