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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对城镇化
的约束效应研究*

王 宾 杨 琛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构建长江经济带水资

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尾效模型，选取 2005 年至

2016 年的相关数据，阐述了长江经济带水资源

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①长江

经济带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尾效为 0．00557，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对经

济发展有较大的抑制，水资源短缺将是长江经

济带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 ②长江经济带水资

源对城镇化进程的尾效为 0．0011，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这主要由于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全国，水

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还未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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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by constructing the
constraint tail － effect model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to urbanizati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05 to 2016 are selected to
illustrate the binding effect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on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 the tail － effect of water
resources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is 0．00557，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This indicates that wat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Zone have a greater

suppres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will be the bottleneck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 2) the
tail－effect of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on
urbanization is 0． 0011，which i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urbani-
za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backward in the country，

and the binding effect of water resources on urbani-
zation has not yet been appeared．

Key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ater resources Urbanization

一、引言

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和

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城镇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更是在多个场合就该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但

是，大规模的城市扩张正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

约束。水资源、能源资源浪费严重，城市规模及

人口增速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难以平

衡，城镇化建设的资源环境瓶颈日益突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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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目前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

速进程之中，城市化的推进方式、实现途径及其

表现形态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殊性及复

杂性( 倪鹏飞等，2014)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

速发展，城市水资源的利用不断趋向规模化和

集中化( 钟华平，1996) ，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的

供需矛盾突出，已经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 朱鹏和张雷，2008) 。有研究表明，城镇化与经

济增长带来的水资源需求增长，是导致水危机

的主要原因( Jenerette 和 Larsen，2006) ，而城镇

化对水资源具有胁迫作用，水资源利用对城镇

化具有支撑和约束作用( 鲍超和方创琳，2010) 。
过快的城镇规模扩张显著改变了水资源消耗状

况和环境质量( McGrane，2016) ，部分地区甚至

超过合理的水资源承载力，限制了城镇化的可

持续发展( 曹祺文等，2019) 。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

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2016 年，城镇化率达

到 56．91%，按照国际经验，当城镇化率在 50%—
65%时，会出现环境承载力被削弱、社会矛盾多

发等问题。目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破坏严

重、能源结构水平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等

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王维，2017 ) 。
在现有研究中，部分学者针对长江经济带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阐述( 王宾和

于法稳，2019; 江孝君等，2019) 。汪克亮、刘悦

和史利娟( 2017) 认为，由于长期高强度的经济

开发使得长江经济带面临着水资源短缺与水环

境污染问题; 沈菊琴、裴磊和张兆方( 2019) 从时

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发

展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关系; 秦腾等( 2018) 从

空间溢出视角，构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

约束模型，并对约束强度进行了测算; 在城镇化

与水资源关系的定量研究中，学者利用 Granger
因果 检 验 ( 马 海 良、徐 佳 和 王 普 查，2014 ) 、
TOPSIS 法( 沈菊琴、裴磊和张兆方，2019) 等方

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然而，水资源对城镇化并不会产生直接影

响，而是要通过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传导。因此，

本文将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社会经济和城镇

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进一步阐述长江经济

带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本文首先描述

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和水资源的发展现状，然

后构建了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效应模型，并

通过实证分析阐释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提

出了长江经济带城镇化与水资源协调发展的政

策建议。

二、研究区域概况

( 一) 城镇化率发展速度与全国同步，但

区域发展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沿江省市积极推

进城镇化进程，围绕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

汉、重庆、成都等超大城市，已经初步形成了长

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以及

若干实力比较雄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就长江

经济带城镇化( 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算) 进

程而言，上中下游城镇化水平的区域差距大。
图 1 数据显示，2005 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人口约

为 5. 61 亿，城镇化率为 41. 30%; 而 2016 年，长

江经 济 带 城 镇 人 口 达 到 了 5. 91 亿，增 长 了

5. 35%，城镇化率提高到 56. 91%。总体而言，长

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与全国城镇化进程保持同

步状态，两者之间的差值也随之减小。
但是，从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个省市城镇化

