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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引领动物福利，英国推出新旗舰行动计划 UK to lead the way on animal 

welfare through flagship new Action Plan 
 [Defra, 5 月 12 日] 英国环境大臣乔治·尤

斯蒂斯（George Eustice）于 5 月 12 日宣

布《动物福利行动计划》，这项计划将

彻底改变英国的动物待遇，并采取措施

保护境外的动物福利。《行动计划》将

建立在现有的世界领先标准的基础上，

在法律上承认动物是有感情的生物，并

致力于采取一系列新的福利措施来保护

宠物，家畜和野生动物。 

《动物福利行动计划》规定了政府将要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包括： 

提高宠物的福利 

 修改进口规则来应对幼犬走私 

 为猫强制性安装微芯片 

 通过新的政府工作组打击宠物盗窃 

 禁止远程控制培训电子颈圈 

保护野生动物 

 禁止将灵长类动物当作宠物饲养 

 出台新法律以打击非法野兔追捕 

 支持限制使用胶水陷阱的立法 

 资助境内外的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 

保护境外动物 

 禁止进口濒危动物的奖杯狩猎 

 今年通过实施《象牙法案》禁止象牙销售 

 禁止进出口鱼翅来保护标志性的鲨鱼种类 

 探索禁止出售鹅肝的禁令 

 禁止在英国刊登不可接受的国外低福利动物习俗的广告，例如骑大象 

提升养殖动物的福利 

 终止活体动物的育肥和屠宰出口 

 采取新措施以改善运输过程中的动物福利 

 赋予警察更多权力来保护农场动物免受危险或失控犬的伤害 

 检查禽笼和分娩猪栏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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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屠宰时的动物福利 

 激励农民通过未来的农业政策改善动物健康和福利 

为了落实这些改革，英国政府将适时推出一系列法案，重点关注动物的情感，在英国

饲养的动物以及动物的福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还将进行一系列非立法性的改革

以促进动物福利，多项条例将于今年推出。 

政府还将确保在今后的所有贸易谈判中不损害动物福利。 

英国在动物福利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记录。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以确保为动物提供应有的照顾、尊重和保护。包括禁止使用产蛋鸡电池笼，在屠

宰场引入强制性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以及将虐待动物的最高刑罚从六个月提高到五年。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政府发布泥炭行动计划 England Peat Action Plan 

 [Defra, 5 月 18 日] 英国政府发布《英

格兰泥炭行动计划》（E ng la nd  

Pea t  Ac t io n P la n），制定了政府

对泥炭地管理、保护和恢复的长期

愿景，使泥炭地为野生动物、人类

和地球提供广泛的利益。  

环境大臣 George Eustice 在 《行动计

划》的前言中指出， 泥炭地是英国景

观的标志性特征，常被称为 “国家

雨林”。  泥炭地具有多种功能 ， 是

英国最大的陆地碳库，是稀有野生动物

的避风港，以及水的天然调控者。然而，目前只有 13%的泥炭地处于近自然状

态。  

 

目标 

25 年环境计规划为英国泥炭修复提供了目标框架。泥炭地恢复将使泥炭地不仅能

够实现净零排放，而且有助于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在不适合恢复低地泥炭的

地方，将制定新的管理措施，以确保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表土，并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  

将泥炭地恢复作为即将实施的净零排放战略的一部分，发挥泥炭在实现净零

排放途径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路径 

  到 2024 年，开发出更新、更详细的英国泥炭地图；  

 到 2025 年，资助至少 3 . 5 万公顷的泥炭地恢复；  

 到 2022 年夏天，将为低地农业泥炭地提出更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在

环境效益显著的地区，通过奖励农民和土地管理者生产公共产品的新

计划来支持这些建议的实施；  

 在 2021 年发布关于在园艺中逐步停止使用泥炭的全面咨询报告；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to-lead-the-way-on-animal-welfare-through-flagship-new-action-pla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to-lead-the-way-on-animal-welfare-through-flagship-new-action-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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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继续通过逐步停止燃烧和减少野火的风险来保护泥炭地免受火灾。  

