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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政府承诺提供 30 亿英镑的气候资金保护自然 Prime Minister commits 

£3bn UK climate finance to supporting nature 
 [GOV.UK, 1 月 13 日] 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于 1 月 11 日宣布，英国将

在未来五年内为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投入至少 30 亿英镑，用于保护和恢复自然与生物多

样性。 

这笔资金将从英国现有的 116 亿英镑国际气候融资承诺中拨出，将在保护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土地和海洋、可持续食品生产和供应转型、以及支持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生活

方面带来变革。 

资金支持的项目将包括旗舰蓝色海洋保护基金；保护森林和遏制非法木材贸易和森林

砍伐的项目；保护自然环境，例如红树林等保护区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 

英国正在以比任何主要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向清洁能源转型，并于去年承诺到 2030 年保

护至少 30％的陆地和海洋。这次发布的公告强调了全球排放的两个主要来源， 发电和

土地利用， 并在 11 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峰会之前展示英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领导地位。 

生物多样性的下降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快。在过去的四个十年中，哺乳动

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种群数量下降了 68％，1990 年至 2016 年间

森林损失了 13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小时 800 个足球场。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自然息息相关， 全球升温和污染正在破坏自然生态系统，而繁盛

的森林和海洋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农业、森林消失和土地利用占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3％，但是，土地和沿海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提供实现《巴黎协

定》设定目标所需的三分之一的气候缓解措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与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签署合作协议 UK signs agreement with ICES 

demonstrating commitment to international marine science collaboration  
 [Defra, 1 月 7 日] 英国政府与国际海洋

考察理事会（ICES）签署谅解备忘录，

以确保持续的伙伴关系，以及对国际海

洋和渔业科学的承诺。谅解备忘录于 1

月 1 日生效。 

ICES 是由来自 20 个成员国的 700 多个

海洋研究所，近 6, 000 名科学家组成的

网络。 

英国和 ICES 的关系源远流长，在 ICES 

1902 年成立时英国就是创始成员，后来

在 1964 年的 ICES 大会上成为正式的签约方。在与 ICES 的合作历史中，来自环境、渔

业和水产养殖科学中心（Cefas）、苏格兰海洋科学局（Marine Scotland Science）、农

业食品与生物科学研究所（AFBI）的英国科学家与 ICES 的合作伙伴国家已经成为深

入了解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贡献者，并将继续合作，实现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的海洋

环境的愿景。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commits-3bn-uk-climate-finance-to-supporting-natu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prime-minister-commits-3bn-uk-climate-finance-to-supporting-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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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备忘录阐述了 ICES 将向英国提供的有关海洋环境保护、保育、可持续利用、可持

续渔业和水产养殖以及海洋数据的建议和信息。这些建议和信息将帮助英国履行其实

现可持续海洋环境、支持重要生态系统和改善鱼类种群的国际和国内承诺，反过来也

将使英国的水产养殖和渔业受益。  

ICES 还将提供有关捕捞机会的年度建议，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状况的分析，以便能够

以兼顾渔民和海洋生物的需求的方式来管理渔业。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就基因编辑技术展开咨询 Gene editing creates potential to protect the 

nation’s environment, pollinators and wildlife 
 [Defra, 1 月 7 日] 环境大臣乔治·尤斯蒂斯（George Eustice）在本年度牛津农业大会上

宣布就基因编辑展开咨询。 基因编辑技术可以为自然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使农作

物更抗虫、病和极端天气，生产出更健康、更有营养的食物， 从而使农民获益。 

动植物的生长方式受其基因信息的控制。几个世纪以来，农民和种植者都精心选择培

育更强壮、更健康的个体动物或植物，使下一代具备这些有益性状， 但这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 

过去十年来技术的发展使基因编辑能更快、更精确地模拟自然繁殖过程，通过动植物

育种来帮助英国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实现至关重要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基因编辑不同于转基因技术，后者是将一个物种的 DNA 引入另一个物种。基因编辑的

