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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发展 Policy Development 

英国环境法草案通过立法 World-leading Environment Act becomes law 

 [Defra, 11 月 10 日] 英国环境法案现已获

通过成为法律。这项法律将为英国的净

化空气、恢复自然栖息地、增加生物多

样性、减少浪费并更好地利用资源提供

保障。 

《环境法》要求到 2030 年，阻止物种减

少，需要有新的举措来改善或创造自然

栖息地，并解决海外森林砍伐问题。《 

环境法》包括一项关于 2030 年物种丰度

的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这将有

助于扭转刺猬、红松鼠和水鼠等标志性英国物种的减少趋势。 

《环境法》将帮助英国过渡到更加循环的经济，激励人们更多地回收利用，鼓励企业

创造可持续的包装，使家庭回收更容易，并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污染性塑料废物。 

通过《环境法》，英国将能够更进一步打击非法森林砍伐和保护雨林，通过一揽子措

施确保英国的供应链具有更大的弹性、可追溯性和可持续性。 

《环境法》将严厉打击向河流、航道和海岸线排放污水的自来水公司。 

《环境法》的更多信息包括： 

总论 

 改善空气质量、生物多样性、水和废物减少和资源效率的长期目标 

 环境 PM2.5 浓度的目标，这是对人类健康最有害的污染物 

 到 2030 年阻止自然衰退的目标 

 环境改善计划，包括临时目标 

 周期性环境监测和报告 

 将环境原则纳入国内政策制定 

 环境保护署维护环境法 

关于废物和回收 

 扩大生产者责任，使生产者支付 100% 的产品处置成本，从塑料包装开始 

 一次性饮料容器押金返还计划 

 一次性塑料费用 

 提高英格兰回收的一致性 

 电子废物跟踪以监控废物移动并解决非法倾倒问题 

 打击浪费犯罪 

 引入新资源效率信息的权力（产品的可回收性和耐用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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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制危险废物的运输 

 禁止或限制向非经合组织国家出口废物 

关于清洁空气 

 要求地方当局解决空气质量问题 

 简化烟雾控制区域内的执法 

关于自然 

 加强生物多样性责任 

 生物多样性净收益，确保发展商实现生物多样性至少增加 10% 

 支持自然恢复网络的本地自然恢复策略 

 地方当局就行道树砍伐进行咨询的责任 

 加强林地保护执法措施 

关于保护公约 

 通过“保护区战略”和“物种保护战略”，支持战略性措施的设计和实施，为

自然带来更好的结果 

 禁止大型英国企业使用与大规模森林砍伐相关的商品 

 要求受监管企业对其供应链中使用的每种受监管商品建立尽职调查系统，要求

受监管企业报告其尽职调查情况，引入尽职调查执法系统 

关于水 

 通过法定的水管理计划，促进水公司之间的有效合作 

 排水和污水管理规划法定职责 

 尽量减少取水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对修改供水和污水处理公司许可条件的流程进行现代化改造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清理供应链以保护森林 Government sets out plans to clean up the 

UK’s supply chains to help protect forests 
 [Defra, 12 月 3 日] 英国就如何实施《环

境法》中的新措施展开磋商，以进一步

加强清理供应链来解决非法森林砍伐的

问题。 

此次磋商将有助于制定要求企业进行尽

职调查的计划，以确保他们使用符合当

地相关法律生产的商品。 

这些措施意味着英国的大型企业使用未

按照当地相关规定生产的和造成大规模

森林损失的商品属于非法，如可可、牛肉、大豆、咖啡、玉米和棕榈油等。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orld-leading-environment-act-becomes-law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orld-leading-environment-act-become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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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要进行尽职调查，以表明他们已采取行动，并每年报告一次。 

在全球范围内，近一半的热带森林近期的砍伐是非法清用于发展商业性农业和木材种

植园。因此，与生产国合作并支持他们维护法律和保护森林的努力至关重要。英国与

占全球主要商品贸易量 75% 的 28 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政府合作，制定了共同行动路线

图，以保护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贸易对话。这个 FACT（森

林、农业和商品贸易）路线图在 COP26 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并得到 英国政府 5 亿英

