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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第十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在伦敦举行，农业合作前景广阔 10th UK-Chin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ialogue Policy Outcome 

 

据财政部官网报道，2019 年 6月 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与英国财政大臣菲

利普·哈蒙德在伦敦共同主持了第十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 

第十次对话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金融、产业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和第

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取得了广泛且积极进展，双方在深化经济财金合作方面达成一系

列新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双方将继续加强中英经济财金对话机制，以进一步支持推

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的发展。 

对话政策成果公报涉及 69 项重要内容。政策成果公报第 59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合作

的重点领域和合作途径： 

59．双方愿进一步加强在乡村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方面的

合作交流，特别是在乡村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休闲观光农业、生态农

业建设等方面开展政策、技术和人员交流。双方愿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合

作，通过中英可持续农业创新协作网（SAIN）的支持，鼓励更多农业科研

教学机构参与合作，在农业高新技术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加强科技对农业发

展的支撑作用。 

其他涉及农业合作的对话成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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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欢迎签署英国牛肉输华议定书，致力于 2019年底前批准英国牛

肉输华。 

 中方同意 2019 年秋季前派专家赴英开展羊痒病技术交流，研究和制

定英国羊肉出口解禁评估标准。 

 双方同意继续推动解除对英国家禽和家禽产品的禽流感禁令。 

 英方欢迎中方近期批准英国猪肉工厂在华注册，并期待在 2019年底

前批准更多符合条件的英国猪肉工厂在华注册，以便其基于市场需求

对华出口。 

 通过 2017年启动的中英科技创新合作战略，双方认可科技在支持社

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愿进一步共同落实合作战略，包

括农业科技和健康老龄化旗舰挑战计划。 

 双方对两国在农业遥感项目方面的合作表示满意，并同意考虑签署

《中国国家航天局与英国科技基础设施委员会关于共同支持空间科学

领域活动谅解备忘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超市签署政府食品浪费减半倡议书 UK supermarkets sign government 

pledge to help halve food waste 
[Defra, 6 月 4 日] 响应政府呼吁，英国包括

所有主要超市在内的 100 多家最大的食品

公司，已签署承诺采取突破性行动以减少

食物浪费。  

来自食品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大牌公司，

包括阿尔迪（Aldi），阿斯达（Asda），

尼路咖啡（CafféNero），合作社集团（Co-

op），咖世家（Costa），食品和饮料联合

会（FDF），里德尔（Lidl），赛思佰瑞

（Sainsbury's），星巴克（Starbucks），乐

购（Tesco），玛莎（M＆S），莫里斯（Morrisons），雀巢（Nestlé），欧凯多

（Ocado），英国酒店业协会（UK Hospitality），联合利华（Unilever），世界自然基

金会（World Wildlife Fund for Nature）和维特罗斯（Waitrose），已签署誓约，承诺到

2030 年将食物浪费减半，并通过一周的活动，提高公众对食物浪费的认识。 

目前在英国，估计每年离开农场后，浪费的食品和饮料达 1,020 万吨，价值约 200 亿英

镑。据评估，英国家庭每年花费 150 亿英镑购买本可以食用的食物，但最终被扔掉

了，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每年 500 英镑。 

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资源和废物战略的基础上，推出了一项耗

资 1500 万英镑、力图改变游戏规则的行动方案，解决食物浪费问题。资源和废物战略

指出政府将采取食品企业的食品剩余和废物年度报告制度。 

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还邀请各相关组织申请第二轮超过 600 万英镑

的资金，削减食物浪费。政府希望看到大型食品企业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http://wjb.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906/t20190617_3279622.html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09569/190617_FINAL_POP_v2__002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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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每年透明地报告其食品浪费。政府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就大型企业的强制性报告

进行咨询。 

英国政府将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3，帮助到 2030 年使食物浪费减半，

报告进展情况及并将其列为优先行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出台新法强化预包装食品成分标识 Gove to introduce 'Natasha's Law' 