行动措施 

 到 2050 年，确保泥炭地的碳储存实现对净零排放的贡献，这不仅要

恢复高地泥炭，而且需要对低地泥炭的管理方式做出重大改变；  

 实施自然洪水管理，改善水质，提高抗旱能力和供水的可持续性；  

 保护和恢复泥炭栖息地，使之成为健康、有丰富野生动植物的功能良

好的生态系统，这些野生动植物丰富的泥炭地将构成自然恢复网络的

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自然资本市场推动对泥炭地恢复的私人投资，从而允许认证和出

售健康泥炭地能够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  

 保护泥炭地的历史环境，为未来保存重要证据，并确保修复项目提供

文化遗产、教育和享受，以及其他公共产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in the UK  
[BES, 5 月 12 日] 英国生态学会 5 月 12 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详细介绍了大自然如何成

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双重危机的强大盟友。 

《报告》首次全面评估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 在缓解气候变化和辅助英国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潜力。结合 100 多位专家的贡献，对现有证据的综合评估详细说明了 

NbS 在英国不同类型栖息地的优势、局限性和权衡。 

《报告》发现，NbS 能够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宝贵贡献，同时可以保护和增强生物多

样性，改善人类福祉，带来经济效益，并提供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 

《报告》同时也明确指出，尽管具有广泛的益处，NbS 应被视为是对其它气候和保护

行动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它们。 

《报告》确定泥炭地的恢复为英国 NbS 的优先行动。英国 260 万公顷的泥炭地含有约 

30 亿吨碳，但大多数处于退化状态，不能继续有效固碳。据估计，泥炭地每年可能排

放 23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大约相当于全国农业部门排放量的一半。 

通过再湿润和植被重建，恢复退化的泥炭地可以减少并终止这些排放，并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防洪方面带来效益。 

作为 NbS 的 一部分，恢复英国林地也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减少洪水风险、提供遮荫和

降温、以及天然林地扩张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收益也是林地作为 NbS 的积极成果。 

草原是英国最广泛的栖息地类型，覆盖了 40% 的土地。然而，其中只有 2% 是既具有

生物多样性又富含碳的半自然草地。在过去的 70 年中，由于农业集约化，草原遭受了

生物多样性的巨大损失。保护半自然草原和恢复质量较差的草原将有利于生物多样

性、减少排放并使畜牧业更具可持续性。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87859/england-peat-action-plan.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87859/england-peat-ac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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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栖息地面积大，英国周围的海洋环境也具有提供 NbS 巨大潜力。盐沼和海草是重

要的碳汇，它们的恢复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盐沼还提供海岸保护，免受海平面上升

和风暴的影响，并提供高度生物多样性的沿海栖息地，尤其是对鸟类。 

实施 NbS 来帮助实现净零承诺和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将需要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共享知

识资源和有效的伙伴关系。长期政策目标和政府承诺对于支持 NbS 的长期投资、研究

和监测尤为必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启动多个供暖和制冷脱碳项目 Eleven projects launched to 

decarbonise heating and cooling 
[UKRI, 5 月 14 日] 英国研究创新署（UKRI）启动 11 个供暖和制冷脱碳的新项目， 其

中两项属于食品冷链的脱碳研究。 

诺丁汉大学将研究通过集成氢技术实现食品冷链脱碳。 该项目将利用金属氢化物为燃

料电池提供可控的氢气释放，同时通过氢气释放的吸热反应产生冷却。 

这种双重用途将使氢能成为英国能源未来的关键部分, 还将有助于英国食品冷链的脱

碳。 食品冷链占英国总能源使用量的 18%。 

英国超过 60% 的食物依赖于冷食链，是英国能源需求的主要贡献者。伯明翰大学研究

团队将研究实现零排放可持续冷链系统的路径。项目将汇集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行

业、技术创新者以及农民和零售商等客户， 描绘机遇和挑战，以确保冷链能够支持英

国范围内的净零目标和脱碳。 

研究项目将进行工程和食品质量与安全、财务和业务等方面评估，为脱碳难题提供可

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投资大规模温室气体清除研究 UK invests over £30m in large-scale 

greenhouse gas removal 
 [UKRI, 5 月 24 日]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 将投资 3000 万英镑支持五个跨