镑的资金支持，以帮助路线图的实施。 

这次谘询的内容包括： 

• 哪些森林风险商品应纳入初始法规 

• 哪些业务应纳入法规范畴 

• 企业应如何进行尽职调查以识别、评估和降低风险；以及他们的年度报

告中应包含哪些信息： 

• 应公开哪些业务报告要素 

• 执法机关将如何监督和确保遵守法规。 

需要有二级立法来实施《环境法》的规定，如果英国大型公司使用未按照当地相关法

律生产的指定的关键森林风险商品，则这些商品将成为非法，并要求对公司供应链进

行尽职调查，以确保这一点。不遵守这些要求的企业可能会受到罚款和其它民事制

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立法强制规定大公司披露气候信息 UK to enshrine mandatory 

climate disclosures for largest companies in law 

 [BEIS, 10 月 29 日]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

业战略部 (BEIS)宣布，从 2022 年 4 月 6 

日起，超过 1,300 家大型英国注册公司和

金融机构将必须强制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财

务信息。 这将包括许多英国的大型贸易公

司、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拥有 超过500 

名员工和 5 亿英镑营业额的私营公司。 

这将使英国将成为第一个强制要求大型企

业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G20 国家。 

英国在 G20 和 COP26 峰会之前做出的这项决定，将提高整个英国商界（包括一些对经

济和环境有重要影响的公司）与气候相关的报告的数量和质量，确保企业考虑因气候

变化而面临的风险和机遇，并鼓励企业制定减排计划和可持续性证书。 

新的披露要求将帮助投资者和企业更好地了解其面临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更准确地

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同时支持英国经济的绿色化。英国公司将使用统一的方式来评估

不断变化的气候对其商业模式和战略的影响，并确保它们能够很好地把握英国净零过

渡所带来的机遇。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sets-out-plans-to-clean-up-the-uks-supply-chains-to-help-protect-fores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government-sets-out-plans-to-clean-up-the-uks-supply-chains-to-help-protect-forest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to-enshrine-mandatory-climate-disclosures-for-largest-companies-in-law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to-enshrine-mandatory-climate-disclosures-for-largest-companies-i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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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战略: 英国制造, 全球销售 Export strategy: Made in the UK, Sold to 

the World 
[DIT, 11 月 16 日] 英国国际贸易部 (DIT) 

发布 2021年出口战略， 支持英国企业向

全球出口。 战略提出了面向企业的 12点

行动计划， 包括：提供出口支持服务； 

试点新的英国贸易展览计划； 扩大出口

学院； 发起“英国制造， 全球销售”宣

传活动等。 

战略还提出了致力于保护环境的承诺。英

国出口融资机构（UKEF ）承诺到 2050 

年在其投资组合和运营中实现净零排放，

并不断加强绿色金融产品供应。除了可以为清洁增长部门出口商提供长期融资的出口

发展担保（EDG） 外，过渡出口担保（TEDG） 还将支持企业投资向低碳业务转型。

另外， 一个新建的可再生与转型专门承保团队已经为希望在绿色经济中建立出口业务

的客户提供专业支持和融资服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民工会与欧盟建立新关系 UK farming unions highlight need to 

build new relationship with EU 
 [NFU，12月2日] 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农

民工会驻布鲁塞尔的联合代表机构，英国农业局 (BAB) 近

日启用了新标识，并发布报告《建立我们与欧洲的新关

系》，报告重申其承诺在欧洲舞台上代表 70,000 多名英国

农民的利益。 

在报告中，英国四大农民工会的主席表示：“虽然英国已经

离开欧盟，但当我们共同面临全球范围的挑战时，欧洲各

地的农民携手努力变得空前重要。 

 “英国农民致力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共同努力，拥抱和遵

循最新的科学和创新，寻求新的交易机会并捍卫我们的高

标准。 

“通过在布鲁塞尔的 BAB 办公室，我们致力于支持英国农

民在欧洲实现这一愿望，并建立我们与欧盟的新关系。” 

报告列出了 BAB 与欧盟关系的四个优先事项， 包括： 

 贸易和标准—英国贸易政策必须尊重国内生产标准并支持强大、有竞争力的农

业产业。 

 科学与创新—政策必须以科学和证据为导向，采用适当的、基于风险的方法来

鼓励创新和提高竞争力。 

 环境—通过更有效和谨慎地利用自然资源来提高生产力可以减少农业排放和环

境足迹，但这只有在农业企业获得适应和繁荣所需的政策框架的情况下才会发

生。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33912/made-in-the-uk-sold-to-the-world.pdf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33912/made-in-the-uk-sold-to-the-worl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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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健康和福利——研究和证据必须是动物健康和福利政策的核心。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兽用抗生素六年来销量减半 UK veterinary antibiotics sales more than 

