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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我國最長、最大的河流，作為我國最長、最大的河流，

不僅代表了我國的文化和政治形象，不僅代表了我國的文化和政治形象，

更是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引擎。更是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引擎。

長江流經九個省區，連接重慶、上海兩個直轄市，長江流經九個省區，連接重慶、上海兩個直轄市，

是長江經濟帶是長江經濟帶5.845.84億人口的供水來源。億人口的供水來源。

習近平主席今年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5日在重慶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日在重慶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強調，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必須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考慮，

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

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使綠水青山產生巨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使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使母親河永葆生機活力。

攝影 © Debra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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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世紀以來，長江一直是沿岸城鎮農村運輸貨物的“黃金水道”；許
多商貿活動興盛的地區業已發展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重要的製造中心。產品
通過這一黃金水道由內陸地區運往重慶、武漢等內河港口城市，再通過鐵路
和公路運輸運到中國的其他地區。長江經濟帶的許多商品也通過位於長江三
角洲的兩大港口——上海港和寧波港——出口至海外市場。

目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期，最終目標是實現“美麗中國”這一願
景。長江經濟帶，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必須引領中國
走經濟綠色發展的道路。實現這一願景，會歷經諸多挑戰，而且還存在全球
經濟放緩以及氣候變化等外部條件。

為此，我們需要探索如何平衡水資源利用、分配以及水污染防治與經濟
發展之間的關係。為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將重工業向上游轉移的做法，可能
需要重新進行審視。上游地區排放的污染物很容易沿著長江被帶到下游及
沿海地區，進一步加劇長三角的治污壓力。此外，技術、政策及金融創新也是
針對性地解決長江沿岸各地區面臨的發展難題的關鍵。

長江經濟帶的經濟可持續發展不僅對長江地區非常重要，而且對於國
家水安全、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也具有深遠意義。通過現有的調水工程，長
江已在向華北地區供水；而長江沿岸規劃的水電、核電項目也會有助於緩解
北方地區火電開發帶來的水資源壓力。

長江經濟帶戰略地位長江經濟帶戰略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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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江上游，大約10-12%的徑流量來自冰川融水。因此當務之急是減緩氣
候變化，以維護水資源的安全。事實上，巴黎氣候大會（COP21）已將水資源認
定為全球最脆弱的資源。更重要的是，能夠聯繫水、能源、氣候三方面的決策，
不僅會對中國產生影響，而且對周邊的亞洲國家也至關重要。長江源頭所在的
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地區，也是亞洲其它主要河流的發源地，為亞洲16個國家提
供著寶貴的水資源。長江經濟帶在保證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方面的成功創新可
以被其他國家和地區所借鑒。實際上，亞洲許多國家也面臨著如何平衡水資源
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挑戰，因此我國可以在整個亞洲地區摸索可持續發展道
路的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

深刻理解長江經濟帶水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或稱之為“水經濟學”），
以及其對國家糧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的重大意義，對於推動制定面向未來的水政
策至關重要。

攝影 © 胡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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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對於發展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下將通過分析G20國家的情況，
深入探討水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 G20國家的水經濟學

水是發展的基本要素。圖1分析了G20國家的人均GDP、人均用水量以
及GDP構成。總體而言，農業佔比較高的國家處於左下象限，而服務業佔比
較高的國家用水也更多，GDP也更高。可見，合理的經濟結構有助於水資源
有限的國家緩解其水資源壓力。我國計劃到2020年實現GDP和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番的目標，從理論上講，如果成功實現由農業為主的經濟向服務型
經濟的轉型，利用更少的水資源創造更多的GDP是可能的。然而，現實情況
是，我國目前的農業就業人口多達2.28億，而且糧食安全一直是國家政策的
重中之重。因此，借鑒其他G20國家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同時利用較少的水而
實現了服務業的增長的經驗非常關鍵。

 
圖 1 G20國家的人均GDP、人均用水量以及GDP構成

 