率指标来看，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呈现出明

显的地区差异，下游地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快于

上中游地区。以上海市为例，作为长江经济带

下游城镇化发展进程最快的省份，上海市城镇

化率已经接近 90%，且近年来出现了降低趋势，

表明上海市逆城镇化开始显现; 而中游地区的

湖北省在 2005 年的城镇化率为 43. 20%，较上

海市低 45. 9 个百分点; 2016 年，湖北省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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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率达 到 了 58. 10%，与 上 海 市 城 镇 化 率 相 差

29. 79 个百分点，二省之间的差距缩小; 再以长

江经济带上游的贵州省为例，2005 年，贵州省城

镇化率仅为 26. 86%，分别比中游的湖北省、下

游的上海市低 16. 34 和 62. 24 个百分点; 2016
年，该指标增加到 44. 16%，分别比湖北省、上海

市低 13. 94 和 43. 73 个百分点( 图 2) ，城镇化进

程加快。
( 二) 水资源总量大，水质性缺水问题

严重

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的水资源，

水资源也是建设蓝色生态长江经济带的必需要

素。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长

江经济带对水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从水

资源总量指标来看，图 3 数据显示，2005 年，长

江经济带水资源总量为 12453. 55 亿立方米，约

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44. 39%; 而 2016 年，该指

标增加到 15387. 7 亿立方米，增长了 23. 56%。
但是由于长江经济带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 1 /4。

另外，长江经济带水体污染严重，2015 年，

长江 流 域 废 污 水 排 放 总 量 为 346. 7 亿 吨，比

2014 年增加 7. 9 亿吨，其中生活污水占 56. 4%。
重化工业围江格局基本形成，已建成五大钢铁

基地、七大炼油厂和一批石化基地，正在建设或

规划的化工园区还有 20 多个，长江沿岸已集聚

着约有 40 余万家化工企业。由此而引致的水质

性缺水问题是长江经济带现在及未来发展所面

临的严峻挑战。
( 三)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污染防治形势

严峻

长江流域生态地位突出，拥有全国 1 /3 的水

资源和 3 /5 的水能资源储备总量，森林覆盖率达

41. 3%，河湖湿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20%，拥有丰

富的水生物资源，哺育着沿江近 6 亿人民。长

江经济带面积约占全国的 21%，已经形成了以

水为纽带，连接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独特

经济社会大系统，其生态关系着全国经济社会

供给。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长江流域甚至全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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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城镇化率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图 3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总量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发展，必须充分保护好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2018 年 6 月，审计署对

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

落实的审计数据反映，尽管长江经济带在社会

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近年来通过整治整

改，也取得了成效。2017 年，长江经济带化学需

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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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 总 量 比 2016 年 分 别 削 减 了 2． 97%、4%、
9. 24%和 3. 975%;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考

核断面的水质优良率为 73. 9%，比 2016 年提高

了 0. 6 个百分点，劣 V 类水质断面( 3%) 比 2016
年下降约 0. 3 个百分点。同时，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近两年分别增长

8%和 11%。水、大气等污染治理部分阶段性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较好，各省共取缔“十小”企业

2486 户，占已公布取缔名单的 99. 84%，省级及

以上工业集聚区约九成已建成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

但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了破

坏，以工业废水排放量指标来看，图 4 数据显示，

2005 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234. 30
亿吨，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 44. 67%; 而该

数据到 2016 年，已经增加到 314. 02 亿吨，增长了

34. 02%。另据审计署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长江经济带有 9 个省市 118 座敏感区域的

城镇污水处理厂未按国家要求达到一级 A 排放

标准，6 个省市 2. 24 亿吨污水未有效收集处理

或直排入河。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水污染已

经成为亟待高度关注的问题。

图 4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量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

三、研究设计

( 一) 模型构建
水资源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

增长因素作为传导，首先，水资源对地区经济增

长的影响，其次，经济增长又会对城镇化水平产

生影响，即水资源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表现为

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尾效。本文将借鉴赵惠

芬( 2012) 、杨福德( 2014) 文献基础上，构建长江

经济带水资源对城镇化约束的尾效模型，用于

量化分析由于水资源的限制经济减慢的程度以

及城镇化水平减慢的程度。
1．Ｒomer 模型

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将社会生产

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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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Ｒomer 模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