[Defra， 6 月 25 日] 为了保护英国 200 万

食品过敏患者，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

（Michael Gove）宣布了一项新法律，要

求食品企业在预先包装食品上有包括全成

分的标签。 

英国女孩娜塔莎（Natasha），因遭受 Pret 

a Manger（一种细长三明治）过敏反应后

死亡。 鉴于这次不幸事件，环境大臣宣布

将在夏季结束前引入立法，以强化过敏原

标签法规。 

根据现行法律，如果食品是在其销售的场所准备，不要求以书面形式显示过敏原信

息，意味着过敏患者有时购买食物缺乏信心。 

这项名为“娜塔莎法”的新法案，将通过要求对预包装直接出售的食品提供完整的成

分清单，来加强法规 – 让过敏患者更加放心所购买的食物。 

政府将在夏季结束前提出立法，要求为预先包装直接销售的食品提供全面的成分标

签，新法律将于 2021 年夏天生效，以便让企业有时间适应变化。 

为了引入“娜塔莎法”，政府在本年 1 月份进行了咨询，提出了四个选项，其中包

括：完整的成分列表标签；仅对过敏原标签；产品加注‘询问员工’标签；向企业推

广最佳实践。 

该咨询收到了消费者对全成分标签的大力支持，超过 70％的人支持这一选择。英国食

品标准局最近的意见中也建议政府应采取全成分标签。 

改革涉及对那些在出售的同一处所准备和包装的食物的标签要求 - 例如当天由工作人

员制作并放在货架上销售的包装好的三明治或沙拉。 

目前，这些食品不需要有标签，如果消费者询问过敏原信息，食品营销者必须现场提

供。 

全国各地的食品企业已经采取措施改善食品标签，销售网点也受到敦促，在实施日期

之前，尽其所能，帮助消费者做出安全的食物选择。 

食品标准局（FSA）将继续为食品企业提供有关过敏原的指导，并通过其“方便提

问”活动，使年轻人在外出就餐时，向食品营销者询问有关过敏原的信息，以便他们

可以选择安全食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upermarkets-sign-government-pledge-to-help-halve-food-was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upermarkets-sign-government-pledge-to-help-halve-food-wast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to-introduce-natashas-law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to-introduce-natasha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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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高科技分析揭示蜜蜂的多变食谱 High-tech study shines light on varied diet 

of honeybees 
[CEH, 6 月 4 日] 英国生态与水文中心 (CEH) 

报道，一项开创性的蜂蜜样品分析发现，英

国蜜蜂的饮食极其丰富，它们觅食于 1000

多不同种类的植物。 

来自英国各地约 200名养蜂人，为这项高科

技 DNA测试提供了蜂蜜样本。结果显示，蜜

蜂以各种常见的作物、野花、园林植物为

食，其中包括油菜（Oilseed rape）、三叶草

（Clovers）、荊棘 (brambles) 和甜栗树

（Sweet Chestnut）。 分析还发现侵入性非本地物种是花粉和花蜜的重要来源，尤其是

喜马拉雅凤仙花（Himalayan Balsam）和所谓的“天堂之树”- 臭椿。 

CEH 使用先进的 DNA 条形码技术，识别蜂蜜中的花粉痕迹，是第一次全英范围这种

类型的分析。目前，许多传粉昆虫种类在英国不断减少，研究人员利用蜜蜂觅食习惯

的信息，监测农村健康状况的长期变化。 

该研究总共鉴定出 1000 种花粉中的 DNA，其中蜂农提供的每种蜂蜜样品中发现的植

物种类平均数为 28 种。然而，由于采样蜂巢周围栖息地的变化，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

异。 

CEH 执行的这项新的国家蜂蜜监测计划，对去年夏天（2018 年）收获的蜂蜜样品进行

分析。该计划得到了英国养蜂人协会（BBKA）和蜂农协会（BFA）的支持。希望更

多专业及业余养蜂人参与，并在 2019 年夏季和秋季提供样品，以增加科学家对环境变

化、以及蜜蜂和其他昆虫所面临挑战的理解。 

CEH 进行 DNA 分析的分子生物学家 Anna Oliver 博士说：“人们对昆虫传粉媒介的减少

表示担忧，这些传粉媒介为人类在作物生产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服务，并且，对许多

野花种类的存在也很重要。然而，现在却面临着许多威胁，包括栖息地丧失、气候变

化、杀虫剂、及疾病。 

“蜜蜂，通过所产的蜂蜜，提供了一个了解乡村健康的窗口，使我们能够监测环境变化

的影响。因此，我们非常感谢迄今为这个重要计划提供样品的英国养蜂人的支持，我

们希望今年能有更多的人参加，提交蜂蜜进行分析。“ 

蜂蜜样品分析的主要发现包括： 

 从所有样品中，共鉴定出来自 1,000 多种不同植物的花粉； 

 荆棘藤（Brambles，包括黑莓和覆盆子）位居榜首，几乎占样品中所有花粉的

四分之一 

 芸苔属（Brassicas，包括油菜，卷心菜，萝卜和芥菜）排名第二，其次是甜栗

子（Sweet Chestnut）（均约为 11％），然后是三叶草（Clover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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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非本地物种，被认为是“棘手的杂草”，位列十大最

