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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农业政策 2020 前瞻 Outlook 2020: Farm policy – big changes beyond 

2020 

[FW， 12 月 22 日] 安德森(Andersons）

咨询公司的研究咨询专家 Caroline 

Ingamells 表示，脱欧的结果会对经济产

生影响，但不会改变 2020 年对农业的支

持。 

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事务部（Defra）

以及权力下放政府都声明基本支付计划

（BPS）在下个年度还将继续。由于脱欧

的推迟，对 2020 支付计划的各种简化的提议将不可能执行。 

Ingamells 女士说“无论脱欧有无协议，所有规则，包括‘绿化’、申请过程、时间以及表

格都不会改变。” 

2020 政策要点 

 即使脱欧，2020 农业政策大体不会变化，但地区之间会有差异 

 农业支持将会不断加强与环境保护和公共物品的提供挂钩 

 有机会通过建设地区性品牌发展农业经济 

如果脱欧达成协议，过渡期条例要求英国在 2020 年 12 月 31 号之前遵守欧盟法律。 

尽管有关条文指出 BPS 不适用于英国 2020 年的申报，但 Defra 和权利下放政府已经根

据“退出欧盟法案”准备好了国内立法，保障农业支持支付的进行。 

虽然在 Defra 和权利下放政府公布新的农业政策之前，所有规则和程序都不会变化， 

但脱欧以后 基本支付计划 付款的价值转换机制尚不确定。  

也许会采取一次性的“重新国有化”，将所有支付项目永久性地转换成以英镑为基

础。尚不确定采用什么样的欧元兑英镑汇率，但先前用过的九月份平均值可能不再适

宜。  

农业法草案中的一项重要提议是在英格兰采用一次性支付，将直接支付与生产脱钩。 

Defra今年将就此提议展开咨询。  

农业法草案还提议经过 7 年过渡期到 2028年在英格兰废除直接支付，采用新的环境土

地管理计划，目前这个计划还在 Defra 的设计中。     

即使农业法草案得到通过，但不能在法律中体现对未来支持的当前计划。不同的政府

或部长还可以改变这些提议。 

乡村保育计划仍然对申请者开放，并在过渡期的前几年继续执行。有意申请的农民不

应延误。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wi.co.uk/business/business-management/outlook-2020-farm-policy-big-changes-beyond-2020?name=outlook-2020-farm-policy-big-changes-beyond-2020&category_name=business%2Fbusiness-management
https://www.fwi.co.uk/business/business-management/outlook-2020-farm-policy-big-changes-beyond-2020?name=outlook-2020-farm-policy-big-changes-beyond-2020&category_name=business%2Fbusiness-management


3 
 

农民组织呼吁气候政策必须支持英国农业净零排放的雄心 COP25: 

‘Climate policy must support British farming’s net-zero ambitions’ 
 [FarmingUK，12 月 10 日] 英国全国农民工会（NFU）呼吁下届政府，制定赋予英国农

民权力的气候政策，帮助实现到 2040 年达到农业零排放的雄心。 

呼吁提出的时间，正值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气候大使继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COP25

上讨论采取紧急气候行动的必要性之际。 

NFU 在其大选宣言中，强调了未来政府必须发挥的关键作用 - 创建一个政策环境，能

够鼓励农业企业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并共同致力于实现农业净零排放。 

NFU 主席米内特·巴特斯 (Minette Batters) 说：“英国农民已经在生产世界上最可持续的

食品，我们希望做得更多。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投资，我们将无法实现净零排放。 

“通过适当的研究和一系列激励措施，以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碳捕获量，并促

进可再生能源，我们可以继续为国家生产优质，可持续的食品。” 

 “英国农民是应对气候危机的一部分。在这个国家，我们有巨大的机会成为气候友好型

食品生产的先驱–我们有雄心，我们只需要正确的政策来支持。” 

在 NFU 提出呼吁之前，与知名科学家和学者举行了首个“零净值”咨询小组会议，讨论

了其净零排放报告，以及英国农业到 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所需的短期、中期、和长期

措施。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科技与环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英国连锁超市推出食品生产环境影响测评系统 Tesco launches measure to 

map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food production 
[Circular，12 月 12 日] 英国连锁超市特易

