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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为独立关税政策立法 Legislation for the UK’s independent tariff 

policy  
 [DIT，12 月 16 日]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国全球关税将取代欧盟共同对外关税，

成为英国最惠国关税，作为在自由贸易协定之外独立进行贸易的框架。 

英国全球关税专为英国经济需求量身定制，支持英国企业在世界舞台上竞争。 

英国全球关税使用起来更简单、更绿色、减少繁文缛节和其他不必要的贸易壁垒。这

将使企业更容易从海外进口商品。 

12 月 16 日起，英国将采取步骤将其纳入法律范围，并作为更广泛的立法计划的一部

分，向议会提交法定文书。 

这项立法是过渡时期结束后英国成为独立贸易国家所需的最后步骤之一。 

除了英国全球关税，政府还采取了以下行动： 

 实施优惠贸易关税税率，例如“英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确保英属海外领土受益于免关税进入英国； 

 建立英国的通用优惠方案，以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扩展现有的贸易救济措施，以保护国内部门免受不公平的国际竞争。 

作为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将立法暂停某些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免损害英国企业

的竞争力。 

英国政府还将通过暂停实施来代替现有的 Covid-19 关税减免措施，以确保 WHO 认定

对 Covid-19 至关重要的商品能够在 2021 年继续免税进入英国。 

除了这项立法，政府还宣布了原蔗糖自主关税配额审查和磋商的结果。 

作为英国全球关税的一部分，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将对进口到英国的原蔗糖实行 26

万吨的自主关税税率配额。 

政府分析认为，这个数量的自主关税配额将支持英国的原蔗糖精炼产能，并促进消费

者的选择和英国糖市场的竞争。反过来，还将确保英国成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蔗糖

的可靠市场，并支持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与欧盟贸易谈判的关键问题解答 UK trade with the EU - the key 

questions answered 
[NFU， 12 月 18 日] 英国与欧盟就未来贸

易关系的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以下是英国

农民工会（NFU）对影响农业领域谈判主

要议题的解答。 

与欧盟的贸易对英国农民的重要性 

欧盟是英国农业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超

过 60％的农产品出口到欧盟，价值 145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egislation-for-the-uks-independent-tariff-polic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egislation-for-the-uks-independent-tariff-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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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这个价值是英国对其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出口（价值 22 亿英镑）的六倍以

上。与欧盟达成协议对于维持这些贸易联系，并确保英国农业能够继续为国内和欧盟

市场提供同样安全、优质、负担得起的食品至关重要。 

对欧盟出口的主要产品及数量 

英国目前向欧盟出口价值 145 亿英镑的食品和饮料，包括： 

 羔羊：英国目前羔羊产量的 34％出口国外，其中 94％流向欧盟，2019 年价值为

3.77 亿英镑； 

 牛肉：英国目前出口约 18％的牛肉产量。在这些出口中，有 84％流向欧盟，

2019 年价值 4.04 亿英镑； 

 乳制品：英国目前出口其乳制品的 7％，其中包括牛奶，奶酪，奶油，黄油和奶

粉。在这些出口中，有 80％流向欧盟，2019 年价值 13 亿英镑； 

 家禽：英国出口的家禽总量占总产量的 19％。其中 70％的出口欧盟，2019 年价

值 1.92 亿英镑； 

 大麦：英国目前出口约占大麦总产量的 22％。其中 88％出口到欧盟，2019 年价

值 2.3 亿英镑。 

无协议脱欧对英国农业的影响 

如果在过渡期结束前未能与欧盟达成协议，英国农民将在一夜之间失去与最大贸易伙

伴的自由接触。对于每个想出口到欧盟的英国生产者，都将被征收较高的农业食品关

税。 

这些费用将由进口商支付。它们或者将被包含到由消费者或商品购买者支付的产品价

格中，这意味着出口到欧盟的英国产品将变得更加昂贵，并可能被更便宜的产品挤

压；或者这些费用最终将由英国农民承担，以维持销售。这将对那些主要针对欧盟市

场的生产部门造成巨大压力，并可能导致英国的农业部门不可持续。 

无交易情况下将征收的关税 

总体而言，英国生产商向欧盟出口将面临约 13.6 亿英镑的新成本，其中包括可高达以

下比例的关税： 

 羔羊 62％ 

 牛肉 85％ 

 切达干酪 44％ 

 鲜家禽肉 192％ 

 大麦 51％ 

无协议脱欧对具体农业部门的影响 

家畜 

畜牧业的关税很高，如果征收出口关税，英国将很快失去在欧盟市场的地位。英国

95％的羔羊出口到欧盟，因此一夜之间无法进入这个市场将产生严重后果，支付给养

羊者的价格可能下降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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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场交货价格的支撑来自于交易不同种类的肉类和副产品，因为有些肉类在欧盟市