学科项目进行为期 4.5 年的研究。研究结

果将用于政府制定长期决策，帮助英国

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这些温室气体清除 (GGR) 示范项目包

括： 

 泥炭地管理 - 最大限度地提高农田温

室气体清除潜力 

 增强岩石风化 – 向农田施加粉碎的硅酸盐岩石粉粒 

 生物炭的利用 - 作为一种可行的固碳方法，在不同地区的耕地和草地、污水处

理场、旧矿场和铁路路堤进行试验 

 大规模植树 - 评估在英国各地进行碳封存的最有效物种和地点 

https://www.britishecological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NbS-Report-Final-Designed.pdf
https://www.britishecological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NbS-Report-Final-Designed.pdf
https://www.ukri.org/news/eleven-projects-launched-to-decarbonise-heating-and-cooling/
https://www.ukri.org/news/eleven-projects-launched-to-decarbonise-heating-and-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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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扩大多年生生物能源作物，如禾本科植物（芒草）和短轮伐期柳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2020 年英国养猪业抗生素使用减少 5%UK pig sector cuts antibiotics 5% 

in 2020 
 [FW, 6 月 11 日] 2020 年，英国养猪场的抗生素使用量下降了 5%，距雄心勃勃的行业

目标仅差毫厘。 

尽管 Covid-19 大流行和英国脱欧带来了

人员配备水平及市场混乱的挑战，但抗

生素的总使用量从 110 毫克/种群校正单

位 (PCU) 降至 105 毫克/PCU。 

目前，英国成品猪的平均水平仅比 99 

毫克/PCU 的行业目标高出 6 毫克，比

2015 年的基线数据减少了 62%。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NFU 新报告显示食品和农业课程对儿童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New NFU 

report shows how lessons on food and farming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hildren's education 
 [NFU, 5 月 21 日]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

（NFU）新近推出的一份题为《通过农

业激发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习》的报告。 《报告》展

示了如何在课堂上通过农业现实例子来

有效地讲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方面的重要课程。 

《报告》阐述了通过农业来教授这些重

要科目可以帮助吸引关键年龄阶段的儿童，并向他们展示从事基于 STEM 的职业的潜

力。  

农业与 STEM 课程中的许多部分直接相关，从生命周期和栖息地到食物链和食品技

术。调查显示，89% 的受访者认为在小学教授农业很重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脱欧和冠状病毒对英国贸易的影响 The impacts of EU exit and the 

coronavirus on UK trade in goods 
[ONS, 5 月 14 日] 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5月 14 日公布报告， 评估脱欧和冠状病毒

流行对英国贸易的影响，要点如下： 

 2021 年第 1 季度（1 月至 3 月），来自非欧盟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进出口）

超过了来自欧盟国家的货物贸易； 

 2021 年第一季度与 2018 年第一季度相比，与欧盟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下降了

23.1％，与非欧盟国家的商品贸易总额下降了 0.8％； 

https://www.ukri.org/news/uk-invests-over-30m-in-large-scale-greenhouse-gas-removal/?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utm_campaign=cop26&utm_term=ggremoval&utm_content=%23COP26
https://www.ukri.org/news/uk-invests-over-30m-in-large-scale-greenhouse-gas-removal/?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utm_campaign=cop26&utm_term=ggremoval&utm_content=%23COP26
https://www.fwi.co.uk/livestock/pigs/uk-pig-sector-cuts-antibiotics-5-in-2020
https://www.fwi.co.uk/livestock/pigs/uk-pig-sector-cuts-antibiotics-5-in-2020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latest-news/new-nfu-report-shows-how-lessons-on-food-and-farming-have-a-positive-impact-on-childrens-education/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latest-news/new-nfu-report-shows-how-lessons-on-food-and-farming-have-a-positive-impact-on-children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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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脱欧过渡期之后，对爱尔兰的出口是英国最大出口伙伴中下降比例最大的; 