购（Tesco）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推出可持续购物篮指标，将对英国一些

最受欢迎食品的环境影响进行测量，并

首次进行跟踪。 

该指标体系将根据主要可持续性指标

（包括气候变化、森林砍伐、以及食品

和包装废弃物），跟踪顾客最常购买的

一些代表性食品对环境的影响。Tesco 和

WWF 将在 2020 年初对该指标进行首次全面评估，并发布结果。 

然后，他们还将能够确定一个日期，相信可以在该日期之前将英国平均购物篮的影响

降低一半，到 2030 年有可能实现这一雄心目标。 

这两个组织于去年建立了突破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目前正在合作开展多个可持续发展

项目帮助实现其目标，包括英国农业中的土壤健康和用水计划，并致力于在 Tesco 供

应链中生产零砍伐性商品，例如大豆。 

购物篮中所包含产品有面包、牛奶、肉、鱼、水果、和蔬菜等家庭必需品。这些产品

的选择，是基于它们在顾客中的普遍程度以及每种产品对环境的不同影响。 

https://www.agriland.co.uk/farming-news/cop25-climate-policy-must-support-british-farmings-net-zero-ambitions/
https://www.agriland.co.uk/farming-news/cop25-climate-policy-must-support-british-farmings-net-zero-amb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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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co 集团首席执行官戴夫·刘易斯（Dave Lewis）表示：“在 Tesco，我们希望为客户

提供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优质、负担得起的食品。为了帮助实现这一愿望，我们与

WWF 合作，目标是将英国普通购物篮的环境影响减半。” 

“在整个合作伙伴关系中，我们将开展业界领先的工作，使食品生产更具可持续性，包

括从经过验证的零森林砍伐地区采购大豆和棕榈油等商品，并改善英国农场的土壤健

康状况和用水量。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帮助确保为子孙后代保护自然环境。” 

WWF 英国分部首席执行官塔尼亚·斯蒂尔（Tanya Steele）表示：“粮食生产是我们星球

面临的许多环境危机的核心，这是热带森林砍伐的主要原因，占全球温室气体的

24％。 

“可持续购物篮指标的启动，将使 Tesco 能够全面理解一些最受欢迎的食品全程可持续

影响。希望其他零售商采取类似的方法，并联合起来，以确保食品生产采用更可持续

的方法。”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研究结果使农民更自信地减少抗生素使用 Project gives dairy farmers 

confidence to cut antibiotic use 
[FarmingUK，12月 8 日] 通过选择性干

奶牛疗法 (selective dry cow therapy, 

SDCT) 减少抗菌药物的使用，在干奶期

开始时，仅对“高风险”奶牛进行处

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 

根据苏格兰农学院(Scotland’s Rural 

College）所属咨询公司 SAC Consulting

的研究，这种做法既为农民省钱，又对

奶牛乳房健康没有威胁。 

由于对抗生素具有抗性的菌株出现，构成全球威胁，畜牧业减少使用抗生素的压力越

来越大。 

SAC Consulting的乳制品专家罗娜·麦克弗森（Lorna MacPherson）说：“乳品行业

已大大减少了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并且有望实现政府要求的目标。 

但是农民感到自信很重要，让他们明白使用减少治疗的方法，并不会有后期增加使用

抗生素的风险，这是该项目的主要目标。” 

该项目着重于减少在干奶期开始时使用抗生素，阿伯丁郡的八个农场和艾尔郡的九个

农场参与了该项目。 

项目分析了 3342头奶牛的干奶期表现，其中 57％的奶牛使用选择性干奶牛疗法，而

43％的奶牛使用一般的抗生素干奶牛疗法。 

麦克弗森女士解释说，所有奶牛在进入干奶期时都接受了内部乳头密封。 

 “最初，停止在干奶期开始时对奶牛使用抗生素这种常规治疗，令农民担心。但是，

随着项目的进展，他们的信心也在增强，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使用 SDCT（仅使用

密封胶）的奶牛乳腺炎发生率低于接受抗生素疗法的奶牛，且在高细胞计数的产犊奶

牛中没有增加。 

https://www.circularonline.co.uk/news/tesco-launches-measure-to-map-environmental-impact-of-food-production/
https://www.circularonline.co.uk/news/tesco-launches-measure-to-map-environmental-impact-of-food-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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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系统之间的干奶期保护率或干奶期治愈率几乎没有差异，事实上，它证明