场上的销量要好于国内市场。如上所述，如果面临出口关税，那么欧洲客户（需要付

更高的价格）可能会不太愿意购买昂贵的英国产品，因此将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采购

产品。重新建立这些市场可能需要很多年，英国农民将很难用其他世界市场替代它

们。 

这可能会导致国内市场供过于求，从而对农民获得的价格造成负面影响。 

农作物 

英国谷物出口与其他全球参与者竞争的机会将有限。英国可以使用一些有限的配额，

但将与其他主要谷物生产国争夺空间。对欧盟的麦芽大麦和饲料大麦以及麦芽和面粉

的出口都很重要。 

家禽 

英国消费者的需求集中在胸肉上。为了生产足够的胸肉来满足需求，我们需要将需求

量较小的家禽其他部位（例如，翅膀和腿）销售到国外。这类产品进入欧盟的关税很

高，对贸易不利，这意味着农民将获得比以前更低的禽类价格。 

乳业 

英国出口乳制品的 80％流向欧盟。奶酪是英国乳业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切达干酪每年

向欧盟的出口额为 2.15 亿英镑。英国还向欧盟出口奶油和其它短期乳制品，这对平衡

英国牛奶市场很重要。如果这种贸易受到干扰，可能会对农民出售牛奶的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 

果蔬 

英国需要进口许多幼苗用于水果、蔬菜和观赏植物的生产，以及以及进口在英国无法

种植的水果和蔬菜。英国在通过创新提高自给自足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园艺

部门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年轻植物和新鲜农产品的进口中边境摩擦越来越大，对

文件和检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及潜在的关税成本增加。 

土豆 

欧盟禁止从第三国进口种子和食用土豆，并且要求种子土豆的第三国对等认可。 

目前，英国种薯和食用土豆出口到欧盟的授权申请尚未批准。没有此授权，种薯和食

用土豆均无法出口到欧盟。而英国方面将允许在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进口欧盟种薯。

在此日期之后，除非获得同等的认可，否则英国将对欧盟种薯进口实施类似的禁令，

这可能会阻止种植者进口某些特定品种并因此对供应链造成破坏。 

英国农民是否会受到欧盟进口商品互惠关税的保护？ 

12 月 16 日，英国政府颁布了实施英国全球关税（UKGT）的必要法律。 这项法律设定

了适用于过渡期结束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进入英国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 

尽管新的进口关税制度将通过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当前水平的进口关税（为农民提供确

定性，但至关重要的是，如果英国与欧盟不能达成协议，政府必须坚持这些关税税

率。这对于在无协议情况下出口到欧盟而面临高关税成本的英国产品尤其重要，否则

生产商可能会面临在欧盟市场上被高价定价而在英国市场上被削价的双重打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eu-exit/eu-exit-news/uk-trade-with-the-eu-the-key-questions-answered/
https://www.nfuonline.com/news/eu-exit/eu-exit-news/uk-trade-with-the-eu-the-key-questions-answ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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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6 在即，英国提出雄心计划加强气候适应能力 UK sets out ambitious 

approach to strengthening climat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ahead of 

COP26 
 [Defra, 12 月 12 日] 英国提出国家方案，

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英国的影响并帮助其

他受影响的国家，履行《巴黎协定》的

重要承诺。 

英国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整合跨政府部门

行动，涵盖自然环境、基础设施、人与

建筑环境、工商业和地方政府。例如： 

 将自然置于适应和复原力方案的核

心，包括通过自然气候基金承诺投入 6.4

亿英镑，以保护、恢复和扩大林地和泥

炭沼泽等栖息地。这还意味着通过自然碳捕获来支持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

变化，并帮助减轻洪灾。绿色复苏挑战基金已提供了 8000 万英镑的资金，启动

一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计划，并创造和保留就业机会。 

 确保将气候科学和研究（例如英国气候预测 2018）完全纳入计划和决策制定

中，以及主要基础设施中。 

 通过长期防洪政策和环境署的战略规划来建立抵御洪水和沿海变化的能力。 英

国已投入创纪录的 52 亿英镑资金，用于 2021 年至 2027 年之间的洪水和沿海防

御。 

除了在国内提供适应措施外，英国还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气候变化最前沿的国家适应并