主要物种之一。其他入侵物种包括臭名昭著的“天堂之树”臭椿，也被称为

“地狱之树”，因为它抑制了其他植物； 

 伦敦的花粉多样性最高，反映出首都公园和花园种植的大量观赏植物，特别是

树木 - 平均每个样本有 45种植物； 

 来自苏格兰和西北部的样本中，含有丰富的荒野物种的花粉，如希瑟和金雀花 

因为这类栖息地在英国的这些地方普遍存在； 

 从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些样本中，鉴定出火麻（一种大麻）和罂粟 DNA，它们都

是在英国获得许可后，可以作为药用作物合法种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建“白蜡树档案园”，植入抗病树木 Disease-tolerant trees to be 

planted in UK’s 'ash tree archive' 
[Defra，6 月 4 日] 白蜡枯梢病是有高度破

坏性的病害，对这一病害表现出耐受性的

白蜡树，将被种植在英国首个“白蜡树档

案园”中。 

生物安全部长加德纳勋爵（Lord 

Gardiner）6 月 6 日，在皇家植物园（邱

园）的千年种子库，启动政府新的白蜡树

研究战略时宣布了这项行动。 

新战略整合了关于白蜡树及其所受威胁的

所有证据，确定未来的研究需求，以保护物种并使其重现于景观中。这些威胁包括：

树病-白蜡树枯梢病，它有可能对英国的白蜡树种群造成特大损害;和虫害-白蜡窄吉丁

虫。 

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Defra）联合资助了许多成功的研究项目，发现有些树

表现出对枯梢病有耐受性迹象。这些树木是开发抗病白蜡树未来育种计划的下一个重

要步骤。 

从显示出对枯梢病有耐受性的树上采集接穗，嫁接到健康的砧木上，目前正在育苗阶

段，期待能够于 2020年在汉普郡种植。 

白蜡树研究战略是在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学者，Defra系统的科学家和研究人

员，研究理事会，林业、园艺、景观部门，土地所有者代表机构和环境组织，合作下

制定的。 

对应树木健康弹性战略（THRS）持续性循环中的相应部分，白蜡树研究战略提出了六

个更新的政策目标，： 

 经常检查对白蜡树构成威胁的病虫害，特别是白蜡树枯梢病和白蜡窄吉丁虫; 

 降低白蜡树进一步发生病虫害的风险; 

 确保对白蜡窄吉丁虫入侵做好准备和做出最佳响应; 

 减少白蜡枯梢病对与白蜡树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以及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影响; 

https://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high-tech-study-shines-light-varied-diet-honeybees
https://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high-tech-study-shines-light-varied-diet-honeyb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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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利用白蜡树替代物种重新补充树木景观，恢复生态系统服务; 

 在景观中协助本土白蜡树长期生存。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推出世界首部燕麦种植指南 World's first growth guide for oats 

launched for UK farmers 

[Farming UK, 6 月 12 日] 为确保燕麦作物

的可持续供应，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

求，世界上第一部《燕麦种植指南》于

6 月 12 日推出。 

这部指南将提供给所有英国燕麦种植

者，帮助农民监测作物的生长和发育。

指南旨在鼓励农民提高燕麦作物的效

益、产量和回报。研究表明，英国目前

平均产量与最佳产量之间有每公顷 4 吨

的差距，指南的推出尤显重要。 

指南分析了四个不同季节的 120 种商业作物和 60 种参考作物，收集了超过一百万个数

据点。 

指南是由拥有燕麦片 Quaker Oats 品牌的百事公司（PepsiCo）、英国创新署（Innovate 

UK）、以及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共同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研究

项目的辉煌产出。 

《燕麦种植指南》的目标是提高产量 5-10％，这意味着利用资源优化，每公顷出产更

多燕麦; 对为燕麦种植者和消费者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粮食系统，是一个重大贡献。 

不同于其他主粮谷类作物，改善燕麦农艺的研发投入有限。 因此，虽然小麦和大麦等

作物的种植指南已经制定了好多年，但燕麦却没有。 

点击下载燕麦栽培指南 

英国启动新一轮农用机器人和生态建筑创新研究 Farming robots and eco-

buildings the future as research kick-starts new innovations 
[BEIS, 6月 13日] 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BEIS）报道，在林肯大学的世界首个

农业机器人中心，将能够用农业机器人帮助照料和高价值农作物的生产和质量控制。 

该研究中心将是 13个政府支持的项目之一，是政府用于开创性研究的 7600 万英镑的

受益者。开创性研究计划将聚集各路专家，解决广泛的研究挑战，从加快作物生产，

到创建环保办公室和住宅，以及如何设计和建立能够分解常见一次性塑料的酶。 

所资助的项目，分散在英格兰的不同大学，将从 7600万英镑中得到自己的份额，支持

他们开展未来三年的工作。政府资助可用于进一步扩展现有项目，或支持新的研究领

域，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利用技术的优势改善人们的生活。 

政府承诺到 2027年，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发支出提高到 GDP的 2.4％。本次宣布的

