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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乔治·尤斯蒂斯（George Eustice）就任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 

[Defra，2 月 13 日] 乔治·尤斯蒂斯

（George Eustice）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

就任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大臣。 

他曾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至 2020 年 2 月

13 日担任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

（Defra）的国务部长。 

他于 2010 年当选为坎伯恩和雷德鲁思

(Camborne and Redruth) 的保守党议员。 

 

政界外的职业 

尤斯蒂斯来自农业家庭，他的家人仍然在康沃尔郡经营水果农场、饭店和农场门店，

农场还饲养南德文郡牛，以及英国最古老的稀有猪种英国罗布泊 (British Lop) 猪。尤

斯蒂斯的家庭热心对儿童关于农耕的教育，并且每年向 3000名学童开放他们的农场。 

国务大臣在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中的职责 

国务大臣将全面负责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 

具体职责包括： 

 部门管理 

 紧急情况 

 国际关系 

 监督英国脱欧工作和脱欧后的政策计划 

曾经担任的政府职务 

2019 年至 2020 年，任国务部长，职责范围：脱欧准备；渔业；农业；牛结核病政策；

贸易；科学与创新；农药；主管乡村支付局 (RPA), 农业与园艺发展局 (AHDB), 环境、

渔业与水产养殖科学中心 (Cefas), 以及海洋管理组织 (MMO), 生物安全, 植物健康和动

物疾病。 

2015 年至 2019 年, 任农业、渔业和食品部门的国务部长, 职责范围: 渔业; 食品和农业; 

共同农业政策; 学徒制; 出口和牛结核病政策; 科学与创新。  

2013 至 2015, 担任负责农业、食品和海洋环境的议会副大臣, 职责范围： 

农业和粮食 - 共同农业政策; 单一支付计划和农村支付局; 粮食政策、贸易和出口;  减轻

农业部门的气候变化影响; 工头执照和农业工人; 英格兰农村发展计划; 国务大臣的欧盟

农业理事会代表。  

海洋和渔业 - 渔业 (包括共同渔业政策); 海洋环境; 国务大臣的欧盟渔业理事会代表。  

动物健康 - 地方病和外来疾病 (包括牛结核病) 的管理; 英国动物健康和福利委员会; 农

场动物福利; 动物卫生与兽医实验室机构;兽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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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档案的处理 - 生物多样性 (国内和国际,包括国际林业); 土地管理和土壤 (包括公地

和受污染的土地); 国家公园和自然美景区; 生态系统服务; 自然保护 联合委员会; 野生动

物管理; 宠物和野生动物 (包括马戏团、危险犬只和动物园) 的福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民组织欢迎环境大臣新任命 New environment secretary appointed at 

crucial time for farming industry 
[EDP，2 月 13 日] 东安格里亚 (East Anglia) 地区的农业领袖对任命乔治·尤斯蒂斯 

(George Eustice) 担任环境大臣表示欢迎，希望他能在农业关键时期发挥其行业专长的

宝贵价值。 

新晋环境大臣尤斯蒂斯出身于康沃尔郡的农业家庭，家人还在当地经营着农场，旅社

和农场门店。尤斯蒂斯与 Defra 的关联可以追溯到 2013年，最初是担任议政务次官，

然后从 2015 年 5月起担任农业部长。 

东安格利亚的农业领袖说，这种经验至关重要。英国退出欧盟后，原来的补贴政策和

监管制度将由英国新的《农业法案》取代，农业面临着在一代人时间里最大的政策变

化。 

全国农民工会（NFU）东安格利亚地区主管雷切尔·卡灵顿（Rachel Carrington）表

示：“现在是农业的关键时刻，因此，新任国务大臣对本行业具有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将有很大帮助。 全国农民联合会与乔治·尤斯蒂斯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期待与

他在新职位上继续保持这种关系。” 

乡村土地和商业协会（CLA）东部地区负责人凯思·克劳瑟（Cath Crowther）说：

“我们热烈欢迎尤斯蒂斯先生在英国农业这个关键时期担任这一职务。作为一位长期

的农业部长，他知道未来挑战的规模。我们将与他紧密合作，以帮助实现农村经济的

全部潜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农业法草案解读 What the new Agriculture Bill contains for farmers 

