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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制定法律新目标，到 2035 年将排放量削减 78％UK enshrines new 

target in law to slash emissions by 78% by 2035 
 [BEIS, 4 月 20 日] 英国政府公布第六次

《碳预算》，到 2035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

量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减少 78％， 并将 

这一 全球最具雄心的气候变化目标写入

法律， 

第六次《碳预算》限定了从 2033 至 2037

年 5 年期间排放的温室气体量，使英国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之前完成四分之三

的减排。《碳预算》将保证英国继续朝着

结束导致气候变化的方向前进，同时与

《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保持一致，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C 以下，并朝着 1.5°C 努

力。 

第六次《碳预算》首次涵盖了英国在国际航空和航运排放中所占的份额，使这些排放

得到统一计算，这也是政府脱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英国政府已经在努力实现其承诺，通过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到 2030 年将排放量与

1990 年的水平相比至少减少 68％，这是迄今为止主要经济体制定的最高减排目标。在

此基础上，英国又提出到 2035 年将排放量减少 78％， 这个目标领先于世界。 

这项新目标将于 2021 年 6 月写入法律。 

英国已经超额完成了第一和第二次碳预算的目标。由于英国整个经济和工业领域的温

室气体大幅减少，在 1990 年至 2019 年之间排放量总体减少了 44％，其中电力行业减

少三分之二，有望于 2022 年第三次碳预算结束时也超额完成目标。 

此外，英国继续刷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记录，自 2010 年以来，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

了三倍多。总体而言，低碳电力已占总发电量的 50％以上。 

作为今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6 主席国，英国将敦促世界各国和公

司与英国一道，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净零排放，并设定 2030 年的减排雄心

目标。 

英国正在提出大胆的蓝图，制定向零净经济过渡的愿景，以及支持公众向低碳技术过

渡的举措，包括今年将发布的《供热与建筑战略》和《交通脱碳计划》。跨政府部门

的净零战略也将在 COP26 之前发布。 

此外，政府分析发现，针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成本远低于收益 ， 包括减少污染排放、节

省燃料、改善空气质量和增加生物多样性。随着绿色技术的进步、行业脱碳和私营部

门投资的增长，实现净零排放的成本将继续下降。 

财政部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净零评估》，阐明政府计划如何从净零过渡中获得最

大的经济增长机会，同时确保消费者、企业和英国纳税人之间的贡献是公平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enshrines-new-target-in-law-to-slash-emissions-by-78-by-203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enshrines-new-target-in-law-to-slash-emissions-by-78-by-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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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启动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监测系统，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 UK 

launches world’s largest ocean monitoring system to protect wildlife and 

biodiversity 
 [FCDO, 4 月 3 日] 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创

建水下摄影机重大网络的国家，资助世界

上最大的海洋野生生物监测系统，以帮助

保护水下生物。 

该网络是英国政府“蓝带”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覆盖了超过 400 万平方公里的海

洋区域。 

名为 BRUVS 的摄影机系统将使英国的海

外领地能够观察和管理多样化生态系统中

的海洋野生动植物。利用非侵入性方法采集物种信息，记录海洋生物多样性。 

66 个立体声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BRUVS）将用于拍摄和分析众多物种的数据。 

这项为期四年的计划名称是 “全球海洋野生生物分析网络”，预计将耗资 200 万英镑，

并将提供有关在海外领地、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广阔海域发现的海洋野生动植

物的信息。它也将在南冰洋 Rothera 的英国南极测量站使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碳足迹 1997-2018 UK's Carbon Footprint 1997-2018  

[Defra，4 月 22 日] 根据环境ˎ食品及农村事务部（Defra）近日发布的数据，与英国消

费相关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英国“碳足迹”）在 2018 年有所增加。 

 从 2017 年到 2018 年，英国的碳足迹估计增加了 1％。这一微小上升是由于家庭

供暖和进口商品的增加所致； 

 2004 年，碳足迹达到 10.18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峰值，而在 2018 年，碳足迹比

此峰值降低 31％； 

 与进口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 1997 年以来上升了 16％，至 2007 年达到峰

值，而 2018 年则比 1997 年减少了 23％。与中国进口有关的排放量在 2007 年也

达到了峰值，2018 年比 1997 年高出 64％。 

 2018 年，与英国的商品生产和服务消费有关的排放量比 1997 年减少了 37％。 

英国目前的总碳足迹包括七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包括：CO2，甲烷（CH4），一氧化二