资金是初始资金，团队可以选择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吸引投资。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isease-tolerant-trees-to-be-planted-in-uks-ash-tree-archiv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isease-tolerant-trees-to-be-planted-in-uks-ash-tree-archive
http://www.pepsico.co.uk/docs/album/uk_corporate_reporting/quaker-oat-growth-guide-june-2019
http://www.pepsico.co.uk/docs/album/uk_corporate_reporting/quaker-oat-growth-guide-june-2019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arming-robots-and-eco-buildings-the-future-as-research-kick-starts-new-innovation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arming-robots-and-eco-buildings-the-future-as-research-kick-starts-new-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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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中国开放市场准入，英国牛肉贸易额或达 2.3 亿英镑£230M boost for 

British beef as China agrees market access 
 6 月 17 日，中国与英国达成一项协议。

到今年年底，英国牛肉将回归中国餐桌。 

1996 年，中国政府禁止从英国进口牛肉。

时隔 20 多年，中国解除这一禁令。预计

在未来五年，此举将为英国牛肉生产商带

来价值 2.3 亿英镑的收入。 

英国农业国务大臣罗伯特·古德威尔

（Robert Goodwill）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于今日签订英国输华牛肉议定书。该

议定书是第十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的成果，致力于 2019 年底前批准英国牛肉输华。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Dr. Liam Fox）表示： 

此举对于我们领先全球的英国牛肉生产商来说是可喜的进展，不久之后，他们便可向

全球最大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出口牛肉。此举将促进地方就业，每年将为英国经济带来

数百万英镑的收入。 

这是两国政府多年努力的结果，英国国际贸易部也功不可没，此举标志着英国顶尖食

品距离全球市场更进一步。 

脱欧后，英国将继续打破市场准入壁垒，方便英国企业在全球开展贸易。 

英国农业国务大臣罗伯特·古德威尔表示： 

此举对于世界顶尖的英国食品业和农业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进展，在未来五年内就可为英国带来 2.3 亿英镑的贸易收入。 

今天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反映了英国的宏伟目标，在脱离欧盟之际，英国致力于在

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新的贸易机会，成为真正全球化的国家。 

此前，中国刚批准五家英国猪肉厂向国内出口肉制品，每年的市场贸易额已经达到

7000 万英镑。2019 年底前，我们希望能有更多合格的英国猪肉厂获批。 

目前，中国是英国第八大食品与饮料出口市场，去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价值超过 6.1 亿

英镑的产品。 

英国输华牛肉议定书是中英政府官员多年实地考察与协商的成果。去年 6 月，中国解

除英国牛肉进口禁令，正式的市场准入谈判开始。 

上周，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英国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英国食品标准局、北

爱尔兰农业环境农村事物部、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以及英国出口认

证合作伙伴公司（UKECP）联合牛肉生产商和食品企业经营者，共同接待了一次成功

的实地解禁检查。英国国际贸易部协助以上部门与中国官员进行交流，为访英的中国

代表团提供支持，促成了本次检查。 

英国农业与园艺发展委员会国际市场开发主管菲尔•哈德利（Dr. Phil Hadley）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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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项协议的宣布对英国肉类加工商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他们可以从这一新协议

所来带的机遇中极大地获益。 

协议的签署离不开英国政府和其他行业机构的努力，多年来，他们不辞辛苦，为牛肉

出口争取市场准入资格。我们期望看到在不久的将来，第一批牛肉将从英国运往中

国。 

英国输华牛肉议定书反映了中英之间稳固的友好关系，以及双方对贸易的共同承诺。 

去年，英国食品与饮料出口额超过 220 亿英镑，食品出口额持续飙升。英国食品与饮

品企业的产品销往全球 217 个市场。 

英国政府开展“珍馐美食在英国”（Food is GREAT）活动，借此鼓励、支持国内企业进

军海外市场或扩大当前的全球客户群。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海外买家青睐苏格兰鱼 Overseas buyers hooked on Scottish fish 