 [FW，1 月 21 日] 备受期待的《农业法草

案》已经是第二次公布了，但这一次是

板上钉钉可以成为议会法令，而无需进

行麻烦的修正。 

在议会拥有 80 个席位（占了大多数席

位）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的新政府就有这样的权力，它的确是

“所见即所得”。 

那么，草案中到底包含了什么？它对将受其影响的大多数英格兰农民来说意味着什

么？ 

这个主要是“授权”立法，指出政府“可以”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将”做某些事情 - 

尽管随附的备注指出了政府的意图。 

法案提出了三个主要目标： 

• 在开发新的支持系统方面变得更加合作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eople/george-eusti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eople/george-eustice
https://www.edp24.co.uk/business/farming/george-eustice-replaces-theresa-villiers-as-environment-secretary-in-cabinet-reshuffle-1-6514050
https://www.edp24.co.uk/business/farming/george-eustice-replaces-theresa-villiers-as-environment-secretary-in-cabinet-reshuffle-1-651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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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官僚主义 

• 促进农民对环境和粮食的重要贡献 

都有那些变化？ 

逐步淘汰直接付款 

新政策的核心将是在 2021 年至 2027 年逐步取消对英国农民的直接支付，取而代之的

是新的“公共资金用于公共物品”系统。 

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已经表示，2020 年的基本支付计划（BPS）将

保持不变，直到 2024 年本届议会结束之前，农业的总体预算都不会改变。 

在降低 BPS 的第一年（2021 年），最大的减少幅度将针对于较高的支付级别，如下所

示： 

付款范围   最大减少支付 

至 £30,000   5％ 

£30,000-£50,000  10％ 

£50,000-£150,000  20％ 

£150,000 或以上  25％ 

因此，对于原来 40,000 英镑的 BPS 补偿，新支付将在前 30,000 英镑的基础上减少

5％，在剩下 的 10,000 英镑的基础上减少 10％，将其降至 37,500 英镑。 

Defra 说：“我们将考虑对未来规划的详细计划以及政府有关支出的更广泛决定，来设

定以后的减少百分比。” 

 

 

补贴脱钩 

新的《农业法草案》还确定将“直接付款”与对土地的耕种要求“脱钩”，无论受益

者是否选择继续耕种。 

尽管将与行业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脱钩可能会尽快在 2021 年开始。 

农业法草案要点 

 七年过渡 

 逐步削减直接付款 

 直接付款将与对农场的任何要求脱钩 

 向农民支付环境管理费用 

 资金可用于帮助提高生产力 

 使农民在供应链中有更多影响力 

 在“特殊”市场条件下允许政府直接干预 

 奖励动物福利 

 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可能会在 2020 年后继续实施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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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的资金可以花费在其它多个方面 - 例如，投资于提高生产力、使经营多样化、或

退出农业。 

Defra 表示“这样应该有助于为新入行者以及现有农民希望扩大、购买、或租用土地，

提供更多机会。”Defra 也正在考虑向农民提供一次性总额付款的选择，以代替任何长

远的直接付款。 

农村发展 

政府已承诺为 2020 年底之前开始的所有农村发展计划项目提供资金，并在这些项目的

整个协议期限内执行。 

在农业过渡期的头几年，将继续行使《农村管理协议》，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会与计

划中的新环境土地管理（ELM）计划重叠。 

Defra 表示 “在我们过渡到 ELM 的新安排期间，《农村管理协议》中的任何人都不会

受到不公平的不利影响。” 

政府还在寻找其它方法，以使拟议中的英国共享繁荣基金（旨在取代目前价值约 21 亿

英镑的欧盟结构基金）能够支持农村经济。 

 

 

供应链 

Defra 指出，新草案希望能让农民更好地访问数据，使他们能够做出更明智的、以市场

为驱动的决策，并使其在与加工商和零售商的谈判中具有优势。 

Defra 补充说：“我们还计划发布、维护和执行法定操作守则，由此帮助农民建立信

心，在交易中得到公平的待遇。” 