了有 74％的奶牛可以自我痊愈。” 

参与该项目的一位农民，布鲁斯·麦基（Bruce Mackie）说，参与实验使他有动力停

止使用干奶期奶牛抗生素管。 

 “三年前，使用抗生素管的干奶期奶牛占 75％，而现在不到 25％，并没有出现健康

或产量问题，而且体细胞总数没有变化。” 

他说：“在我们 260头牛的牛群中，平均哺乳期次数为 3.15，尽管数据显示高龄奶牛

的感染率更高，但是，采取选择性干奶牛治疗，并没有改变牛群年龄分布。” 

就在不久之前，苏格兰农学院举行了三年项目的结题会议。 

会议上代表们听到，抗菌素耐药性不仅对牲畜构成威胁，而且还威胁着公共卫生，每

年全球估计有 70万人死于耐药性感染。而且，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 2050 年，这

一数字可能会增加到 1000 万人。 

英国“农业负责任使用药物联盟”(RUMA)行动计划主要涉及人类健康和药物，在 2016

年至 2020年之间，其目标是将食用动物的抗生素使用量减少 25％。 

RUMA的数据显示，从 2015 年到 2018年，英国奶牛场中抗生素的总使用量下降了

35％，因此该行业有望实现或超过目标。 

大多数会议参与者都在执行选择性干奶牛治疗(SDCT) - 通过确定其畜群中有高细胞

计数的母牛来治疗，减少抗生素的总体使用量。 

各种农场认证计划，无论是与超市挂钩或是红色拖拉机质量标准认证，也鼓励奶农执

行 SDCT。  

会议的主题演讲人，诺丁汉大学的詹姆斯·布雷恩（James Breen）博士，是致力于奶

牛群选择性使用抗生素干牛疗法的研究小组成员。 

他指出，干奶牛疗法是对个体母牛健康的最大投资，并说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抗生素，

而是奶嘴密封剂和环境。 

他说：“防止干奶期间乳房新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是通过使用奶嘴密封剂，并在

进入干奶期时特别注意卫生，将风险降到最低。 

干燥的牛舍环境也可能对干奶期间的感染风险产生重大影响。在细胞数量高的母牛中

可以使用抗生素，但绝不应常规使用。” 

诺丁汉大学的研究支持了 SAC咨询公司的项目结果，统计数据表明，在进入干奶期

时，用抗生素治疗低细胞数奶牛，没有任何好处。 

结果表明，仅用乳头密封剂处理的奶牛，不会加大高细胞数产犊的风险，也不会在产

奶初期更易患乳腺炎。 

布雷恩博士说：“采用选择性干牛疗法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垫草畜棚应该有足够的

空间（理想的是 1.25平方米/每千公升牛群的平均产量），产犊圈要每天清理。” 

“小隔间每天都应该被刮擦和重新铺垫，如果干奶牛是在放牧中，理想环境应该是每

放牧两个星期，休牧四个星期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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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试验表明，将干奶牛定期转移到新鲜的牧场，会将感染率从三分之一减少到

十分之一。”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商业贸易 Business & Trade 

英国 2020 食品饮料产业报告出炉 FDF and Santander launch Food and 

Drink Industry Report 2020 
[FDF，12 月 9 日]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

会(FDF）与桑坦德（Santander）银行发

布新报告，重点介绍 2020年食品和饮料

行业的增长机遇和挑战。 

《2020 年食品和饮料行业报告》尤其关

注对中国、印度、日本、阿联酋、和美

国的出口和市场开发，所有这些地区都

比去年同期有了可观的增长。桑坦德银

行的出口团队对每个地区的潜力和挑战

进行分析，并为考虑与这些较难进入的

市场进行交易的任何公司提供基本信

息。 

报告强调了该行业的其他重要问题，包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最近的“智能制造评

述”报告强调指出，通过采用数字技术，未来十年可为行业带来的潜在价值为 558亿

英镑，但也指出食品和饮料业落后于其他制造业。 

报告还重点介绍了可持续性包装、饮食和健康，这些是该行业致力与政府并肩或领先

于政府推动变革的领域。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第三季度英国对中国出口现最大增幅 UK Exports to China see largest 

value increase this quarter 
[FDF，12 月 10 日] 英国食品饮料联合会（FDF）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第三季度食品