氮（N2O）和碳氢化合物（HFC），全氟碳化合物（PFC），三氟化氮（NF3）和六氟

化硫（ SF6）。二氧化碳足迹仅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ish-eye-lenses-uk-launches-worlds-largest-ocean-monitoring-system-to-protect-wildlife-and-biodiversit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ish-eye-lenses-uk-launches-worlds-largest-ocean-monitoring-system-to-protect-wildlife-and-biodiversity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9588/Defra_UK_carbon_footprint_accessible_rev2_final.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9588/Defra_UK_carbon_footprint_accessible_rev2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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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业净零排放的实现路径 Towards Net Zero in UK Agriculture - A 

practical approach  
 [HSBC，4 月 13 日] 伦敦大学学院

（UCL）与汇丰银行合作撰写的最新报

告指出，农业在帮助英国实现 2050 年净

零排放目标的过程中可发挥关键作用。

2018 年，农业排放占英国温室气体总排

放量的 10％，其中氧化亚氮占总量的

70％，甲烷占总排放量的近一半。 

实现农业净零排放具有挑战性，需要采

取措施减少排放，并通过土壤和森林捕获和储存碳。这种减排和封存的双重途径使农

业在助力英国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具有独特而至关重要的地位。 

英国农业部门正在经历多重变化带来的影响， 包括政策转变、极端天气以及与食品碳

强度相关的消费者喜好转变。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报告》提出实行净零框架的公平

过渡，使每个农民或土地管理者都能从中获得机会。报告指出，这将需要公众和政策

的支持，技术创新和雄心壮志。 

《报告》通过提供实用策略、农场经营见解以及实施“净零”战略可能带来的生产率提

高，为农场企业迈向“净零”之旅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改善农场管理、可再生能源的利

用、栖息地保护和技术是实现零净目标的关键杠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自然资本：英国水域碳汇价值 570 亿英镑 Natural capital: Carbon sink 

value of UK waters estimated at £57bn 
 [Business Green,   4 月 7 日] 根据英国国家

统计署（ONS）的自然资本审计数据，英

国海洋环境的碳储存价值高于化石燃料开

采或捕鱼的价值。 

英国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约为

2,110 亿英镑，其中约有 750 亿英镑来自

海洋娱乐活动，570 亿英镑来自海洋和附

近生物的固碳服务，例如海草、沙子、盐

沼和沿海土壤。 

根据国家统计署数据，从大气中捕获碳的自然服务总价值远远超过了海上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的 440 亿英镑资产价值，以及分别为 75 亿和 27 亿英镑渔业和可再生能源生产

的资产价值。 

ONS 表示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充分了解英国海洋生境中碳封存的“显著”潜力， 同时还

强调海洋和沿海环境比其他生境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要多得多。 

ONS 还提醒，这些数字可能低估了“蓝碳”封存服务的全部价值，因为分析只包括了三

种生境， 即沿岸沙地、沿岸滩地和盐沼，而且对盐沼的分析依赖于保守估计。 

本次发布的自然资本审计还核算了英国可再生能源发电上升，揭示了海洋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价值从 2008 年的 800 万英镑飙升至 2018 年的 2.96 亿英镑。 

https://www.sustainablefinance.hsbc.com/carbon-transition/towards-net-zero-in-uk-agriculture
https://www.sustainablefinance.hsbc.com/carbon-transition/towards-net-zero-in-uk-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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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NS 和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牵头进行的自然资本核算工作已进行十

多年，其目的是更好地将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纳入高层决策中。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公布 2019 年农业氨排放清单 Inventory of Ammonia Emissions from 

UK Agriculture 2019 
据英国环境、食品及农村事务部（Defra）公布的报告，2019 年英国农业的氨（NH3）

排放量为 238.8 千吨，比 2018 年的排放估算值减少 1.9 千吨。 

在1990年至2010年期间，英国农业的排放量一直在稳定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牲畜数量

和氮肥使用量的下降，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下降近年来已趋于平稳。自

1990年以来，排放量减少了18％，但自2005年以来却增加了1.1％，部分原因是尿素使

用的增加，特别是由于沼渣施用的增加所致。  

1990-2019 年英国农业氨气排放量估算 （千吨） 

来源 1990  2000  2005  2010  2015  2019  

总量 291.0  253.0  235.5  223.3  237.8  238.8  

牛 116.1  115.2  118.7  116.5  116.5  113.3  

羊 15.0  15.0  12.6  10.7  12.0  12.3  

猪  40.7  30.5  21.6  17.3  17.8  18.5  

禽 52.2  51.2  43.0  34.1  31.7  33.8  

马 1.0  1.4  1.7  1.5  1.4  1.2  

化肥  57.8  37.8  33.8  37.5  43.3  40.8  

粪污 1.5  1.8  3.7  3.9  4.3  4.7  

沼渣 0.0  0.0  0.5  1.8  10.7  14.2  

田间焚烧 6.6  0.0  0.0  0.0  0.0  0.0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植物科学研究十年路线图 Ten-year roadmap to guide UK plant 