该法案还提供了一个新的英国生产者组织系统，以促进主要生产者之间的更大合作。 

未来对农业的支持安排 

环境土地管理计划 

在《农业法草案》中，政府新的“公共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原则的核心，是环境土地

管理（ELM）计划。 

新草案有那些变化？ 

 粮食安全：政府将每五年报告一次粮食安全，重点是全

球供应和供应链的弹性，并在必要时调整政策。预算还

必须“考虑到鼓励粮食生产的需要”。 

 多年预算：政府将制定一项多年预算，而不是仅仅制定

一个年度预算，最初是涵盖过渡期的七年、然后是“不

少于五年”的预算，这将为农民提供更大的确定性。 

 土壤质量：草案中特别提到了土壤，因此政府可以向农

民提供经济支持，以保护或改善土壤质量。 

 动物可追溯性：该草案授权改善收集和管理与动物的识

别、活动和健康有关的信息。 

 有机物：有机法规可以量身定制，因此英国可以继续在

世界范围内交易有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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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已在进行中，目标是在 2024 年正式启动该计划。 

草案坚持认为新方法不是补贴。“得到 ELM 协议的人将因其提供的环境利益，获得公

共资金。” 

农民将被期待提供服务的主要领域，包括：清洁的空气、环境危害和污染的减少，繁

盛的植物和野生动物、清洁的水、景观的改善、以及减少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 

特殊的市场环境 

在有“在农产品市场严重动乱”的情况下， 该法案使政府能够进行干预 ，例如，由于

疾病暴发或极端天气事件引起对生产者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此类经济援助可以采取拨款、贷款、或担保的形式，也可以采取“任何其他形式”，

包括在规定的时期内使用干预购买或私人仓储援助。 

动物福利 

法案将为英国农民制定公共基金计划，奖励超出法律基准的动物福利的提高。 

奖励形式可能包括新的动物福利拨款，以帮助支付在设备、基础设施、技术或培训、

以及创新方面的投资。 

Defra 指出：“我们还正在探索“按成果付款”计划，根据该计划，如果农民签署并实

现高于基准的动物福利，我们将向他们提供持续付款。 

食品标签方面也许需要改进，以帮助消费者辨识更高的动物福利标准。 

投资与研发 

该法案使政府能够帮助农民在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例如，提高生产

力、可持续管理环境、以及提供其他公共物品。 

公共资金也可用于支持一些促进更有效、可持续粮食生产的研发项目。 

各界评论 

全国农民工会（NFU）主席米内特·巴特斯（Minette Batters）说：“全国各地的农民

仍然希望看到有立法来支持政府的承诺，即不允许通过未来的贸易协议进口生产标准

低（在英国属于非法生产）的食品。”  

NFU 在威尔士的负责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说：“我很高兴看到该法案将提

供一种机制，对全国各地分担红肉税进行改革。”  

苏格兰政府的弗格斯·尤因（Fergus Ewing）说：“令人担忧的是，新法案中包括一些

条款，可能会使联合政府对明显是权利下放地区的苏格兰农民强加不必要的政策，例

如牲畜的可追溯性和有机物。”  

谢菲尔德大学的邓肯·卡梅伦（Duncan Cameron）教授指出：“很高兴看到部长们将

土壤保护放在了新的农业法案的前列，这是土壤科学家花了多年努力推动的事情。” 

全国青年农民俱乐部联合会大卫·古德维（David Goodwin）发表意见：“令人欣慰的

是，新法案鼓励创新和多元化，并为新入行者创造进入行业的机会。” 