[DIT，6 月 7 日] 6月 7日是英国的国家炸

鱼薯条日，炸鱼和薯条爱好者们聚集在一

起，庆祝全国最受欢迎的菜肴。当日，英

国国际贸易部（DIT）高度赞扬了苏格兰价

值 10亿英镑的渔业。  

苏格兰拥有近一半的英国渔民 - 估计有

4,823人，这使得渔业对其经济至关重要。 

国家炸鱼和薯条日为庆祝将产品带到世界

各地餐盘里的渔民，提供了一个机会。 

中国是苏格兰鱼类出口在欧盟以外的首选目的地，也是其全世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

2018年，从苏格兰出口到中国的鱼类价值 9,700万英镑。与此同时，美国是苏格兰鱼

类出口的第四大目的地，去年的出口额为 8950万英镑。 

最新的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区域统计数据还显示，到 2019年 3月，苏格兰的

商品出口增长速度超过英国其他任何地区，目前价值 328亿英镑。 

苏格兰渔业不仅成功出口白鱼，还成功出口海螯虾等奢侈类海鲜。得益于国际贸易部

打开的市场准入交易，苏格兰首次向中国出口活体海螯虾。 

这项协议将推动苏格兰渔业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未来五年，英国的海螯虾总出口额

可能达到 2650 万英镑。 

促进苏格兰鱼业发展不得不提的一家公司，是首屈一指的海鲜家族企业 JK Thomson。

这家总部位于马瑟尔堡的公司，成立于 60多年前，在苏格兰各地提供新鲜和冷冻的海

鲜。 

今天，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牙买加、瑞士等地，成千上万的人们也享受着该公司的

各种鱼类。 

JK Thomson 还向超市、当地酒店与餐馆、苏格兰各地的炸鱼与薯条店（包括圣安德鲁

斯的 Cromars，以及 Alandas 集团）供应鱼产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230m-boost-for-british-beef-as-china-agrees-market-access.zh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230m-boost-for-british-beef-as-china-agrees-market-access--2


10 
 

25年来，该公司已经向荷兰、西班牙和法国出口产品，而目前正在开拓加勒比海、中

东、亚洲、和北美的新市场。 

JK Thomson 公司致力于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确保质量和一致性。在其位于马

瑟尔堡的现代化建筑内雇佣了 130名员工，并计划扩建工厂，扩大出口目的地，以期

满足全球需求。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第一季度食品饮料出口破纪录 Record first quarter for UK food and 

drink exports 
[FDI Forum，6 月 9 日] 据食品和饮料联合会

（FDF）分析报告，英国的食品和饮料出口达到

58亿英镑，几乎是去年增长率的两倍，创下有

史以来最大的第一季度出口额。 

其中，2019 年第一季度，向非欧盟市场的食品

和饮料出口增长（+ 12.2％）超过了欧盟市场的

增长（+ 9.9％）。品牌商品的出口也是如此。 

英国排名前 20的食品和饮料出口市场中，有 6

个国家的增长率超过 20％，日本的增长率最

高，为 52.5％。 

所有前 10大产品的出口，在 2019年第一季度都有增长，增长最多的是三文鱼，达到

40.9％。 

在过去 10年中，英国的品牌商品出口增长了 110％。 

2019年第一季度，在品牌商品的前五大出口市场中，对荷兰的出口增长最快

（13.5％）。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的行业目标是将品牌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出口量

从 2014年基线增加三分之一，到 2020年达到 60亿英镑。  

脱欧的不确定性 

虽然第一季度出口显示出良好结果，但食品和饮料联合会从近期交易会上收到的企业

反馈显示，由于英国目前脱欧的不明朗性，前 20大市场中的一些主要买家，不愿意从

英国出口商处购买。 

这可能会对 2019年后期的食品和饮料出口数量，产生重大影响。 

2018年 1月，成立了食品和饮料行业委员会，作为与政府的正式行业合作伙伴关系，

旨在提高英国食品和饮料业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出口是该委员会的主要优先领域之一，工作组的成立是为了推动这些领域的活动和政

策建议。 

沙特阿拉伯上位 

通过食品和饮料行业协议，五个目标市场（中国，海湾地区，美国，日本和印度）被

认为对英国食品和饮料提供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 2009年第一季度到 2019 年第一季度，向沙特阿拉伯的销售额增长了 198％。在

2019年 1月至 3月期间，出口增长了 28.6％，使该国进入了英国前 20大出口市场。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overseas-buyers-hooked-on-scottish-fish--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overseas-buyers-hooked-on-scottish-fis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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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也是英国品牌商品的第 11位大买家，在早餐谷物、巧克力、和甜饼干出口

的推动下，增长了 82％。 

第一季度，销往沙特阿拉伯的五大英国产品是燕麦、早餐谷物、巧克力、甜饼干和鸡

蛋。英国出口到沙特阿拉伯的 20大出口产品中，有 9个出现了三位数增长，其中包括

糖（+ 3,782％）。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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