生物不包含不同物种的 DNA，而只会产生可以使用传统育种方法缓慢进行的改变。目

前，根据 2018 年欧洲法院的一项法律裁决，基因编辑与转基因是按照相同的方式管

理。 

这次咨询关注焦点是终止以相同的方式管制基因编辑生物与转基因生物，只要这些基

因编辑生物是可以自然产生或通过传统育种产生即可。全世界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

阿根廷等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管制方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批准新烟碱紧急授权 Defra approves emergency authorisation of 

neonicotinoid 
 [FW，1 月 9 日]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

事务部（Defra）批准紧急授权， 允许种

植者今年可以使用含有新烟碱的产品来处

理甜菜种子。 

授权仅限于先正达的 Cruiser SB 用于甜

菜，并仅于 2021 年在英格兰使用。 

在批准紧急授权时，Defra 表示意识到病

毒性黄化病对今年作物造成的潜在危害。 

全国农民工会（NFU）先前曾警告说，这

种病害对英国的甜菜作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有害影响”， 一些种植者报告产量损失高

达 80％。 

这种病毒是由蚜虫传播，大约 70％的常见蚜虫（桃马铃薯蚜虫）会携带该病毒。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agreement-with-ices-demonstrating-commitment-to-international-marine-science-collabor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agreement-with-ices-demonstrating-commitment-to-international-marine-science-collabora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ene-editing-creates-potential-to-protect-the-nations-environment-pollinators-and-wildlif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ene-editing-creates-potential-to-protect-the-nations-environment-pollinators-and-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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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要求 Cruiser SB 的用量将低于正常的商业用量；在甜菜作物后的 22 个月内将不种

植开花作物，在 32 个月内将不种植油菜。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马铃薯种植者将被禁用 Vydate 防治线虫 Potato growers lose Vydate 

in nematode battle 
[FW, 1 月 6 日] 英国政府决定不再授权

使用杀线虫农药 Vydate，马铃薯种植者

又将失去一个控制孢囊线虫的重要工

具。 

Vydate 由 Corteva Agriscience 公司生

产，是控制马铃薯孢囊线虫（PCN）的

有效产品，尤其是在短季作物中。 

这项决定意味着 Vydate 不能继续在英

国出售、分发或使用。产品的存储和处置允许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Vydate 禁用后，种植者只剩两种用于管理马铃薯胞囊线虫（PCN）的产品，即噻唑磷

（fosthiazate）和氟吡菌酰胺（fluopyram）。 Vydate 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 80 天的收获

间隔期，而噻唑磷的收获间隔期为 119 天，这将使害虫的防治在诸如马铃薯等短期作

物中更具挑战性。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成立新的全球联盟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New Global Coalition launched 

to address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FCDO, 1 月 25 日]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

逊（Boris Johnson）在由荷兰主持的气候

适应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宣布成立“适

应行动联盟”。 

这个联盟由英国与埃及、孟加拉国、马拉

维、荷兰、圣卢西亚和联合国合作发起, 

致力于将联合国《适应与恢复力行动呼

吁》做出的国际政治承诺转变为现实, 为

弱势社区提供实际支持。  

从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到莫桑比克最近的

飓风，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经历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果不采取行动，更多的人将遭

受重大破坏和极端天气，破坏社区和生计。 

予以适当的支持，国家和社区可以适应和增强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诸如风暴预

警系统、投资于排洪和抗旱作物等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不仅可以节省金钱，还可以

挽救生命和生计。 

英国正在经历由于气候变化引起更多的强降雨事件，政府已承诺为新的洪水和海岸防

御计划追加 52 亿英镑。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defra-approves-emergency-authorisation-of-neonicotinoid_57325.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defra-approves-emergency-authorisation-of-neonicotinoid_57325.html
https://www.fwi.co.uk/arable/potatoes/potato-growers-lose-vydate-in-nematode-battle
https://www.fwi.co.uk/arable/potatoes/potato-growers-lose-vydate-in-nematode-ba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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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联盟将利用科学家、企业、民间社会等机构的专业知识，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分享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和全球解决方案的知识和最佳实践的论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夏季气温上升速度可能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Summer temperatures could 

rise faster in the UK than average global rates 
 [Bristol University,   1 月 5 日] 英国科学家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绘制出近 40 年的趋