Sustain（良好食品与农业联盟）的维姬·希德（Vicki Hird）说：“我们非常高兴看

到，政府将继续遵守监管供应链的承诺，排除伤害农民的一些做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wi.co.uk/news/farm-policy/what-the-new-agriculture-bill-contains-for-farmers
https://www.fwi.co.uk/news/farm-policy/what-the-new-agriculture-bill-contains-for-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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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大臣宣布未来绿色农业规划 Eustice unveils plans for future greener 

farming 
[Defra，2 月 25 日] 环境大臣乔治·尤斯蒂

斯（George Eustice）呼吁农民和土地管理

者对政府的绿色农业旗舰计划发表意见。 

在全国农民工会（NFU）年度会议召开前

夕，环境大臣发表讲话指出：农民将重塑

农业未来的 21 世纪，他们是扭转环境恶

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 

政府还发布了关于未来环境土地管理计划

（ELM）的新细节，该计划将对农民改善

环境所做的工作付费，例如种植树木或树篱、减轻洪涝的河道管理、建立或恢复野生

动物栖息地。 

该计划将取消为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付费的支付系统，改为支付使社会受益的“公共物

品”， 如清洁的空气和水。 

环境大臣乔治·尤斯蒂斯（George Eustice）在 NFU 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 

“我们所有人都会同意，希望英国农业从真正意义上讲是可持续发展的，希望这个行

业既有利可图、有竞争性、富有生产力，同时又能养活整个国家的人民，呵护好我们

的地貌景观。 

本周，Defra 发布了有关未来计划的很多详细信息，尤其是有关环境土地管理，概述了

希望与农民合作的方式以及期望的结果。 

对环境保护的努力，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没有任何一个行业比我们

的农民更有能力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 

Defra 公布的新方案包括该计划的三个参与“级别”，使经营任何农场或土地类型的人都

能以适当的级别参与。 

第一级将鼓励农民采取在环境方面可持续的耕作和林业措施；参与第二级的农民、林

务员、和其他土地管理人员，则将重点放在实现针对改善当地的环境产出上；第三级

将为大型的转型项目（例如恢复泥炭地）付费。 

农民和土地管理人员有 10 周的时间对新计划的细节发表意见，政府将通过在全国范围

内举行地区性农民、土地管理者、林务员以及设计方案的 Defra 官员之间的知识共享

活动，收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以确保不会重复欧盟繁锁的共同农业政策（CAP）的

错误。 

随着《农业法草案》进入下议院委员会审议阶段，政府还发布了未来农业政策的更新

说明，阐明了未来政策将如何设计，以确保提高生产率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并详细

说明了以下问题： 

 生产力：从 2021 年起，新的政府赠款将资助农民投资设备和技术，帮助他们提

高生产力，并带来环境效益。 

 研究与开发：从 2022 年开始，Defra 将支持帮助农业产业受益于创新、使农民

能够以更低的排放量、更有效、可持续地生产粮食的研究和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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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健康与福利：政府与农民之间将达成一项新协议，以促进生产更健康、更

高福利的动物。通过公共资助的计划，使农民可以实现超出法规要求、受到公

众重视、但市场却无法充分提供的动物健康和福利。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打造农用机器人舰队 Small Robot fleet to be manufactured in the UK 

by Tharsus 
[New Electronics，2 月 7 日] 农业技术初

创公司 Small Robot Company宣布开始在

英国设计和制造第一批机器人舰队。最

初的 10 个机器人舰队将由英国领先的机

械和机器人设计者和制造商 Tharsus 制

造。 

Tharsus 发言人表示，将“完善”其公司的

监测机器人“汤姆”的原型设计，以适合

在诺森伯兰郡的布莱斯进行大规模生

产，并将与 Small Robot Company

（SRC）合作进行严格的工业过程设计。 

Smart Robot Company（SRC）的第一项商业服务，将是由“汤姆”进行杂草制图，并计

划在 2021 年 1 月之前，使用新的“汤姆”机器人，为 2000 公顷的土地提供服务。签约

使用机器人的客户包括怀特罗斯（Waitrose）和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期望将

机器人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公司的各个农场。早期田间试验已经在英国的 20 个农场中进