经济增长的作用，突出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模型中采用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 t) = F［K( t) ，L( t) ］ ( 1)

其中，t 代表时间，包含一个假设资本和劳

动的规模报酬不变，Y(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产

出量，K(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资本，L( t) 代表

该地区 t 时间的劳动投入。
2．Growth Drag 模型

Solow 模型是在假定技术保持不变的前提

下，研究资本和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

考虑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001 年，美国经

济学家 Ｒomer 通过加入土地和资源的限制，进

一步扩展了 Solow 模型，得到了 Growth Drag 模

型，生产函数变为:

Y( t) = K( t) αＲ( t) βT( t) γ［A( t) L( t) ］1－α－β－γ

α＞0，β＞0，γ＞0，1－α－β－γ＜1 ( 2)

其中，t 代表时间，Y (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

的产出量，K(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资本，Ｒ(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资源量，T(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土地资源量，A( t) 代表知识或者技术的

有效性，L(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劳动力资源。
α 代表资本弹性，β 代表资源弹性，γ 代表土地

资源弹性。由于本文旨在研究长江经济带水资

源对城镇化的约束作用，因此，在借鉴公式( 2)

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简化，构建了针对水资源

的模型:

Y( t) = K( t) αL( t) βW( t) 1－α－β α＞0，β＞0，1－
α－β＜1 ( 3)

其中，Y ( t )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产出量，

K(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资本，L ( t) 代表该地

区 t 时间的劳动投入，W( t) 代表该地区 t 时间的

水资源量。
进而，为研究方便，对公式( 3) 两边取对数，

得到其线性形式:

lnY( t) = αlnK( t) +βlnL( t) +( 1－α－β) lnW( t)
( 4)

公式( 4) 两边对时间求导，同时已知一个变

量增长率与该变量的对数对时间的导数值相

等。可以得到公式( 5) :

gY( t) = αgK( t) +βgL( t) +( 1－α－β) gW( t) ( 5)

其中，gY( t) 、gK ( t) 、gL ( t) 、gW ( t) 分别表示

Y( t) 、K( t) 、L( t) 、W( t) 的增长率。此时，假定

资本、劳动的动态性描述与经典 Slow 模型是一

致的，即:

K
·

( t) = sY( t) －σK( t) ， L
·

( t) = nL( t) ( 6)

其中，s 表示储蓄率，σ 表示资本折旧率，n
表示劳动增长率。假设水资源的衰竭速率为

－b，即 gW ( t) = －b。把劳动增长率 n 代入公式

( 5) ，令 γ= 1－α－β，得到公式( 7) :

gY( t) = αgK( t) +βn－γb ( 7)

假定劳动( L) 与水资源( W) 均保持一个不

变的速率增加或减少，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

有 Y /K 保持不变，即产出 Y 增长率 gY ( t) 与资

本 K 增长率 gK( t) 相等。由此，可以得出经济在

平衡增长路径上产出 Y 的增长率 ggdpY 为:

ggdp
Y =βn

－γb
1－α

( 8)

那么，在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单位劳动产

出的增长率为:

ggdp
Y /L =g

gdp
Y －ggdp

L =βn
－γb

1－α
－n ( 9)

以上为存在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平衡经

济增长路径上单位劳动产出增长率。为计算水

资源约束的尾效，还需要考虑不存在水资源约

束的情况下平衡经济增长路径上单位劳动产出

增长率。在不存在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

增长过程中水资源将变为无限，最低的状况是

水资源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持平。因此，在不

存在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 单位劳动力平均水

资源拥有量不变的情形) ，即 gW( t) = n，此时在

不存在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平衡增长路径的单

位劳动产出增长率为公式(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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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dp
Y /L = 0 ( 10)

由公式( 9) 和( 10) ，可以得到水资源约束的

增长尾效大小为:

DrgY =g
－ gdp
Y /L－g

gdp
Y /L =n－

βn－γb
1－α

=γ( b+n)
1－α

( 11)

由公式( 11) 可以看出，水资源约束的增长

尾效的大小由资本 K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α、
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γ、劳动力增长率 n
和水资源衰减的速度 b 共同决定。其中，水资

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越高，资本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程度越小，则水资源约束的增长尾效

越大; 而劳动力增长率 n 越快，则水资源约束

的增长尾效越大; 最为重要的是，模型表明水

资源衰减的速度越快，水资源约束的增长尾效

越大。
3．水资源约束对城镇化的影响

为了分析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环境约束，

需要建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本文

将采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衡量长江经济带城镇化

水平。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一种经济

转化的过程，经济的增长会带来城镇化水平的

提高，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对数曲

线关系:

U( t) = A yt+ω ( 12)

其中，U 代表城镇化水平，yt代表 t 时间的人

均产出。对( 12) 式两边对时间 t 求导:

gU( t) = Agy( t) ( 13)

其中，gU ( t) 代表城镇化水平的推进速度，

gy( t) 代表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A 代表人均产

出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值，进而推导出水资源

约束对城镇化进程的尾效为:

D槇ragU =A
γ b+n( )
1－α

( 14)

由公式( 14) 可知，水资源约束对城镇化进

程的尾效取决于两部分，一部分是水资源约束

对经济增长的尾效，另一部分是经济增长对城

镇化进程的影响系数 A。

( 二)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1．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适用性，将选取 2005
年至 2016 年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资本存

量、水资源总量、城镇从业人员、城镇化率和人

均 GDP 等数据。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及《中国统计年鉴》。在数据方面，经济总量采

用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资本投入采用长

江经济带资本存量数据，劳动投入选用城镇从

业人员数据，城镇化率采用历年城镇常住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
2．数据预处理

针对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借鉴张军、
吴桂英和张吉鹏( 2004) 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

式如下:

Kt =Kt －1( 1－σ) +It ( 15)

其中，Kt 表示第 t 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Kt－1

表示第 t－1 期的固定资本存量; σ 表示折旧率，

一般采用 9．6%或者 10．96%; It 表示第 t 期的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为研究持续性，本文采用张

军、吴桂英和张吉鹏( 2004) 中的 1952 年为基期

测算长江经济带固定资本存量，同时为保证研

究的标准化，将长江经济带的 GDP 换算成以

1952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

表 1 长江经济带物质资本存量估计 单位: 亿元

省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重庆 四川 云南 贵州

2000 4410 5176 3007 604 774 1108 1253 908 2249 126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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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模型运算与结果分析
1．单位根检验( ADF 检验)

为保证研究的严谨性，要对原始数据进行

取对数处理，以消除异方差，避免直接对时间序

列进行回归，造成“伪回归”现象。
2．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

表 2 数据平稳性检验表

变量 ADF P 值
临界值

0．01 0．05 0．1
结论

lny －2．992512 0．0666 －4．200056 －3．175352 －2．728985 不平稳

△lny －4．628700 0．0095 －4．582648 －3．320969 －2．801384 平稳

lnk 0．591540 0．9803 －4．297073 －3．212696 －2．747676 不平稳

△lnk －4．417227 0．0123 －4．582648 －3．320969 －2．801384 平稳

lnw －2．572470 0．1267 －4．200056 －3．175352 －2．728985 不平稳

△lnw －4．369045 0．0130 －4．582648 －3．320969 －2．801384 平稳

lnl －2．229902 0．2073 －4．200056 －3．175352 －2．728985 不平稳

△lnl －3．949209 0．0190 －4．420595 －3．259808 －2．771129 平稳

lnu －0．658591 0．8137 －4．297073 －3．212696 －2．747676 不平稳

△lnu －5．726934 0．0059 －5．119808 －3．519595 －2．898418 平稳

lnwr 1．393404 0．9961 －4．420595 －3．259808 －2．771129 不平稳

△lnwr －3．779560 0．0241 －4．420595 －3．259808 －2．771129 平稳

尾效实证分析

由上述公式可以首先得到水资源对经济增

长的尾效，其回归方程如下:

ggdp( t) = 0．0044+0．4257gk( t) +0．5362gue( t)
+0．1337gwr( t)