science 
 [UKRI, 3 月 15 日] 英国研究创新署 （UKRI） 发布 《英国植物科学研究战略：未来十

年的绿色路线图》，为涉及植物的研究和创新设定明确目标。 

这项《战略》对于应对一系列全球挑战至关重要，包括： 

 达到零净排放以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 

 确保可持续和安全的农业食品供应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改善我们的环境 

 解决人类的健康和福祉问题。 

当前的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已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健全的食品供应链以及获得绿

色空间对人类健康和福祉尤为重要。 

《战略》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净零碳目标，植物科学研究需要做到： 

 减少农业的碳排放 

 增加耕作和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森林和泥炭地的碳封存 

https://www.businessgreen.com/news/4029514/natural-capital-carbon-sink-value-uk-waters-estimated-gbp57bn
https://www.businessgreen.com/news/4029514/natural-capital-carbon-sink-value-uk-waters-estimated-gbp57bn
https://uk-air.defra.gov.uk/assets/documents/reports/cat07/2103191000_UK_Agriculture_Ammonia_Emission_Report_1990-2019.pdf
https://uk-air.defra.gov.uk/assets/documents/reports/cat07/2103191000_UK_Agriculture_Ammonia_Emission_Report_1990-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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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植物用于生物能源的利用。 

《战略》还强调，基因组编辑、高级成像、合成和结构生物学、遥感、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等方面的最新技术进步为应用系统方法了解植物如何发挥功能并与其他生物相

互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对《战略》框架的长期投资将实现以下目标： 

 通过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碳汇、能源生产和洪水管理等需求的可持续平衡来

实现促进人类健康的景观。利用预测生物学和数字孪生技术，结合有效的成果

转化政策，为土地使用策略提供依据； 

 通过部署先进的植物育种和作物管理策略来实现具有弹性的农业系统，可持续

地生产安全和营养的食品； 

 通过生物品替代化学投入、更好地管理植物与土壤的相互作用、使用多年生生

物能源作物以及部署替代农业系统，大大减少英国农业部门的碳排放量，为英

国 2050 年实现净零目标做出了贡献； 

 通过遥感、生物干预和持久的植物免疫力，实现对植物疾病的监测、控制和阻

断； 

 通过生物工程和创新培养技术的发展，实现基于植物的全新生产系统，用于食

品和新型产品的生产，包括疫苗、蛋白质原料和高价值化学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新的移动应用程序使水土流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New mobile app puts 

soil erosion under the spotlight 
 [James Hutton, 4 月 8 日] 英国詹姆斯•赫

顿研究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推出 

一款新的手机应用程序，旨在为农民、

土地管理者和公众提供一种快速，简便

的方法，了解苏格兰的水土流失情况，

并贡献自己的记录和图像，以增进对目

前现状的了解并与其他人分享。 

苏格兰土壤侵蚀应用程序适用于 iOS 和

Android 设备，可帮助用户理解和识别不

同类型的土壤侵蚀，并可以贡献用户生

成的记录和图像，然后将其添加到记录

土壤侵蚀的共享站点地图中。 iOS 应用程序还包括模拟土壤侵蚀风险地图和苏格兰国

家土壤地图。 

应用程序用户可以在发现土壤侵蚀的证据时发送记录和照片，从而帮助研究人员了解

和监测土壤侵蚀。 

詹姆斯·赫顿研究所（James Hutton Institute）拥有许多年来收集的有关苏格兰土壤和景

观的大量数据。数据已用于开发侵蚀发生风险的模型和地图。通过回答该应用程序中

的几个简单问题，用户可以更好地了解侵蚀发生的位置、时间和原因，并找到减少危

害的方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ukri.org/news/ten-year-roadmap-to-guide-uk-plant-science/
https://www.ukri.org/news/ten-year-roadmap-to-guide-uk-plant-science/
https://www.hutton.ac.uk/news/new-mobile-app-puts-soil-erosion-under-spotlight
https://www.hutton.ac.uk/news/new-mobile-app-puts-soil-erosion-under-sp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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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担心 CPTPP 贸易集团的较低食品标准 UK concerns over lower food 

standards in CPTPP trading bloc 
 [FarmingUK，4 月 13 日] 英国全国农民

工会（NFU）通告上议院委员会，英国

在加入跨太平洋贸易集团的申请中必须

保持福利和环境标准。 

英国已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CPTPP），该伙伴关系由

11 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组成。 

CPTPP 占世界 GDP 的 13％以上，总价值

为 10.6 万亿美元，是按 GDP 排名世界第

三大自由贸易区。 

但是英国农业领袖警告说，现有 CPTPP 成员在标准和福利上没有实行与英国同样高的

规则。 

目前有许多机构在向英国政府施压，以保护农业免受低标准进口商品的侵害。 

NFU 在向上议院国际协议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强调了保护英国食品和农业标准的重要