行，其中包括国家信托的威姆波尔庄园（Wimpole Estate）和怀特罗斯的乐科弗德庄园 

（Leckford Estate）。 

汤姆机器人在田间的单株植物视图，是 SRC商业性非化学除草服务的重要基础，该服

务使用监视机器人首先定位杂草。拔除杂草服务预计将于 2021年秋季开始提供。制图

服务还将带来其他利益，包括产量预测和除草剂功效的测量。 

SRC 表示，其公司使命是在最大化粮食产量的同时，降低环境成本。通过利用机器人

技术和人工智能，创造了一个生态平衡、高效和有利可图的农业全新模式。其农业机

器人汤姆、迪克、和哈里能够以最少的浪费，自主种植、监测、和处理作物。 

SRC 联合创始人萨姆·沃森·琼斯（Sam Watson Jones）说： “全球机会是巨大的。这是

第四次农业革命，而英国技术正在引领潮流。我们目前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公司，因

此，确保正确的商业交付至关重要。这是扩大我们的机器人面向大众市场的重要一

步。我们所专注的机器人业务重点是设计、创新、和服务。” 

SRC 当前的市场战略是分三个阶段提供其农业服务。下一阶段，是在 2021 年为 8000

公顷的小麦作物提供非化学机器人杂草检测和控制服务。到 2023 年，该规模将扩大到

服务英国 20, 000 公顷的土地，其中包括已经签署了备忘录的 70 个英国农场。了解服

务内容，然后再扩展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 80,000 公顷。全球总的潜在市场是

1.77 亿可耕农场的 62 亿公顷小麦。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ustice-unveils-plans-for-future-greener-farmin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eustice-unveils-plans-for-future-greener-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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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姆”每天将自动覆盖 20 公顷，收集大约 6 TB 的数据。它能够以分辨率不到 1 毫米

地面像素，分辨亚毫米级的植物细节。它结实、防风雨、可以全年使用。新一代汤姆

会具有更高的速度、5K 相机容量、和更长的电池寿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投入上百万英镑减少食物浪费 Over £1m to fund food waste fight 

 [Defra，1 月 30 日] 英格兰的企业和非营

利组织，将从 115 万英镑的资金中受益，

以帮助他们寻找创新的方法，通过改变人

们的行为或将浪费物转化为其他材料来解

决食物浪费。 

资金将提供给一些创新方案，从教育公众

如何存储新鲜食品, 到将食物垃圾转化为

新的可食用产品之类的想法，以解决紧迫

的环境挑战。 

政府的反对食物浪费代言人本·埃利奥特（Ben Elliot）1 月 30 日宣布，他将从 5 月 11

日星期一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反对食物浪费行动周”，并呼吁全国各地的家庭和

企业联合起来减少食物浪费。 

英国每年浪费 450 万吨粮食。新资金是政府的最新举措，以推动到 2025 年将英国的食

物浪费减少 20％，这一举措是一项更广泛的 1500 万英镑计划的一部分， 专门解决英

国零售业和制造业的过剩食物的一部分。 

在此同时，政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草案》已提交到议会，重申了减少英国食

物垃圾足迹的承诺。它列出了政府将如何每周强制收集每个家庭的食物垃圾。 

英国是处理食物浪费的全球领导者，政府承诺到 2025 年将食物浪费减少 20％，并且从

2015 年至 2018 年间，食物浪费总量已下降 480,000 吨。然而，英国家庭每年仍然浪费

450 万吨可食用食物，相当于一百亿份饭。  

这项名为 “公民食物垃圾预防和食物垃圾价值”的资金将由可持续性非营利组织 WRAP

管理，WRAP 与政府、企业和民众紧密合作，减少食物浪费，从开展诸如“热爱食物

憎恨浪费”之类的公众意识运动，到与地方议会合作，为居民提供分开的食物垃圾收

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建立园艺质量与食品浪费协作网 UKRI announces new Quality and 

Food Loss Network 
[UKRI，1 月 21 日] 在全球范围内，整个食物链三分之一以上的食物被浪费掉。在英

国 51％甚至在到达消费者之前就已经分别在农业、收获后、分配、和加工各个环节损

失掉了。粮食损失的很大一部分与作物的固有生理、收获后生物学的不良控制、以及

所采用的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和适当性有关。 

UKRI 的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为此启动了一个新网络，旨在利

用生物科学研究解决这一重大粮食损失。 

http://www.newelectronics.co.uk/electronics-news/small-robot-fleet-to-be-manufactured-in-the-uk-by-tharsus/223912/
http://www.newelectronics.co.uk/electronics-news/small-robot-fleet-to-be-manufactured-in-the-uk-by-tharsus/22391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over-1m-to-fund-food-waste-figh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over-1m-to-fund-food-waste-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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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立的园艺质量和食物损失网络，其目的为英国园艺和收获后组织联合发声。通过