水經濟學概述，以水經濟學概述，以G20G20國家為例國家為例2

圖 1 G20國家的人均GDP、人均用水量以及GDP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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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2可知，高GDP、高外部水足跡的國家如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
通過較高的外部水足跡，成功地實現了較高的GDP和較低的國內用水量。這
類國家主要通過進口水資源密集型產品來利用其他國家的水資源。

高GDP、低外部水足跡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基本是自
給自足，其內部水足跡佔國家水足跡的比例分別為80%、79%和88%。

低GDP、低外部水足跡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人均GDP較低，水資源方
面也基本自給自足，內部水足跡佔各自國家水足跡的比例分別高達90%和
97%。事實上，亞洲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僅外部水足跡低，而且大多也套用以
往“中國製造”的模式，出口水資源密集型產品，這也就相當於在“出口”自身
的水資源。

二. G20發達國家通過進口而減少國內用水量

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日本、法國、德國和英國等）成功地利用有限的水資
源而實現了經濟發展。通過仔細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主要是通過提高其
外部水足跡（也就是進口水資源密集型產品）、“外包”一部分國內用水需求
來實現的。
 

圖 2 G20國家通過進口削減國內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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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水資源自給自足的國家，往往其用水量
也高。對我國而言，鑒於本身水資源條件的制約以及“三條紅線”政策的提
出，除了提高用水效率以外，我們亦需要探索其他途徑來管理有限的水資
源。這可以包括：

1）優化經濟結構；
2）優化產業結構和農作物結構；
3）增加水資源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同時減少水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以及
4）基於地方水資源狀況來調整國內生產佈局，同時推動資源的循環利用。

保障國家水安全的解決方案應當是系統、連貫和全面的。國家經濟各
領域的政治決策對於水資源環境都至關重要。

 



9攝影 © 胡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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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長江經濟帶應引領我國邁向水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道路

長江經濟帶是推動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引擎。2014年，長江經濟帶
的11個省市佔全國總人口的43%，實現GDP總值28萬億元，佔全國的42%。
此外，長江經濟帶還在諸多行業以及關係到糧食和能源安全的主要產品中
佔據了主導地位。譬如，農業上，大米產量（65%）、化藥產量（58%）及化肥
產量（51%）；能源上，發電量（40%）及水電量（73%）；建築材料中，水泥產
量（48%）、原生塑料產量（40%）及粗鋼產量（35%）；紡織服裝方面，化纖
產量（81%）及布產量（59%）。
 

圖 3 長江經濟帶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經濟門類

長江經濟帶的水經濟學長江經濟帶的水經濟學3

然而，長江經濟帶在製造業的主導地位也意味著巨大的資源利用，也對
長江流域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巨大壓力。就水而言，長江經濟帶2014年的廢
水排放量佔全國排放總量的43%，達到約308億噸；而用水量佔全國用水總
量的47%，共計約3230億立方米。

在過去十年中，長江經濟帶廢水排放量的年復合增長率達到3.40%，略
低於4.03%的全國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長江經濟帶的用水量也以1.03%的年
復合增長率增長，略高於0.94%的全國平均水平。然而，基於國家制定的水資
源管理“三條紅線”政策，若要保證不超過2020年的用水總量上限，2015-
2020年用水量年復合增長率必須控制在1.08%以下；而2030年的紅線目標
更是意味著，2020-2030年的年復合增長率要更低，必須控制在0.4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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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長江經濟帶工業行業的用水效率表現欠佳：2014年單位工業增加
值的平均用水量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24.9%，但若將農業和服務行業計入在
內，長江經濟帶的單位GDP用水量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4.6%。顯然，長江經
濟帶在進一步優化工業用水效率，重新佈局其工業、農作物結構和能源結構
等方面，仍有較大的改進空間。只有通過進一步優化，方能在促進經濟增長
的同時，減少對水資源和環境的影響。

長江經濟帶的決策對於全國整體經濟發展而言非常重要，也會對國家
的糧食和能源安全產生影響。另外，農業、紡織和能源行業在水資源分配和
水污染防治方面的決策也將對全球貿易和氣候帶來影響。長江經濟帶探索
出的綠色發展路徑將可用於確保國家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二. 長江經濟帶經濟和水資源水環境面臨的挑戰