和饮料出口同比增长了 8.3％，达到 62亿英镑，这主要是由于对非欧盟国家的出口价

值增长所致（+ 13.1％），是对欧盟出口的两倍以上。从年初至今，食品和饮料出口

占英国总出口的 6.4％。 

总体而言，今年前九个月表现良好。英国所有最高价值的出口产品都在增长，威士

忌、三文鱼、葡萄酒、杜松子酒、猪肉的出口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0％以上。 三文

鱼、牛肉、杜松子酒的出口量也增长了 10％以上。 

令人失望的是，对欧盟的品牌商品销售额第三季度下降了 3.2％，前九个月下降了

2.1％，主要是未来英国-欧盟条款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所致。纵观英国品牌商品的主要

市场，年初以来，欧盟内部的大多数市场都在下滑，这证实了坊间传闻，由于英国当

前的不确定性，主要买家开始转向其它地方。 

自 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在欧盟以外，对英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的食品和饮料出口

大幅增长，增长了 6,460 万英镑。 这是二十年来最大的价值增幅。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project-gives-dairy-farmers-confidence-to-cut-antibiotic-use_54562.html
https://www.farminguk.com/news/project-gives-dairy-farmers-confidence-to-cut-antibiotic-use_54562.html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7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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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食品和饮料中，约有 17％是品牌产品。其中，增长最快的产品是婴

幼儿食品。在今年的前九个月中，英国在中国销售的主要产品包括肉类（增长

131.2％）、鱼和海鲜（增长 3.6％）、烈酒（增长 35.5％）。 

食品和饮料出口商，特别是牛肉生产商通常将中国视为充满挑战的市场。英国的高生

产标准和质量声誉，促成 6月份成功缔结中英协议，确保了英国牛肉的大量市场准

入。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预测，未来五年这项协议可能价值约 2.3 亿英镑。

最新出口数据显示，2019 年，英国已经向中国出口了 760万英镑的牛肉。 

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AHDB）与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共同资助

了农业和食品参赞职位，以帮助增加英国向中国的食品和饮料出口。这一职位提供了

有关中国重要的行业特定专业知识，以支持英国食品和饮料，并在过去四年中为英国

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准入。在英国目前准备离开欧盟之际，将需要欧盟市场提供支持

以维持当前的出口水平。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圣诞节日英国食品风靡世界 World craves British food this Christmas 

 [Defra, 12 月 9 日] 这个圣诞节，全世界

将会有比以往更多的食客享用英国食

品。英国火鸡、孢子甘蓝和其它深受喜

爱的应节食品出口都创下近年来新高。 

圣诞来临，英国圣诞晚餐又将风靡世

界。全世界有 64个国家（多于前一年 17

个国家），进口英国火鸡作为节日大餐

的必备美食。此外，全球对英国孢子甘

蓝的需求增加了 40%，而荷兰更是需求大

户，占 150万英镑出口额的 75%。对圣诞

餐盘中的英国胡萝卜和芜菁的需求也增加 52%。 

同时，全世界有 109个国家在圣诞节日还会享用英国奶酪，其中爱尔兰将消费 1.16亿

英镑，占出口额 21%。在欧盟以外，对中国的奶酪出口年增长 19%，而美国是英国奶酪

在欧盟以外的首要出口目的地，价值达 5千万英镑。 

威士忌依然稳居英国食品饮料出口额最高位，以 48 亿英镑的价值主导市场；苏格兰威

士忌对中国的出口额由本世纪初的 1千万英镑增加到目前的 7千 7百万英镑。出口额

排在威士忌之后的是巧克力（7.13亿英镑）和奶酪（6.75）亿英镑。 

过去一年，英国食品饮料出口达到创纪录的 225亿英镑。作为英国卓越食品倡议的一

部分，英国政府和产业力争在 2020年实现食品饮料出口 230亿英镑，政府将继续支持

产业部门开拓新市场。 

点击这里阅读详情 Cli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8
https://www.fdf.org.uk/news.aspx?article=817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orld-craves-british-food-this-christma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orld-craves-british-food-this-christ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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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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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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