势，以预测未来气候的发展。结果表明，

英国未来可能面临极端的热浪。 

这项研究发表在“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杂志上，利用了英国气象局英国

气候预测的数据集，特别是 UKCP18，该

数据集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气候模型

预测和模拟，以及英国和欧洲在当地和区

域尺度上的高分辨率气候模型预测。 

在 2016 年至 2019 年之间，英国因热浪死亡人数超过 3400 人。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人

员表示，借助 UKCP18 绘制的趋势表明，未来极端温度的升高反映了英国未来的福祉

面临着风险。 

研究人员对极端温度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分析，包括热浪事件的持续时间、强度和空间

范围，以及考虑到湿度的不同热浪压力测量指标，湿度是在炎热天气中增加不适感的

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将模拟的极端温度与观测数据集进行比较，研究人员能够展示

UKCP18 模拟的优缺点。 

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夏季温度和极端炎热的天气预计将比全球平均变暖的速度快

50％。 

研究小组目前正在探索如何与区域政策制定者合作，理解这些预测对当地社会经济水

平的意义。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研究发现使羔羊更瘦的简单方法 Science finds simple way to make lamb 

leaner 
[RRes, 1 月 11 日] 英国洛桑研究所

（Rothamsted Research）的科学家发现，

羔羊生命早期的体重与肉质之间有着明显

的联系，这一发现对消费者、农民和环境

来说都是一个利好消息。 

目前，市场上有 35％的羔羊肉被认为过

分肥腻。 这项新研究表明，断奶时体重

最重的羔羊，则生产出最瘦，市场上最抢

手的肉。 

这些认知将帮助农民能够集中精力为羊群

提供最佳的早期生活，并繁育断奶时体重较重的羔羊。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global-coalition-launched-to-address-impacts-of-climate-chang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new-global-coalition-launched-to-address-impacts-of-climate-change
http://www.bristol.ac.uk/news/2021/january/summer-heatwaves-uk.html
http://www.bristol.ac.uk/news/2021/january/summer-heatwaves-uk.html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science-finds-simple-way-make-lamb-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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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产更高质量的肉类外，这些较重的羔羊还可以在需求最高的季节提前达到出栏

标准，获得市场上的高价。 

研究人员表示，对如何生产高质量肉类的了解将有益于消费者的健康和养羊者的生

计。 

由于大多数羔羊断奶前的营养来自母乳，屠宰后的躯体质量也可能受到妊娠和哺乳期

母羊管理的影响。而对羔羊断奶后的管理可能不如生命初期阶段那么重要。 

英国国家卫生服务（NHS）认为红肉是蛋白质、B 族维生素、铁、硒和锌的良好来

源，但表示每天的食用量应限制为 70 克。由于饱和脂肪的含量，过量食用羊肉和牛肉

通常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业环境补贴比直接支付可提供更稳定的农场收入 Agri-environment 

subsidies provide more stable farm incomes than direct payments 
[RRes，1 月 6 日] 由洛桑研究所，雷丁大

学和纽卡斯尔大学 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农

场的一项研究表明，与纯粹基于耕地面积

的补贴相比，为保护环境而支付的补贴可

为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入。 

脱欧后，英国将过渡到新的环境土地管理

补贴系统，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还表明，农民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都

放在一个篮子里，将农作物多样化或牲畜

多样化的农民与减少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农民一样，稳定获得比上年同期更高的收入。 

研究人员分析了 2007-2015 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 2333 个不同类型农场的经营调查数

据。使用统计模型分析了耕作方式和补贴对农场收入稳定的影响及其在过去 9 年中的

相对重要性。 

在大多数农场类型中，基于耕种面积支付给农民的直接补贴的增加与农场收入的不稳

定性相关。 

相比之下，在短期和中期，获得更多农业环境补贴的奶业、普通作物和混合农场的收

入更加稳定。但是，在“非优势地区”的农场， 主要是放牧绵羊或牛的高地农场，没

有从农业环境支付中获得同样的稳定性收益。 

分析结果还表明，作物和牲畜的多样性提高了奶牛、一般作物、谷物和混合农场的收

入稳定性， 但对于以放牧牲畜为主的农场来说并不是重要因素。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science-finds-simple-way-make-lamb-leaner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science-finds-simple-way-make-lamb-leaner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agri-environment-subsidies-provide-more-stable-farm-incomes-direct-payments
https://www.rothamsted.ac.uk/news/agri-environment-subsidies-provide-more-stable-farm-incomes-direct-payments