由回归结果可以清晰看到，资本投入对长

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 0. 4257，表明

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存量每增

加 1 个百分点，经济相对增加 42. 57 个百分点。
同样的道理，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

弹性系数为 0. 1337，表明在其他要素投入不变

的前提下，水资源每增加 1 个百分点，经济增长

相应 增 加 13. 37 个 百 分 点。同 时，模 型 Ｒ2 为

78. 32%，表明了资本存量、城镇从业人员以及水

资源 投 入 对 长 江 经 济 带 经 济 增 长 的 解 释 性

较好。

此外，可 以 根 据 水 资 源 约 束 的 尾 效 公 式

DrgY =
γ( b+n)
1－α

，得到劳动力增长率 n 和水资源

衰减的速度 b。此时，劳动力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依据 n= (
b
a

)
1
t －1 得到，其中，b 代表 2016 年长

江经济带城镇从业人员数，a 代表 2005 年城镇

从业人员数，由此，可以计算得到长江经济带

2005—2016 年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 0. 431%;

水资源的衰减速度由该时间段水资源的增长情

况来代替，可得水资源增长率 b 为 1. 96%。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

尾效为 0. 00557，这就意味着由于水资源的限制

而引起的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阻碍力为

0. 00557，这一结果要高于已有研究中水资源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阻力( 0. 001397) ( 谢书玲、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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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薛俊波，2005) ，说明相对于全国而言，长江经

济带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力要大于全国。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估计长江经济带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进程影响的弹性，结果显示

如下:

gur( t) = 1. 5448+0. 1969ggdp( t)
估计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每增

加 1 个 百 分 点，城 镇 化 增 长 率 将 会 相 应 提 高

19. 69 个百分点，说明经济增长促进了人口的转

移，也带动了城镇基础设施等的完善。同时，模

型 Ｒ2 为 92. 23%，表明了模型解释性较好。进

而根据公式( 14) ，可以得到长江经济带水资源

对城镇化进程的尾效为 0. 0011，表明由于水资

源的限制而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的阻碍力

为 0. 0011。这一结果也低于已有研究中水资源

对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尾效( 0. 191362) 的结果，

说明由于水资源的约束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的

进程阻碍力要低于全国，这主要在于长江经济

带城镇化率要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研究结果分析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尾效

显著大于全国，说明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对长江

经济带增长的阻碍作用较大。由于长江经济带

工业较多，且现在多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对水资源的需求较大。如果不关注水资源保

护，只发展经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的阻碍作

用将会越来越大。同时，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对

城镇化的约束尾效小于全国，主要是由于城镇

化水平相对落后于全国，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

束效应还未显现出来。
而水资源对城镇化的约束尾效主要由两部

分构成，其中一部分表现为水资源对城市经济

的约束尾效，而另一部分表现为城市经济增长

对城镇化的弹性系数。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水

资源对城市经济的约束尾效大，说明长江经济

带水资源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抑制，水资源的

短缺将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面临的瓶颈。由

此表明，水质性缺水问题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

严峻挑战，所以长江经济带在未来发展中，应在

关注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情况下倡导合理利用水

资源。

五、建议

首先，注重城镇化发展的内涵增长。找准

发展突破口，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节能环

保产业的新优势，开发利用新能源，加快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实证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镇

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城镇化

水平的提高往往伴随着能耗增大，工业、生活废

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排放量增多，这

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环境压力，而传统产业结构

正是产生生态环境压力的很大原因之一。因

此，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于生态环境质量有着

明显影响，优化产业结构对促进合理城镇化，同

时减小生态环境压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强化长江经济带水资源保护意识，坚

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为更好地保护长江经济

带水资源，应该从生态保护优先的视角，加强长

江经济带生态修复，逐步修复受损的水生态系

统功能。通过编制长江经济带水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制定科学、有效的修复方案，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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