增强其应对能力： 

 在 2021-2026 年之间将国际气候金融（ICF）的捐款增加一倍，达到 116 亿英

镑。帮助全球 6600 万人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支持国际风险知情早期行动伙伴关系（REAP），该伙伴关系旨在通过综合的灾

害风险管理和气候适应法律、人口的健康和社会保护以及完善的预警系统，到

2025 年使十亿人免受灾害侵害； 

 率先通过适应气候变化和抵御能力筹措资金，例如通过气候弹性投资联盟

（CCRI）和欠发达国家有效适应和弹性计划（LIFE AR），使最不发达国家到

2030 年能够引导至少 70％的气候资金流来支持地方层面的适应和复原力行动； 

 通过 120 个国家和 86 个机构签署的适应与复原力行动呼吁，促进国际合作，并

承诺为各国采取适应行动创造环境、伙伴关系和政治影响力； 

 强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全球适应和复原力中的重要性， 通过领导人自然承

诺和政府间对话，对可持续土地利用和商品采取有效行动。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ts-out-ambitious-approach-to-strengthening-climate-adaptation-and-resilience-ahead-of-cop26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ets-out-ambitious-approach-to-strengthening-climate-adaptation-and-resilience-ahead-of-c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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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制造新型传感器跟踪极端天气 STFC to build a new sensor for 

tracking extreme weather 
 [UKRI, 12 月 7日] 英国科学技术设施委

理事会（STFC）的科学家获得政府资

助，开发首创的气候监测仪器。 

在英国航天局的资助下，STFC 所属的卢

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 RAL ）将开发这

种新型传感器的预原型，这种传感器的尺

寸足够小，可以在纳米卫星上搭载。 

高光谱微波探测仪（HYMS）可以改变天

气预报的未来。其灵敏度是当前气象卫星

上探测仪技术的四倍，而且硬件足迹缩小

了 50 倍。 

这笔 60 万英镑的资助将使 RAL Space 能够进行严格的分析并开发 HYMS 仪器，从而

使这种新颖的传感器更接近发射阶段。 

目前，卫星提供了天气预报模型中 90％以上的数据，微波传感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HYMS 传感器超越了当前可能的范围，提供超过 1000 个采样通道，而目前的气象卫星

仅提供 24 个通道。通道数量越多，意味着可以观察到更多不同高度的大气。 

HYMS 还比现有产品更小，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多个小卫星上飞行，从而更频繁地监看

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由于建造和发射的高昂费用，大型卫星很难做到这一点。 

频繁的观察有助于监测迅速发展的极端天气事件，例如飓风和洪水，大大改进全球天

气预报，改善预警和减灾系统以及气候监测。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建知识网站鼓励土壤保护行动 New online community hub to inspire 

action to protect our soils 
[UKCEH， 12 月 4 日] 地球上的生命依赖

于健康的土壤。 英国的一些土壤学家们

希望通过网上信息中心来支持和激励决策

者、研究人员、农民、规划人员和公众采

取行动，以保护土壤这一宝贵但退化的资

源。 

正值世界土壤日（12 月 5 日）之际，英

国生态与水文中心（UKCEH），可持续

土壤联盟，地球观察，谢菲尔德大学，英

国土壤学会和苏格兰农学院（SRUC）联

合推出了 uksoils.org –“英国土壤大全”网站。 

https://www.ukri.org/news/stfc-to-build-a-new-sensor-for-tracking-extreme-weather/
https://www.ukri.org/news/stfc-to-build-a-new-sensor-for-tracking-extreme-weather/
https://uksoil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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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汇集现有的最佳资源， 包括教育信息和学校活动、书籍和电影、数据和地图、以

及关于农民和土地管理者如何支持健康土壤的指南。网站还提供社区论坛，实现知识

和经验的共享，鼓励人们相互联系并采取行动改善土壤健康，并分享在全国各地正在

土壤健康新技术的尝试和管理实践的位置。 

欧盟土壤健康与食品工作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需要将研究创新与实践和政策

更好地结合起来，以确保土壤健康的逐步改善。报告指出欧洲 60％至 70％的土壤属不

健康状态，并设定目标到 2030 年实现 75％的健康土壤或改良土壤。 

生态水文中心的专家表示，尽管英国即将离开欧盟，但该中心仍希望能鼓励国内和国

际合作，并支持获得研究和项目资金的渠道。。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甜菜作物受病毒侵袭，英国糖产量预计下降近 25％ Sugar output down 