7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 CPTPP UK applies to join huge Pacific 

free trade area CPTPP 
 [DIT, 1 月 4 日] 在脱离欧盟成为独立贸易国

一周年之际，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

（Liz Truss）将于 2021年 2 月 1 日与日本和

新西兰的部长通话，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谈判

将于今年开始。 

加入 CPTPP 将会深化英国进入快速发展

的市场和主要经济体（包括墨西哥，马

来西亚和越南）的机会，使英国商业获

利。 

加入这个价值 9 万亿英镑的合作伙伴关系，将削减英国食品、饮料、汽车等行业的关

税，同时也为现代行业（如技术和服务）创造新的机会，最终为英国提供支持并创造

高价值的就业机会。与加入欧盟不同，加入 CPTTP 不需要英国放弃对法律、边境或货

币的控制。 

英国与 CPTTP 组织的贸易额在 2019 年达到 1110 亿英镑，自 2016 年以来每年增长

8％。 

成为 CPTPP 成员为企业带来的好处包括： 

 现代数字交易规则，允许数据在成员之间自由流动，消除对企业的不必要障

碍，并保护商业源代码和加密； 

 更快取消对包括威士忌（在马来西亚从 165％降至 0％）和汽车（在加拿大到

2022 年降低到 0％，比通过英加贸易协定提前两年）的英国出口关税； 

 原产地规则，允许 CPTPP 中任何国家的物品都算作“原产地”。例如，英国制造

的汽车可以使用更多源自日本的汽车零件，比如电池。 

 CPTPP 国家之间的商务人员旅行更加便易，例如更加快速和便宜的签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修订农产品质量认证标准 Red Tractor asks farmers to help shape 

future standards 
[Redtractor, 1 月 4 日] 英国领先的农场质

量认证体系“红拖拉机”（Red 

Tractor）就农场标准修订开展咨询，并

促请农民回应。 

修订计划覆盖“红拖拉机”的六个业务

部门， 包括牛羊肉、家禽、猪、奶制

品、新鲜农产品以及混合农作物和甜

菜。修订内容包括：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pplies-to-join-huge-pacific-free-trade-area-cptpp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pplies-to-join-huge-pacific-free-trade-area-cptpp
https://redtractor.org.uk/press/red-tractor-asks-farmers-to-help-shape-future-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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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福利：将福利产出与质量标准挂钩， 包括畜舍的结构和清洁度，并且绝对

分清在处理动物时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范围。 

 工人福利：红色拖拉机标准的下属条目“谨慎耕种”中包括对会员农场工作人

群的照顾。英国农业的健康和安全记录很差，并且农业被认为是劳动力剥削的

高风险部门。将工人福利纳入质量标准可确保会员农场采取明智的措施来保护

农场工人的安全和福祉。 

 环境保护：农业水源保护条例将被纳入标准体系。水源保护条例已通过立法，

旨在减少水土流失和养分流失。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21 展望：农产品市场 Agri Market Outlook 

 

[AHDB，1 月 28 日]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发布 2021 年《农业市场展

望》报告，探讨了新冠大流行 、脱欧以及中国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普遍影响。报告

旨在帮助农民和行业评估对本行业的潜在影响，以帮助他们计划和制定下一年的预

算。 

AHDB 市场情报总监 Phil Bicknell 表示，鉴于新冠疫情对内需和关键市场经济的“巨大

影响”，本年度的《展望》报告是迄今最具挑战性的报告之一。 

报告还讨论了脱欧过渡期结束后的贸易中断以及对农场的连锁影响。 

以下是具体行业的展望要点。 

牛肉市场 

 由于肉牛供应紧张，预计 2021 年牛肉和小牛肉的产量将下降 5％； 

 由于零售销售放缓，预计 2021 年国内消费总体将下降 3％； 

 由于产量下降和餐饮服务需求增长，预计 2021 年进口量将增长 4％； 

 预计 2021 年出口将下降 3％，主要是由于产量下降。 

羊肉市场 

 今年英国羊肉产量将下降约 4％，至 28.5 万吨； 

 预计 2021 年羔羊总数为 1,250 万头，比去年下降 4％； 

 进出口预计将略有收缩； 

 全球供应受限，可能会带来一些价格支持； 

 国内需求不太可能维持像 2020 年那样的增长。 

 

https://www.thescottishfarmer.co.uk/news/18987470.red-tractor-asks-farmers-help-shape-standards/
https://www.thescottishfarmer.co.uk/news/18987470.red-tractor-asks-farmers-help-shape-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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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市场 