 自 2019 年 4 月以来，从德国的进口量有所下降，这与脱欧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以

及 2020 年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相吻合; 

 自 2020 年第二季度（4 月至 6 月）以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数量超过了从

任何其他国家/地区进口的商品;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早期影响严重影响了对美国的出口； 2021 年

第一季度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与非欧盟国家的下降相一致。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 

英国与澳大利亚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 UK agrees historic trade deal with 

Australia 
[DIT, 6 月 15 日] 英国与澳大利亚达成贸易协议，取消对所有英国商品的关税并促进英

国的就业和企业，这是自脱欧以来英国政府从头开始谈判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协议。 

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英国的标志性产品，如汽车、苏格兰威士忌、饼干和陶瓷，

在澳大利亚的销售成本将降低，从而推动在全国雇佣 350 万人的英国产业。英国与澳

大利亚的贸易关系去年价值 139 亿英镑，并且将在该协定下进一步增长，为英国的企

业和生产商创造机会。 

通过关税配额和其他保障措施，英国农民将受到为期 15 年的免关税进口上限的保护。

英国政府还支持农业生产者增加对海外的出口，包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市场出

口。 

根据协议，35 岁以下的英国人将能够更自由地在澳大利亚旅行和工作，为年轻人提供

机会。 

自由贸易协议将取消对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产品，如 Jacob's Creek 和 Hardys 葡萄酒、

泳装和糖果的关税，增加英国消费者的选择，并每年为家庭节省开支高达 3400 万英

镑。 

协定将为整个联合王国提供的益处包括： 

 苏格兰在 2020 年向澳大利亚出口了 1.26 亿英镑的饮料——这项交易将通过

取消苏格兰威士忌高达 5% 的关税来帮助酿酒商； 

 去年威尔士有 450 多家企业出口到澳大利亚，其中生命科学公司和化学品制

造商将尤其受益； 

 北爱尔兰向澳大利亚出口的所有产品中有 90% 是机械和制造产品——广泛

用于澳大利亚的采矿、采石和回收行业。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下，关税将被

取消，海关程序将被简化； 

 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汽车制造商将得到高达 5% 的关税削减，从而提振出口

需求。 

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进入快速发展的印太地区的门户，将推动英国加入 

CPTPP。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ons.gov.uk/businessindustryandtrade/internationaltrade/articles/theimpactsofeuexitandthecoronavirusonuktradeingoods/2021-05-25
https://www.ons.gov.uk/businessindustryandtrade/internationaltrade/articles/theimpactsofeuexitandthecoronavirusonuktradeingoods/2021-05-2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grees-historic-trade-deal-with-australi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grees-historic-trade-deal-with-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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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禽肉出口进入日本市场 UK secures markets access to Japan for 

exports of poultry meat 
[Defra, 6 月 16 日] 英国获得对日本出口禽肉的市场准入，这为英国农民、生产商和出

口商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开辟了新的机遇。据估计，该协议每年价值高达 1300 万英

镑。 

日本以其严格的食品安全和进口控制制度以及对高品质、多样化肉类的口味而闻名国

际。对英国新鲜和加工家禽产品市场的开放展示了英国家禽生产方法的高标准。 

随着日本禽肉消费量的增加及其对可靠、有吸引力的新产品的关注，这个市场现在有

望成为英国禽肉出口商的一个重要且有前途的新目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对非欧盟食品和饮料出口超过欧盟份额 Non-EU food and drink exports 

exceeds EU share following large drop in sales 
[FDF, 6 月 16 日] 英国食品与饮料协会（FDF）的最新报告显示，2021 年第一季度，对