halved over the past six years 
 [Defra, 11 月 9 日] 根据英国兽药局 

(VMD) 11 月 9 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2020

年，食用动物中抗生素的使用再次下

降，为 30.1 毫克/千克， 比 2019 年减少 

0.3 毫克/公斤（1%），比 2014 年减少 

32.2 毫克/公斤（52%）。使英国成为欧

洲抗生素使用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 (AMR) 被认为是全

球范围内对人类和动物健康的最大威胁

之一。耐药性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抗生素

的使用。因此，负责任地使用抗生素并

减少不必要地使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

人类医学至关重要的最重要抗生素 (HP-

CIAs) 在动物中的使用。 

英国用于食用动物的 HP-CIAs 的销售额连续六年下降，自 2014 年以来总共下降了 

79%，2020 年仅占抗生素总销售额的 0.5%。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乳品业气候雄心路线图 UK Dairy Roadmap announces historic net-zero 

climate ambition 
英国发布乳业气候雄心路线图，提出乳品业为支持将气温上升限制在 1.5 ºC 

的全球目标以及英国政府的净零排放承诺所要采取的行动。报告指出虽然并不是每个

英国乳业农场或公司都能够实现净零，作为一个整体，英国乳业必须发挥作用支持实

现净零，行业的所有部门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乳也的可持续和低碳未来。 

关键行动包括： 

1. 设定乳品行业排放总量目标， 这个排放目标要基于科学的方法，与限制全球升

温至 1.5°C 以下和英国净零承诺的目标相一致。 

2. 确定扎实可靠的英国乳制品温室气体足迹，  建立包括温室气体足迹在内的奶牛

场环境数据测量和收集框架  

3. 制定一套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乳品行业关键绩效指标(KPI) 和指南。 

4. 对未来奶牛场进行建模，以更好地了解英国奶牛场迈向低碳未来所需的改变。 

农业排放占英国温室气体排放的 10%，其中奶牛养殖排放量估计不到总足迹的 3%，与

交通 (27%)、能源 (21%)、商业 (17%) 和住宅(15%)等其他行业相比 一小部分。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nfuonline.com/updates-and-information/uk-farming-unions-highlight-need-to-build-new-relationship-with-eu/
https://www.nfuonline.com/updates-and-information/uk-farming-unions-highlight-need-to-build-new-relationship-with-eu/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veterinary-antibiotics-sales-more-than-halved-over-the-past-six-year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veterinary-antibiotics-sales-more-than-halved-over-the-past-six-years
https://www.dairyuk.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Dairy-Roadmap-Climate-Ambition-Final-Version.pdf
https://www.dairyuk.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Dairy-Roadmap-Climate-Ambition-Final-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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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批碳中和马铃薯在超市上架 UK's first carbon neutral potatoes hits 

shelves 
 [Farming UK, 11 月 3 日] 英国首批碳中和

马铃薯在高端连锁超市 Waitrose 的 200家

门店上架。 

被称为“根零” （Root Zero）的马铃薯

经过碳中和认证。种植商 Puffin Produce

公司测量了马铃薯从种植、储存和运输能

耗，到消费者烹饪的全程碳足迹。 

马铃薯上架时用 100% 无塑料袋包装，可

以回收、再利用或家庭堆肥， 节省了超

过五吨半的塑料。 

公司还利用马铃薯包装提高人们对食物浪费与气候变化的认识，提供烹饪和储存技巧

以帮助客户减少浪费。 

“根零”马铃薯采用再生方法种植，可去除大气中的碳、使土壤再生并提高生物多样

性。 

公司使大约 110 英里的树篱得到到保护以支持生物多样性，并且还在开展一些具体项

目以保护仓鸮、黄鹀和稀有的独居蜜蜂等重要物种。 

公司还种植 445 英亩的新覆盖作物，这些作物除了可以吸收约 97,900 公斤的二氧化

碳，将促进土壤健康并提供更多栖息地。 

根据碳足迹评估的结果，Puffin Produce 公司制定了到 2030 年将“零根”马铃薯的碳

强度降低 51% 的目标，涵盖整个供应链的排放。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将于 2022 年推出碳中和鸡蛋 Morrisons to launch carbon neutral eggs 