激发人们对利用研究解决粮食损失的兴趣，并促进园艺作物质量的提高，该网络将实

现以下目标： 

1. 协调、扩大、和提供信息，促使园艺组织与学术界、企业界、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之间互动 

2. 吸引一批新的早期研究人员，解决园艺方面的质量和粮食损失问题，并提供资

金以帮助新的研究人员与产业伙伴之间密切联系 

3. 委托开展多种早期研究项目以及其他传播和知识交流活动 

4. 提高向 BBSRC 和其他 UKRI 资助机构关于质量和粮食损失有关的申请提交率 

5. 协调与其他国家机构和网络的互动  

6. 推动企业与学术界之间的新合作，并帮助他们将研究思路发展为商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2018 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最终数据 2018 UK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inal figures 
 [BEIS，2 月 4 日] 根据《京都议定书》涵盖的七种温室气体，英国的排放量在 2018 年

为 4.5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MtCO2e），比 2017 年的 4.61 亿吨排放量减少 2.1％。据估

计，英国 2018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1990 年实际减少了 43.1％。 

 2017 年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主要原因是能源供应部门的排放量减少了

6.6％（7.4 MtCO2e）。这是由于发电用混合燃料的变化，尤其是减少使用煤炭

和天然气，使电站排放量持续减少。能源供应部门的排放，现在比 1990 年减少

了 62.3％。 

 交通运输部门的排放量在 2018 年下降了 1.4％（1.8 MtCO2e），为 2013 年以来

首次下降。尽管交通运输仍是最大的排放部门，占英国所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8％，运输排放量仅比 1990 年降低了 3.0％，这是因为交通车辆的增加在很大

程度上抵消了车辆燃油效率的提高。 

 在 2017 年至 2018 年期间，由于工业燃烧以及制冷和空调的减少，商业部门的

排放量减少了 2.5％（2.1 MtCO2e）。工业过程的排放减少了 7.3％（0.8 

MtCO2e），这是由于氨、卤化碳、钢铁生产的排放减少所致。   

 住宅部门的排放量增加了 3.8％（2.5 Mt CO2e），这是由于 2018 年上半年天气

转冷导致用于取暖的天然气使用增加。同样，公共部门的排放量增加了 3.7％。

这两个部门的排放量每年都根据温度变化而不同。 

二氧化碳（CO2）是京都“一揽子”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占 2018 年英国温

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81％。最新数据显示： 

 2018 年英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估计为 3.657 亿吨，比 2017 年的 3.738 亿吨低

2.2％。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煤炭的使用和天然气发电减少了（如

上所述）。在 1990 年至 2018 年期间，英国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下降了

38.6％。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20/ukri-announces-new-quality-and-food-loss-network/?_ga=2.166906744.77650718.1583163944-109361660.1581690386
https://bbsrc.ukri.org/news/food-security/2020/ukri-announces-new-quality-and-food-loss-network/?_ga=2.166906744.77650718.1583163944-109361660.158169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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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排放 

据估计，在 2018 年，英国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 28％来自交通部门，能源供应占

23％，商业占 18％，住宅占 15％，农业占 10％。剩余的 6％可归因于其它部门：废物

管理、工业流程和公共部门。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部门在

2018 年起到了净碳汇的作用，因此排放量实际上为负。 

表 1：英国 2018 年温室气体排放源 （二氧化碳当量， 百万吨）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2018 