性。 

NFU 表示， 目前英国只有 9％的农产品出口给 CPTPP 成员，因此有机会增加高质量英

国产品的出口，特别是在牛肉\羊肉和奶制品。 

NFU 表示，对于许多 CPTPP 成员，尤其是东南亚经济体而言，食品安全是消费者关注

的主要问题。英国可以展示安全、可追溯和经过审核的食品供应链，这意味着“英国品

牌”应具有巨大的潜力。 

但是 NFU 强调，成为 CPTPP 成员后，英国农民一定不能面对来自较低标准食品进口

的不公平竞争。 

自从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以来，农业团体就一直警告称，除非对食品实施严格的监

管，否则将受到进口较低标准食品的威胁。 

政府表示要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中坚持捍卫食品标准，但拒绝将此类保护法律化。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中英 2020 年贸易与投资统计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the UK and 

China in 2020 
英国国际贸易部（DIT）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四季度末的四个季度，英国与

中国之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出口和进口）为 788 亿英镑，较 2019 年第四季度末

的四个季度减少 8.5％，即 73 亿英镑。 在这 788 亿英镑中： 

 英国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为 229 亿英镑（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37.7％，减少额

138 亿英镑）； 

 英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 560 亿英镑（与 2019 年相比，增长了 13.1％，增加额

65 亿英镑）。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concerns-over-lower-food-standards-in-cptpp-trading-bloc_57984.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concerns-over-lower-food-standards-in-cptpp-trading-bloc_57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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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第三季度末的四个季度，中国是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占英国贸易总额

的 6.7％。 

2019 年，英国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对外存量为 107 亿英镑，占英国对外

直接投资存量的 0.7％。 

2019 年，来自中国的英国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为 32 亿英镑，占流入英国外国

直接投资总量的 0.2％。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1 年 3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February 2021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2020年3月相比，2021年3月的屠宰

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1年3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2020年3月下降

4.9%，至175,000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78,000吨，比2020年3月下降5.3% ； 

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916,000只，较2020年3月下降1.1%；羊肉和羔羊肉产量为22,000

吨，较2020年3月下降 0.3%；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1060,000头，比2020年3月上升12%；猪肉产量为98,000吨，比

2020年3月上升 15%。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20年3月  

31 天  

2021年1月  

31 天 

2021年2月  

28 天 

2021年3月  

31 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92 84 81 88 -4.1% 

小母牛  77 70 68 73 -5.3% 

小公牛  15 12 11 14 -8.2% 

母牛和成年公牛  56 56 53 53 -6.4% 

犊牛  13 3 4 7 -45% 

阉羊  926 853 766 916 -1.1% 

母羊和公羊  133 79 88 111 -17% 

阉猪  947 863 905 1060 12% 

母猪和公猪  21 14 24 27 27%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20  2021 

 3月 1月 2月 3月 

阉公牛  21 19 20 20 

小母牛  17 16 17 16 

小公牛  3 3 3 3 

母牛和成年公牛  13 13 13 12 

犊牛  3 1 1 2 

阉羊  209 193 191 207 

母羊和公羊  30 18 22 25 

阉猪  214 195 226 239 

母猪和公猪  5 3 6 6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6500/china-trade-and-investment-factsheet-2021-04-09.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76500/china-trade-and-investment-factsheet-2021-04-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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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简讯由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英国秘书处吕悦来汇编。如有询问，请发邮件

至 y.lu@uea.ac.uk；关于协作网更多资讯, 请登录: http://www.sainonline.org; 如您不

希望继续收到协作网秘书处（英国）的邮件， 请发邮件至 y.lu@uea.ac.uk，我们会将

您从寄送名单上删除。 

The “UK Agriculture Brief” is produced by SAIN Secretariat (UK);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y.lu@uea.ac.uk ;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AIN, 

please visit: http://www.sainonline.org/English.html.  To stop receiving emails from the 

SAIN Secretariat please email:  y.lu@uea.ac.uk and we will remove you from our 

distribution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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