in 2022 
[AgriLand, 12 月 1 日] 英国连锁超市莫里

森 (Morrisons) 将在旗下 10 个自由放养

蛋鸡农场减少大豆饲料的使用，致力于在 

2022 年成为第一家推出自有品牌碳中和

鸡蛋的超市。 

措施是在蛋鸡农场安置被称为良源

（ Better Origin） 的昆虫“迷你农场”来喂

养母鸡，同时还将提供英国生产的豆类、

豌豆和葵花籽的补充饲料。 

“迷你农场”容器中饲养着数百万只昆虫，将为母鸡提供营养丰富的天然食物。 

这些昆虫将以莫里森在约克郡自有的水果和蔬菜农场的废物为食， 在同一家公司内创

建英国第一个“循环废物”喂养计划来生产食物。农场每周将回收超过 30 吨的水果和蔬

菜废物。 

昆虫单元由农业科技公司 Better Origin 开发。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s-first-carbon-neutral-potato-hits-shelves_59261.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uk-s-first-carbon-neutral-potato-hits-shelves_592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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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昆虫可以在不到 14 天的时间内长到它们初始体重的 5,000 倍。10 个容器总共将喂

养 320,000 只自由放养母鸡。 

莫里森预计第一批碳中和鸡蛋将于 2022 年上架。 

莫里森承诺到 2030 年仅选择净零碳排放的英国农场作为其供应商，因此未来几年将陆

续推出水果、蔬菜和肉类的碳中和产品。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五大超市承诺到 2030 年将食品系统的环境影响减半 Five major UK 

supermarkets pledge to halve food system's environmental impact by 2030 
[Edie, 11 月 3 日] 英国五大超市，

Sainsbury's、Tesco、Waitrose、Marks & 

Spencer (M&S) 和 Co-op 的首席执行官签

署了一项联合承诺，到 2030 年将食物系

统的自然和气候影响减半。 

由 WWF 精心策划并协调的这项“零售商

对自然的承诺”，在 COP26 大会上发布。  

在气候方面，签署方承诺在 2022 年底之

前设定与 1.5C 一致的基于科学的目标。在自然方面，承诺在十年内停止退化。 

这项承诺还要将食物部门供应链和上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减半，包括森林砍伐和土地

利用转变、海洋管理、土地管理、可持续饮食、食物浪费和包装。兑现这项承诺的最

后期限是 2030 年。 

WWF 将要求超市至少每年直接向 WWF和公共报告每个领域的进展情况。该非政府组

织强调了其先前的研究，该研究将农业食品系统与迄今为止全球 30% 以上的排放量和

近三分之二的自然损失联系起来。 

承诺将优先考虑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包括热带雨林）进行保护和恢复。 

签署承诺的五大超市占英国个人食品购物者的一半以上份额，因此 WWF 相信有能力

吸引数百万家庭并帮助他们减少自己的足迹。在未来几个月内，WWF将鼓励其他零售

商加入该计划。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粮食安全报告警告气候变化威胁 Climate change threatens UK food 

security, warns report 
 [FW，12月17日] 英国最近发布的《粮食

安全报告》，将气候变化列为未来英国和

全球粮食生产面临的最大风险。 

报告指出，极端天气，包括干旱和降雨模

式的变化，以及更多的病虫害，威胁着全

球粮食供应的长期可持续性和英国的整体

粮食安全。 

https://www.agriland.co.uk/farming-news/morrisons-set-to-launch-carbon-neutral-eggs-in-2022/
https://www.agriland.co.uk/farming-news/morrisons-set-to-launch-carbon-neutral-eggs-in-2022/
https://www.edie.net/news/7/Five-major-UK-supermarkets-pledge-to-halve-food-system-s-environmental-impact-by-2030/
https://www.edie.net/news/7/Five-major-UK-supermarkets-pledge-to-halve-food-system-s-environmental-impact-by-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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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食物自给率为 60%，本土可以生产的食物自给率为 75%。大约 54% 的日常食物是

在英国生产的，包括大部分谷物、肉类、乳制品和鸡蛋。 

英国几乎一半的食物都是进口的，从全球市场采购食物“有助于英国的粮食弹性”。但

报告警告称，过度依赖全球贸易“会使食品供应面临全球风险，包括物流、政治和生产

中断”。 

例如，英国通常每年需要消费 250 至 300 万吨大豆，主要用于动物饲料和人类。这种

供应来源高度集中在美洲国家，而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家“容易受到不利天气条件的影

响……在气候变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频繁”。 

报告指出，可持续生产方法可以通过保护土壤、水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

本来帮助确保英国的长期粮食安全。 

英格兰即将实施的“环境土地管理计划” 以及在威尔士引入“可持续农业计划” 将激

励生产者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耕种， 这些计划的影响将在未来的报告中进行监测。 