1、不同地區間經濟發展和污染狀況存在顯著差異

2014年，中國人均GDP為46629元，而長江經濟帶為48727元，僅高出
全國平均水平4.5%。但是，長江中上游地區與長江三角洲地區之間卻存在著
巨大的差異。 

如圖4所示，長江三角洲在長江經濟帶的三大地區中最為富裕，人均
GDP高達81055元，是中上游地區的兩倍多。這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同
時也導致了其在排污和用水需求方面出現了分歧。
 

圖 4 長江經濟帶三個地區與全國平均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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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長江經濟帶各區域GDP及增長率比較

2014年，長江三角洲的GDP總量達到12.9萬億元，佔全國GDP的五分
之一(見圖5)，也是長江經濟帶GDP總量的45%。自2000年開始，長江三角
洲已成為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的龍頭地區；然而自“十二五”以來，中上游地
區的GDP增長率已經趕超長江三角洲。

從經濟角度看，將產業轉移至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內陸地區似乎合乎邏
輯。而且，內陸省份也需要發展經濟，縮小其城鄉之間以及與沿海地區之間
的經濟差距。然而，工業的發展也帶來了污染的蔓延和其他發展問題。從長
遠來看，如果我們希望經濟增長與環境的保護和改善保持同步，那麼，我們
需要找到適合各地區的最優的經濟結構，以確保長江經濟帶乃至全國的水
安全。

2、河流可將污染從高山帶入海洋，因此上游的經濟結構很重要

長江經濟帶三個地區的污染情況不盡相同。2014年，長江三角洲、中游
地區和上游地區的排污量分別佔到長江經濟帶排污總量的40%、36%和24%
。通過對過去十年的數據進行分析，進而可發現：三個地區排放的廢水排放
絕對量均呈上升趨勢；在“十二五”期間，長三角的廢水排放量增速基本持
平，而中游地區的增速仍呈上升趨勢，但相比“十一五”時期有所減慢；上游
地區廢水排放量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其他兩個地區。

因此，雖然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污染防治非常重要；但與此同時，解決中
上游地區排污量急劇上升這一趨勢也同樣重要。畢竟，中上游的污染增加會
使已經面臨較高水資源壓力的長江三角洲的污染和水資源短缺問題進一步
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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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或許可以提供一些解釋。如圖6所示，與中上游
地區相比，長江三角洲的第一產業（即農林漁牧業）比重較小；此外，長江三
角洲的服務業比重較高，而第二產業（即工業）比重相對較小。

 
圖 6 2014年長江經濟帶不同地區的GDP結構

由於農業和工業均是污染的主要來源，因此中上游地區的廢水排放量仍
在增加。通過優化長江經濟帶各地區的經濟結構，將有助於更好地管理用水
量和控制污染。

與此同時，中上游地區的污水處理基礎設施仍比較落後，尤其是上游地
區：2014年上游地區城市污水日處理能力為1160萬立方米，僅為長江三角洲
的三分之一、中游地區的一半。假如上游地區排放的污染物無法得到妥善處
理，可能沿著河流水系從高山流向海洋。

將上游地區的污水處理能力提升到長江三角洲的水平，需要投入大量資
金，也需要時間。而通過調整經濟結構來為減少對水資源和水環境質量的影
響，會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我們應該對污染產業向上游轉移持謹慎態度。
在任何產業向上游轉移之前，我們都必須考慮污染可能沿河流一路擴散至海
洋的風險。

圖 6 2014年長江經濟帶不同地區的GDP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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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中，湖南和湖北的鎘、砷和鉛排放量分別佔到整個
長江經濟帶各對應排放量的69%、71%和63%。事實上，這兩個省份的產業
結構也注定了這樣的高比例。除了鉻以外的其它幾項重金屬排放，兩省的總
和都佔了長江經濟帶的一半以上。