运输 128.1 129.7 133.3 136.0 124.5 123.5 126.1 124.4 

能源供应 278.0 238.0 221.6 231.5 207.4 145.3 112.3 104.9 

商业 113.8 111.9 115.7 109.2 94.3 85.2 81.1 79.0 

住宅 80.1 81.7 88.7 85.7 87.5 67.4 66.6 69.1 

农业 54.0 52.9 50.3 47.9 44.6 45.2 45.8 45.4 

废物管理 66.6 69.3 63.1 49.1 29.7 20.7 20.4 20.7 

工业流程 59.9 50.9 27.2 20.7 12.7 12.7 11.0 10.2 

公众 13.5 13.3 12.1 11.2 9.5 8.0 7.7 8.0 

LULUCF -0.1 -2.3 -4.1 -7.2 -9.3 -10.0 -10.1 -10.3 

总计 793.8 745.4 707.9 683.9 600.9 497.9 461.0 451.5 

 

表 2：英国 2018 年按气体和部门分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吨） 

 二氧化碳 甲烷 氧化亚氮 F 气体 总计 

运输 123.0 0.1 1.2 0.0 124.4 

能源供应 98.4 5.8 0.8 0.0 104.9 

商业 65.9 0.1 0.8 12.1 79.0 

居住 66.4 1.0 0.2 1.5 69.1 

农业 5.7 25.4 14.3 0.0 45.4 

废物管理 0.2 19.0 1.4 0.0 20.7 

工业流程 9.7 0.1 0.3 0.2 10.2 

公众 8.0 0.0 0.0 0.0 8.0 

LULUCF -11.7 0.0 1.4 0.0 -10.3 

总计 365.7 51.5 20.4 13.8 451.5 

 

农业 

农业部门的排放来源包括：牲畜、农业土壤、固定燃烧源（取暖或其它用途）和农用

机械。据估计，农业占 2018 年英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0％。其中甲烷（56％）和氧化

亚氮（31％）的排放量占主导地位。这里最主要的排放源是牲畜（尤其是牛）的肠内

发酵导致的甲烷排放；其次是与农业土壤上使用肥料产生的氧化亚氮排放。 



12 
 

在 1990 年至 2018 年之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约 16％，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

排放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这段时期的动物数量减少以及使用合成肥料的减少

所致。 

在 2017 年至 2018 年之间，农业部门的排放量减少了 1％。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冷榨菜籽油获得世界首个碳中和及塑料中和食品认证 UK Farm 

Produces World’s First Carbon and Plastic Neutral Oil 

[Farrington Oils，2 月 17 日] 法灵顿食油公司（Farrington Oils）生产的 Mellow Yellow 冷

榨菜籽油，取得历史性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认证的碳中和及塑料中和食品。 

公司生产的所有 Mellow Yellow 系列， 包括油、沙拉浇汁、和蛋黄沙拉酱都得到认

证。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62887/2018_Final_greenhouse_gas_emissions_statistical_release.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62887/2018_Final_greenhouse_gas_emissions_statistical_relea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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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low Yellow 冷榨菜籽油的生产商法灵顿食油公司通过此认证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

球领跑者。邓肯·法灵顿（Duncan Farrington）是 LEAF（链接环境与农业）标准认证

的农场主，25 年来坚持可持续农业实践，碳及塑料中和是他们开拓性的可持续实践的

里程碑。 

与其在未来 10 或 20 年内实现净零承诺，法灵顿食油公司总裁邓肯·法灵顿（Duncan 

Farrington）而是希望现在就达到这一突破性的里程碑：“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只是

一个完成任务式的打钩，环境是我们所做各种工作的核心，我们一直在寻找更可持续

发展的方法。因此，立即采取措施，获得碳与塑料中和官方认证是理智的做法。我们

将继续通过可持续的耕作方式，使我们的土壤能够吸收二氧化碳，种植更多的树木，

并创造更多迷人的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改善并力争成为碳负排放（从大气中去除比产

生的更多的碳）。”  

提供自然和气候友好型农业是 LEAF 农业策略的组成部分， Farrington Oils 在过去 25

年中，一直在培育健康的土壤、减少浪费、并记录能源使用量，因此，实现净零排放

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自 1987 年以来，他们已在农场种植了 8000 多棵树，其中包括

2020 年 2 月由林地信托（Woodland Trust）支持的社区主导的植树活动，并于 2018 年

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其发电量占农场总能源需求的一半以上。环境一直是农场业务

的核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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