报告称，Covid-19 大流行和英国脱欧提高了公众对粮食安全的认识，但也凸显了部分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挑战，，例如在肉类加工和水果和蔬菜行业，依赖欧盟工人担

任补充低技能岗位。 

数据显示，在 2019 至 2020 财政年度，8% 的英国人口（540 万人）没有足够的食物，

其中的一半人（270 万人“粮食安全非常低”）。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识别动物情感的农场应用程序获头奖 Farm app that determines a happy 

animal wins top prize 
 [FW， 11 月 26 日] 评估牲畜情绪状态的

创新应用程序在 BBC 食品和农业奖中赢

得了顶级奖项 - “未来农业”奖。 

苏格兰农村学院 (SRUC) 的动物行为科学

家 研发的这款应用程序旨在帮助农民评

估和了解农场动物的情绪健康状况，以

改善动物健康和福利。 

目前该应用程序已获得授权，可在未来

两年内在 连锁超市 Waitrose 旗下的农场

进行试验和开发。 

该应用程序可帮助福利评估员更好地识别和记录情感表达行为，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提高动物的生活质量。 

该应用程序 基于“定性行为评估”（QBA）方法， 检查员通过应用程序记录动物不同的

行为表现品质，例如放松、紧张、嬉戏或焦虑， 这些行为表明动物的情绪肢体语言和

它们总体健康的迹象。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wi.co.uk/news/environment/climate-change-threatens-uk-food-security-warns-report#:~:text=Climate%20change%20is%20singled%20out,Food%20Security%20Report%20(PDF).&text=The%20UK%20is%2060%25%20self,that%20can%20be%20produced%20here.
https://www.fwi.co.uk/news/environment/climate-change-threatens-uk-food-security-warns-report#:~:text=Climate%20change%20is%20singled%20out,Food%20Security%20Report%20(PDF).&text=The%20UK%20is%2060%25%20self,that%20can%20be%20produced%20here.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app-that-determines-a-happy-animal-wins-top-prize_59407.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farm-app-that-determines-a-happy-animal-wins-top-prize_594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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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启动禽流感防控区降低传播风险 Avian influenza prevention zone 

declared across Great Britain 
 [Defra, 11 月 3 日] 在英格兰、威尔士和

苏格兰的野生鸟和圈养家禽检测中相继

发现多起禽流感后，英格兰、苏格兰和

威尔士的首席兽医官宣布整个英国成为

禽流感防控区 (AIPZ), 以降低禽流感传播

风险。 

从 2021 年 11 月 3 日下午 5 点开始，英

国的所有禽类饲养者都必须遵守严格的

生物安全措施。 

饲养超过 500 只鸟的饲养员需要限制非必要人员进入其场所，工人需要在进入鸟类围

栏之前更换衣服和鞋子，并且需要定期清洁和消毒现场车辆以限制疾病的风险传播。 

拥有少量家禽（包括鸡、鸭和鹅）的后院业主也必须采取措施限制疾病传播风险。 

在禽流感预防区 (AIPZ)， 禽类养殖场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将家鸭和鹅与其他家禽分开； 

 确保饲养禽类的区域对野生鸟类没有吸引力，例如通过网塘和移除野生鸟类食

物来源； 

 在封闭区域喂养和饮水，以阻止野生鸟类； 

 尽量减少进出禽类围栏的活动； 

 清洁和消毒鞋靴，并保持家禽生活的区域干净整洁； 

 对混凝土区域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将潮湿或沼泽区域围起来，减少任何现有的

污染； 

 将自由放养的禽类放在围栏区域内，池塘、水道和永久积水必须用围栏围起来

（特殊情况除外，例如动物园鸟类）。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从明年起美国市场将对英国羊肉敞开大门 US market to open doors to UK 

lamb from 2022 
 [Defra, 12 月 4 日] 经过二十多年的限制

后，英国可以从明年开始恢复羊肉对美

国市场的出口。 

美国农业部（USDA）证实，已经修改了

目前禁止从英国进口羊肉到美国的规

定。修订后的“小反刍动物规则” (SRR) 

将于 2022 年 1 月 3 日生效。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ird-flu-latest-situation-avian-influenza-prevention-zone-declared-across-great-britai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ird-flu-latest-situation-avian-influenza-prevention-zone-declared-across-great-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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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展意味着超过 3 亿美国消费者很快将能够享用到英国举世闻名的羊肉。据估