從全國來看，湖南一個省份的鎘排放量就佔全國的38%，砷佔33%，鉛佔
30%，汞佔20%。這樣的高排放量是令人擔憂的：因為湖南和湖北兩省也是我
國重要的糧食產地。

再進一步看，這些重金屬工業污染物很可能會沿長江順流而下，對下游地
區的糧食生產安全構成潛在威脅。此外，考慮到長江流域農作物生產的重要性
以及我國有限的耕地資源，這樣的環境威脅會使我國總體的糧食安全存在安
全隱患。

3、有害重金屬污染可對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除了隨河流排入海洋，污染物還可能滲入到河床沉積物或土壤中。通過
數據分析，我們發現長江經濟帶的重金屬排放情況令人擔憂。雖然長江經濟
帶整個地區的廢水排放量佔全國的43%（與人口和經濟貢獻的比例相當），
但其廢水中的重金屬排放量佔全國的比例更高，尤其是鎘（63%）、砷（62％）
和鉛（59％）的排放量。
 

圖 7 長江經濟帶的廢水中重金屬排放量佔全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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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土壤污染防治，控制農業生產中的非點源污染是關鍵。我國目前已
制定多項計劃，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主要農作物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的零增
長。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密切關注工業污染可能帶來的土壤污染風險。

而第一步，是要瞭解產業結構。為實現水資源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間的
最佳平衡，很重要的一點是要針對長江流域三個地區分別量身定制發展路
徑。此外，由於上游地區的決策將對下游地區產生影響，在決策時也需將這
三個地區作為整體全盤考慮。

4、污染會加劇業已用水緊張的長三角地區的水資源緊缺

長江三角洲正面臨著巨大的水資源壓力。根據聯合國的定義，若一個地
區的用水量與水資源可利用量（WTA）的比值大於20%，即表示該地區面臨
中-高水資源壓力，大於40%則表示高水資源壓力。2014年，全國的水資源壓
力指標為22%，但長江經濟帶各省份的WTA數值則相差較大。

如圖8所示，處於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和江蘇是長江經濟帶省市中水資源
壓力最高的兩個，WTA比值分別高達225%和148%。

 
圖 8 長江經濟帶各省水資源壓力指標（用水量/水資源可利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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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長江水系帶來的污染（尤其是重金屬污染）會不可避免地影響長江
三角洲地區的供水水質。因此，當務之急是將“從高山到海洋”的管理理念融
入到水污染防治中。對於擁有1.59億人口、GDP貢獻佔全國五分之一的長江
三角洲而言，其水安全必須得到保障。

這意味著上海和江蘇面臨著極高的水資源壓力。因此，儘管兩者的單位
GDP廢水排放量在長江經濟帶各省市中處於最低，但仍需在水污染防治方
面付出更多努力，以避免水資源壓力的進一步加劇。而對於長江經濟帶的其
他地區，只有位於中游地區的安徽和湖北面臨著中-高水資源壓力。
 

長江經濟帶的水資源基本上是地表水。例如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地表水佔
其水資源總量的92%。由於地表水大部分來自長江水系，因此遏制長江流域的
污染尤其重要。另外，如圖9所示，長江經濟帶三個地區的供水也高度依賴於地
表水。其中，長江三角洲對地表水的依賴度最高，約98%的供水來自地表水。
  
 
圖 9 長江經濟帶三個地區的供水對地表水的依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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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利用和水污染平衡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利用和水污染
防治關係，促進長江經濟帶平衡發展防治關係，促進長江經濟帶平衡發展
的政策建議的政策建議

如上所述，水和經濟發展緊密關聯。為實現長江流域的和諧發展，制定
政策時應重點處理好水資源分配、水污染防治與經濟結構間的關係，權衡各
方的利弊關係。進一步的改善，則需從地方入手，優化產業結構和農作物結
構。此外，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以及國內生產佈局的優化也會有助於實現
長江經濟帶的水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良性關係。

一. 應在長江經濟帶地區平衡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合理利用
     和水污染防治的關係