nearly 25% in virus-hit beet crop 
 [FW, 12 月 7 日] 蚜虫传播的黄化病毒病

严重影响本季甜菜产量，预计英国糖产量

将因此下降近 25％。 

甜菜加工商英糖公司（British Sugar）表

示，本季白糖产量预计为 90 万吨，比上

一季的 119 万吨下降约 24.4％。 

英糖公司 11 月初的预估是糖产量将下降

10％以上，然而，病毒的危害比当初想像

的还要严重，有些地区的甜菜产量下降了 50％，因此进一步下调了糖产量预估。 

英格兰有 3000 多名甜菜种植者，种植了 103,000 公顷甜菜。在春季和初夏时，大量携

带病害的蚜虫迁入农作物，导致甜菜叶发黄，从而导致单产降低。 

这是甜菜种植者停止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种子处理的第二个甜菜生长季，他们只能使

用有限数量的喷剂来防治蚜虫。 

种子处理可防止桃蚜在播种后约 10-12 周传播病毒。由于担心会杀死蜜蜂和其他授粉

媒介，整个欧盟都禁止使用新烟碱类种子处理，包括油菜和谷物。 

此外，因为冬季非常潮湿导致种植推迟，春季干旱影响了作物的发育，阴闷的夏季也

限制了作物的进一步生长。 

法国在本生长季也遭受了巨大的单产损失，法国政府计划在 2021 年， 如有必要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准许使用新烟碱类种子处理剂。比利时，西班牙和波兰已经宣布允许

使用新烟碱类种子处理剂。  

英国农民工会敦促环境大臣在英国实行类似的准许，甜菜种植者可以在圣诞节前确定

明年春季是否可以使用经过新烟碱类处理的种子。 

英国糖业公司已承诺在三年内提供 1200 万英镑，以补偿那些因黄化病毒病而产量严重

受损的种植者。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new-online-community-hub-inspire-action-protect-our-soils
https://www.ceh.ac.uk/news-and-media/news/new-online-community-hub-inspire-action-protect-our-soils
https://www.fwi.co.uk/arable/sugar-output-down-nearly-25-in-virus-hit-beet-crop
https://www.fwi.co.uk/arable/sugar-output-down-nearly-25-in-virus-hit-beet-crop


8 
 

英国最新屠宰统计– 2020 年 11 月 United Kingdom Slaughter Statistics – 

November 2020 
据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Defra）数据，与 2019 年 11 月相比，2020 年 11 月

的屠宰统计主要结果如下： 

 牛：2020 年 11 月英国优质牛（阉公牛，小母牛和小公牛）的屠宰量比 2019 年

11 月下降 3.2％，至 173,000 头。牛肉和小牛肉产量为 80,000 吨，比 2019 年 11

月下降 3.6％ 

 羊：英国阉羊屠宰量为 1160,000 只，较 2019 年 11 月下降 6.4％。羊肉和羔羊产

量为 25,000 吨，较 2019 年 11 月下降 8.7％。  

 猪：英国阉猪屠宰量为 909,000 头，比 2019 年 11 月下降 5.5％。猪肉产量为

84,000 吨，比 2019 年 11 月下降 1.9％。 

英国每月屠宰的牲畜数量（千头） 

 2019 年 11 月 

30 天 

2020 年 9 月 

30 天 

2020 年 10 月 

31 天 

2020 年 11 月 

30 天 

同比变化 
% 

阉公牛 93 88 91 90 -3.0% 

小母牛 72 67 69 71 -1.4% 

小公牛 14 15 13 12 -13.4% 

母牛和成年公牛 69 63 68 65 -5.6% 

犊牛 10 7 7 5 -47.1% 

阉羊  1239 1215 1236 1160 -6.4% 

母羊和公羊 136 127 120 109 -19.7% 

阉猪 962 909 981 909 -5.5% 

母猪和公猪 22 23 23 20 -9.1% 

 

英国每周平均屠宰牲畜数量（千头） 

 2019 2020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阉公牛 22 18 20 20 21 20 19 20 20 18 20 20 21 

小母牛 
17 14 16 17 17 16 16 15 15 15 16 16 16 

小公牛 3 2 3 3 3 4 4 5 5 4 3 3 3 

母牛和成年公牛 16 13 14 13 13 11 10 14 13 13 15 15 15 

犊牛 2 2 2 2 3 2 1 1 1 1 2 2 1 

阉羊  
289 269 235 202 209 218 200 231 292 280 282 279 271 

母羊和公羊 
32 32 29 29 30 24 21 26 35 28 30 27 26 

阉猪 
224 211 217 208 214 213 180 195 219 202 212 221 212 

母猪和公猪 5 4 5 5 5 5 3 4 5 4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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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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