计，在未来五年的羊肉贸易将价值 3700 万英镑。 

之前的小反刍动物规则限制了来自英国以及包括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在内的许多国家

的羊肉进入美国市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帝亚吉欧集团投资 7,500 万美元兴建新酒厂，生产首款中国产单麦芽威士

忌 Diageo to build new US$75 million distillery to produce the group’s first 

China-origin, single malt whisky 
[Diageo, 11 月 2 日] 全球酒类领导企业, 尊尼获加和辛格尔顿苏格兰威士忌等品牌的所

有者帝亚吉欧（Diageo）在中国的首家麦芽威士忌酿酒厂于 11月 2日破土动工。 

帝亚吉欧在奠基仪式上宣布了投资 7500 万美元的项目细节。帝亚吉欧洱源麦芽威士忌

酒厂将生产帝亚吉欧首款源自中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经过精心挑选的厂址位于云南省洱源县海拔 2,100 多米的位置，占地 66,000 平方米，

气候温和，自然生物多样性丰富，并且可以获取云南第二大高原湖泊洱海源头的天然

泉水。  

酿酒厂的设计和开发将依照帝亚吉欧的“社会 2030：进步精神”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酿酒厂将使用可再生和清洁技术，以确保碳中和，回收使用所有用水，并且实现零废

物。 

厂址还将设置一个身临其境的游客互动中心，吸引威士忌爱好者并推动当地的文化旅

游产业。酿酒厂和游客中心的可持续和创新设计将融入当地文化元素并拥抱该地区的

自然景观。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对美国的红肉出口额高达 1900 万英镑 Red meat exports to the USA top 

£19m 
 [AHDB, 11 月 2 日] 根据 英国海关 的最新数据，今年 1 月至 8 月期间，向美国出口了 

1,211 吨牛肉，价值超过 500 万英镑， 这是自英国取消长达两年的牛肉禁令以来的第

一个成功年。 

同期，超过 4,600 吨猪肉出口到美国，比去年增长近 10%，对猪肉行业价值 1,400 万英

镑。 

英国今年对北美其他它市场的猪肉和牛肉出口量也有所增长。在加拿大，猪肉出货量

增长 54% 至 1,183 吨，价值 540 万英镑。牛肉出货量达到 1,341 吨，价值 520 万英

镑。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牛奶生产商数量降至 8000 GB producer numbers fall to 8,000 

[AHDB, 11 月 2 日] 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对主要牛奶购买商的调查显

示，2021 年 10 月，大不列颠（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士）估计有 8,000 家乳制品生

产商。与 AHDB 去年同期进行的调查相比，减少了 310 家(3.7%) ，但仅略低于 2021 

年 4 月的 8,040 家。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s-market-to-open-doors-to-uk-lamb-from-202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s-market-to-open-doors-to-uk-lamb-from-2022
https://www.diageo.com/en/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diageo-to-build-new-us-75-million-distillery-to-produce-the-group-s-first-china-origin-single-malt-whisky/
https://www.diageo.com/en/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diageo-to-build-new-us-75-million-distillery-to-produce-the-group-s-first-china-origin-single-malt-whisky/
https://ahdb.org.uk/news/red-meat-exports-to-the-usa-top-19m
https://ahdb.org.uk/news/red-meat-exports-to-the-usa-top-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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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表明，大不列颠每个农场的平均年产出量略有上升， 从 2020 年 10 月的 150

万升上升到 2021 年 10 月的 157 万升。 

英国牛奶生产商数量 

月份 生产商数量 年度变化 年度变化% 

2019 10月 8,720     

2020 4月 8,380     

2020 10月 8,310 -410 -4.7% 

2021 4月 8,040 -340 -4.1% 

2021 10月 8,000 -310 -3.7%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英国农业通胀指数创下史上第二高 AF Agricultural Inflation Index 

records second highest ever rate of inflation 

AF集团公布的最新农业通胀指数显示，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过去一年中，农业投

入的成本增加了 21.79%。 

九个投入类别中有五个类别的通胀率达到两位数，燃料和化肥分别以 79.9% 和 51.2% 

的速度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 

数据显示，所有的农业企业过去一年都经历了两位数的通胀，而同期食品零售价格指

数却录得-0.58% 的通缩，突显出农民利润持续受到挤压。 

英国农业投入品通胀率， 2020 年 9 月 – 2021 年 9 月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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