如上所述，能夠保障單位用水量GDP高和單位廢水排放量GDP高的經
濟結構會是首選。通過對長江經濟帶三大地區的每萬元GDP的用水量和廢
水排放量進行比較，同時綜合考慮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對GDP的貢獻，比較
結果見圖10： 
 

圖 10 2014年長江經濟帶三大地區每萬元GDP用水量和  
 廢水排放量比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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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10可以看出，為實現相同的GDP，中游地區在三個地區中單位用水
量和單位排污量都是最高。這可能是因為工業在GDP中佔的份額較高，以及
糧食產量高——中游地區糧食產量比上游地區高出50%，是長江三角洲的
2.5倍。上游地區的用水效率用略優於全國平均水平，但在廢水排放方面表
現欠佳；長江三角洲無論在用水效率還是排污方面的表現都優於全國平均水
平。這可能是因為農業在GDP結構中佔的份額較小，以及服務業佔的份額較
高——遠遠高於其他兩個地區。

為平衡經濟發展和用水及廢水排放之間的關係，從宏觀上可採取以下三
大策略：

1. 升級中上游地區的工業技術，使其達到長江三角洲工業的效率水平；
2. 保護上游地區水源不受污染：1）重新思考長江三角洲和中游地區工業主
導型的發展模式；2）轉向污染較少的服務業主導型的發展模式；

3. 提升長江三角洲在節水和污染減排方面的表現，以緩解其較高的水資源
壓力。

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和農作物結構，有助於進一步提高這三個地區（尤其
是長江三角洲）的“水經濟”表現。

二. 優化產業結構和農作物結構，提高水經濟表現

通過分析長江經濟帶各省市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和用水量，可以發
現各省市之間差距很大。例如，處於長江三角洲的江蘇，其GDP在長江經
濟帶各省市中是最高的，單位GDP廢水排放量也為最低。但是，江蘇在單位
GDP用水量上的表現則相對落後。

從全國來看，江蘇的GDP躋身中國前三，僅次於廣東，而高於處於第三
位的山東。事實上，江蘇和山東的GDP總值大致相近，GDP結構也很類似。
如圖11上圖所示，江蘇和山東的GDP分別佔全國GDP總值的9.5%和8.7%。
雖然從農業產值角度，這兩個省份是我國排名前五的農業大省，但農業在二
者GDP中的份額均很小，而工業和服務業所佔的份額均比較大。

然而，從用水來看，山東省僅用215億立方米的水就實現了5.9億萬元
GDP，而江蘇用了591億立方米水實現了6.5億萬元GDP（如圖11所示）。簡
而言之，江蘇省用了幾乎3倍於山東的水，卻僅比山東多實現了9.2%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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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江蘇相比，山東三大產業的用水效率均更高。就農業而言，山東的農
業用水量只有江蘇的一半。更令人驚訝的是，雖然山東和江蘇的工業增加值
相當，但山東的工業用水量僅為江蘇的12%。

導致江蘇和山東在用水方面存在巨大差異的因素有很多，譬如農作物
結構、工業結構、當地與水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執行情況、生產技術水平等
等。另外，山東較高的用水效率還可能是因為山東本身的水資源總量僅為江
蘇的三分之一。因此，儘管江蘇在長江三角洲地區表現尚佳，但與山東比較，
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事實上，江蘇和山東都需要提升，因為這兩個省份都面
臨著很高的水資源壓力，2014年的WTA比值分別達到了148%和145%。

圖 11 2014年江蘇與山東的GDP構成及用水結構比較2014年江蘇與山東的GDP構成及用水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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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提升和優化江蘇及其他長江三角洲省市的單位GDP用水和排污
表現，有必要針對各自的產業結構和農作物結構做更多深入研究，以找到對水
資源環境和經濟增長而言都更佳的組合。此外，通過利用國內和國際貿易，也
有助於更好地管理自身的水資源，進一步優化在水和經濟兩方面的表現。