非欧盟市场的食品和饮料出口超过对欧盟的销售额。由于 Covid-19 的持续影响和英国

贸易关系的变化，与 2020 年第一季度相比，对欧盟的销售额下降了 47%。 

对非欧盟国家的销售额占英国所有食品和饮料出口的 55%。对欧盟的出口与 2019 年第

一季度相比下降了 20 亿英镑。对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出口均大幅下降。 2021 年第

一季度，对爱尔兰的销售额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而对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销售

额自 2020 年第一季度以来下降了一半以上。 

从 2019 年到 2021 年，英国出口到欧盟的所有前 10 大产品的价值均大幅下降，其中威

士忌下降了 32.3%，巧克力下降了 36.9%，羊肉下降了 14.3%。乳制品受到的影响最为

严重。与 2020 年相比，对欧盟的牛奶和奶油出口下降了 90% 以上，同期奶酪出口下

降了三分之二。 

对东亚的出口恢复强劲增长，这一地区对英国优质食品和饮料有很高需求。 2021 年第

一季度，对中国 (+28.2%) 、香港 (+3.7%) 、日本 (+6.2%) 和韩国 (+18.5%) 的出口均高

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的水平。英国的前三大非欧盟市场美国（11%）、中国（5%）和新

加坡（3%）目前占英国出口总额的 19%，达到 7.13 亿英镑。 

英国从欧盟的进口也下降了 10%。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英国的酒店业持续关闭、

2020 年底的库存、对欧盟出口下降导致对原料的需求减少以及进口代换。当 2022 年

在英国边境实施全面检查时，下降还会增加。 在 2019 年至 2021 年英国从欧盟进口的

前 10 大产品中，蔬菜、葡萄酒和水果分别下降 13.9%、20%和 15.7%。动物源产品也

受到严重影响，欧盟猪肉、奶酪、鸡肉和牛肉的进口大幅下降。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1 年 5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May 2021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2020年5月相比，2021年5月的屠宰

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1年5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2020年5月下降

2.0%，至165,000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74,000吨，比2020年5月上升1.2%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cures-markets-access-to-japan-for-exports-of-poultry-mea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cures-markets-access-to-japan-for-exports-of-poultry-meat
https://www.fdf.org.uk/fdf/news-media/press-releases/2021-press-releases/non-eu-food-and-drink-exports-exceeds-eu-share-following-large-drop-in-sales/
https://www.fdf.org.uk/fdf/news-media/press-releases/2021-press-releases/non-eu-food-and-drink-exports-exceeds-eu-share-following-large-drop-in-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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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833,000只，较2020年5月下降6.0%；羊肉和羔羊肉产量为19,000

吨，较2020年5月下降 7.1%；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916,000头，比2020年5月上升15%；猪肉产量为83,000吨，比

2020年5月上升 17%。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20年5月  

31 天  

2021年3月  

31 天 

2021年4月  

30 天 

2021年5月  

31 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83 89 82 81 -2.0% 

小母牛  70 73 67 66 -4.5% 

小公牛  17 14 15 18 9.0% 

母牛和成年公牛  46 53 48 50 9.5% 

犊牛  5 7 6 5 -11% 

阉羊  886 924 858 833 -6.0% 

母羊和公羊  95 104 92 79 -17% 

阉猪  797 1052 955 916 15% 

母猪和公猪  15 24 20 20 35%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20  2021 

 5月 3月 4月 5月 

阉公牛  19 20 19 18 

小母牛  16 16 16 15 

小公牛  4 3 4 4 

母牛和成年公牛  10 12 11 11 

犊牛  1 2 1 1 

阉羊  200 209 200 188 

母羊和公羊  21 23 21 18 

阉猪  180 237 223 207 

母猪和公猪  3 6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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