 预计今年英国猪肉产量将增长 4％； 

 受国内大量供应和预计消费量下降的压力，今年进口量进一步下降； 

 出口量下降 7％，这是由于中国需求弱化以及英国对欧盟的出口中断； 

 预计生猪价格继续受压； 

 市场高度不确定。 

乳品市场 

 由于年初的强劲单产增长，预计 2021 年牛奶产量将略有增长。估计春季生产不

会像 2020 年那样受限； 

 英国需求动态仍不确定，但成功的疫苗接种计划应该能够使 2021 年下半年恢复

到相对正常水平； 

 根据每个国家的新冠流行管理和经济复苏情况，全球需求水平不一； 

 新冠大流行对供需平衡的持续影响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对价格造成一定压力； 

 欧盟协议对英国乳制品贸易是利好消息，但贸易摩擦仍将产生影响，特别是对

保质期短的产品。 

作物市场 

 小麦种植面积增加 23%， 达 180 万公顷；产量反弹，可达 1240 – 1580 万吨； 

 2021 大麦产量预计在 655 至 798 万吨之间；  

 AHDB 的调查显示，油菜籽种植面积较上个生长季回落 18%，产量预计在 865 

至 120 万吨。这使英国在本年依然是油菜籽净进口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21 展望：30,000 季节工有望来英帮助收获 Up to 30,000 workers to help 

reap 2021 harvest 
[Defra，12 月 22 日] 为保障 2021 年的作

物收获，英国将增加允许前来采摘和包装

水果和蔬菜的工人人数。 

于 2019 年启动的“季节工试点计划”将

延长一年并扩大规模，为愿意来英国农场

工作的人士提供 30,000 份签证，最长为六

个月。 

此外，政府将与行业一起利用 “ 为英国采

摘”（Pick for UK）活动，在 2021 年积极

促进本土季节工的招聘和留用。 

除季节工试点项目外，政府还将与 2021 年初启动对园艺自动化的评估，评估报告将要

审视加强园艺行业自动化程度的方法，从而实现政府减少季节性劳动力需求的目标。 

https://ahdb.org.uk/agri-market-outlook
https://ahdb.org.uk/agri-market-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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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1 年开始，英格兰的农民可以通过申请农业投资基金来加强农场技术和创新能

力。这项基金将为农民提供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用于投资经营和提高

生产力。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0 年 12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December 2020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2019年12月相比，2020年12月的屠

宰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0年12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2019年12月上升

6.3%，至163,000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75,000吨，比2019年12月上升5.1% ； 

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1208,000只，较2019年12月上升1.5%。羊肉和羔羊肉产量为

27,000吨，较2019年12月下降0.1%；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952,000头，比2019年12月上升4.9%。猪肉产量为86,000吨，比

2019年12月上升8.7%。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19年12月  

31 天  

2020年10月  

31 天  

2020年11月  

30 天  

2020年12月  

31 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81 91  91 85 4.7%  

小母牛  62 69  72  67 8.3%  

小公牛  10 13  12  11 6.2%  

母牛和成年公牛  57 68  70  57 0.0%  

犊牛  7 7  6 5 -32%  

阉羊  1190 1239 11259  1208 1.5%  

母羊和公羊  143 120  111 113 -21%  

阉猪  907 979  909  952 5%  

母猪和公猪  19 23  20  17 -13%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19 2020 

 12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阉公牛  18  20  20  21  19 

小母牛  14  16  16  17 15 

小公牛  2  3  3  3  2 

母牛和成年公牛  13  15  15  16  13 

犊牛  2  2  2  1  1 

阉羊  269  283 280 294  273 

母羊和公羊  32  30  27  26  26 

阉猪  205 212  221  212  215 

母猪和公猪  4  5  5  5  4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p-to-30000-workers-to-help-reap-2021-harves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p-to-30000-workers-to-help-reap-2021-harves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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