三. 通過優化生產佈局、調整進出口結構以及推動資源循環
     利用來管理水資源——以紡織原材料為例

通過優化國內生產佈局，基於水資源環境因素來調整進出口結構，以及推
動國內的資源循環利用，可以進一步優化在水管理和經濟增長兩方面的表現。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以長江經濟帶的一類重要產品——紡織原材料為例說
明。

棉花和化纖是重要的紡織原料，佔全球服裝面料的90%以上。全球三分
之二的化纖由我國生產，而全球43%的棉花在我國種植或通過進口進入國
內的生產環節。其中，長江經濟帶的化纖產量佔全國的81%。這一事實凸顯了
長江經濟帶作為全球服裝業製造中心的重要性。事實上，全球一半以上的化
纖來自長江三角洲。

過去十幾年，中國生產及進口的化纖和棉花佔全球的份額在持續增長，
如圖12所示：
 

圖 12 2000-2013年全球紡織原材料對中國的依賴



21

可見，2000年以來，我國棉花進口量明顯增加，棉花產量雖有波動但基
本穩定。將國內產量和進口量相加，2013年全球棉花市場對中國的依賴度
達到了43%。過去十幾年，國內的化纖產量持續飆升：2000-2013年，化纖產
量的年復合增長率達到15%，是國內棉花產量與進口量加和的年復合增長率
的2.2倍。2013年，中國化纖產量佔全球的66%。

棉花的生產過程需要消耗大量水，也會帶來比較嚴重的農業污染問
題。通過進口更多棉花，可以緩解我國的水資源環境壓力，同時可以騰出耕
地來種植糧食作物。根據估算，如果華北平原不種植棉花，那將“騰出”150
萬公頃的耕地和約95億立方米水，相當於南水北調工程中線（一期）的年均
調水量。事實上，目前的農業補貼政策調整已經在促使棉花生產從華北平原
向西部轉移。

與此同時，從生產棉花轉向生產更多的化纖面料，也可有助於降低用水
需求。而且，由於中國在這兩種原材料的供應鏈中佔據主導優勢，即使一部
分的剪裁、縫製等生產工序漸漸轉移至海外，但織造、染色等污染較大的工
序仍然集中在國內。

當前，我國應當通過推動紡織廢料的回收利用來尋求新的增長點。據中
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稱，如果我國可以回收利用每年產生的2600萬噸的紡織
廢料，那麼將節約多達三分之一的棉花種植面積。

這種“循環經濟”的模式可以帶來多重效益：無論是遏制農業水污染和
土壤污染，減少用水量，節約耕地面積以保障糧食安全，還是緩解垃圾填埋
場的壓力。但遺憾的是，我國目前紡織廢料的回用率仍低於1%。這是因為當
前的政策和商業模式仍無法有效地激勵企業的循環利用。但是，無論對於紡
織業，還是其他資源密集型的產業，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仍有很大的空間。
針對眼前的這些障礙，我們可以通過更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對話來探討、解
決：譬如，可以通過邀請各利益相關者參加閉門研討會，討論切實可行的技
術和管理解決方案，以推動廢物的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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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我們仍面臨著諸多利弊取捨的問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我們仍面臨著諸多利弊取捨的問

題。企業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決策時應當仔細審查、理解並題。企業和政策制定者在做出決策時應當仔細審查、理解並

考慮這些問題。考慮這些問題。

考慮到長江流域各地區間經濟和污染防治方面的差距，需要考慮到長江流域各地區間經濟和污染防治方面的差距，需要

將長江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採用全盤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將長江看作一個有機的整體，採用全盤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避免污染從高山蔓延至海洋，甚至危及我們的食品安全和糧避免污染從高山蔓延至海洋，甚至危及我們的食品安全和糧

食安全。食安全。

為平衡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合理利用和水污染防為平衡長江經濟帶經濟發展與水資源合理利用和水污染防

治的關係，應採取“升級、保護和提升”三管齊下的戰略。治的關係，應採取“升級、保護和提升”三管齊下的戰略。

攝影 © 胡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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