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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Introduction1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

❑ 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省
（市）行政区全域，面积约145万平方公里。The

economic belt covers 11 provinces with area of

145 million km2

❑ 2019年长江经济带区域人口5.9亿、国内生产总值
45.78万亿元，均超过全国 40%。 590 million

population, RMB 45.78 trillion in 2019.

❑ 具有生态地位突出、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
大等特点，已发展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
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The strongest and the

greatest area in China.

42%

58%

人口占比

Population

长江经济带 全国其他地区

46%

54%

地区经济总量占比

Economy

长江经济带 全国其他地区

长江经济带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长江流域 Changjiang River

❑ 6300km长, 面积180 万km2, 水资源量9856亿m3。
Length 6300km, Area 180 million km2，with water

resources of 985.6 billion m3.

❑ 干流流经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支流延申至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Flow through 11

provinces at mainstream and 8 provinces at

tributaries.

❑ ~1/3全国水资源、1/3全国人口/、1/3粮食产出、1/3

GDP 30% of total water resources, total population,

food production and GDP of China.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重要的生态屏障 Important ecological barrier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天鹅洲白鱀豚保护区
长江口中华鲟国家自然及

外滩湿地保护区安徽扬子鳄自然保护区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新螺白鱀豚自然保护区 鄱阳湖国家自然保护区

• 河湖、水库、湿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0%。The area of rivers, lakes, 

reservoirs, and wetlands account for ~20% of the country

水生生境多样

Diverse aquatic habitats

•淡水鱼类占全国的33%，珍稀濒危植物占全国总数的39.7%，有银杉、珙桐等珍

稀植物以及中华鲟、江豚和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

物种种类丰富

Rich species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93个（30.7%），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53个

（51.0%），国家级森林公园255个（ 28.9% ），国家级地质公园54（ 29.3% ）

生态环境敏感区众多

Many eco-environment sensitive zones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重要的资源支撑 Important resources support

是我国水资源配置的重要

战略水源地，多年平均水

资源量9958亿m3，约占

全国的36%，居全国各大

江河之首

❑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28.1万MW，占全国

47%

❑风能、太阳能、生物能、

地热等新能源重点区域

长江“黄金水道”，

3600多条通航河流，总

计通航里程超过7.1万公

里，占全国内河通航总里

程的56%

❑ 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粮食产量1.63亿吨，

占全国32.5%

❑ 矿产资源丰富，储量

占全国50%以上的约

有30种

重要战略水源地
Import strategic 
water resources

重要的能源基地
Important Energy 

base

黄金水道
Golden Water way

粮食基地 矿产丰富
Food base, rich in 

minerals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重要的战略地位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地区经济较为发达
Relatively better developed 

regional economy 

城镇化水平较高，已形成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

城市群等，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对外开放优势显著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opening up

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三角

洲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的主

通道，是连接“一带一路”的纽带，

具有东西双向开放的独特优势

社会经济地位重要
Important social-economic 

position

长江流域横跨我国西南、华中和华

东三大区，总人口4.6亿，约占全国

的33%，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的

34%



长江保护管理实践&成效
River Management Practices & Progress 2



实践：流域层面 Work at basin level

规划约束引领

Led by River Planning

•《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利专项规划》

•《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

•《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行动方案

及三年行动计划》

水旱灾害防御

Flood & drought management

•建成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体系

•开展实时防洪调度，科学防御流域、区域型

洪水，为各地防洪提供技术指导

•开展各项防洪工程修复与建设

水生态修复与环境保护

Restoration & Protection 

•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问题整改

• 推进长江流域生态流量监管

•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水资源节约与利用

Water saving & Utilsation

•全面推进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

• 开展取水工程（设施）核查登记

• 基本实现流域主要跨省江河水量分配全覆盖

• 全面推进流域水量调度管理

河道采砂管理

River sand mining management

•落实采砂管理责任制，开展暗访、巡江检查

• 航道疏浚砂和水库淤积砂综合利用试点

• 建立砂石采运管理单制度

• 推动非法采砂入刑，严格涉砂船舶管理

河湖水域岸线管理
River bank management

•严格实施《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

划》

•开展长江干流岸线保护和利用专项检查行动

•推动河湖长制落实

•研究建立长江流域岸线保护利用协调机制



实践：流域层面 Work at basin level

水工程联合调度

Regulation of Water 

Works

•将流域101座水工程纳入联合

调度范围，总调节库容884亿

立方米，总防洪库容598亿立

方米。

•防洪、供水、生态、航运、发

电调度效益显著

流域全覆盖水监控

Basin monitoring

•完成委内外488个控制断面监

测信息以及委内99个监视点视

频资源整合共享，正式上线试

运行控制断面监督管理告警平

台

•编制《长江流域全覆盖水监控

系统项目建议书》

长江大保护协商合作

River protection 

cooperation

•与11个其他部门流域机构、地

方政府和重要企业签署保护战

略合作协议

•发起成立了涵盖50家部门和单

位的长江治理与保护科技创新

联盟

•积极推动建立跨部门跨区域保

护协作、规划协调、执法联动、

创新协同、信息共享等合作机

制

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

Implementation of river 

protection law

•各管理部门、层级根据保护法

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逐步落

实保护法要求

•完善长江流域协调共治机制

•推进长江流域信息共享系统建

设



实践：代表性沿江省（市） Practices of representative province / city

重庆市渝北生态文明示范区

重庆市自贸试验区

重庆——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Chongqing—Building a place with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creating an open highland.

•完成1700万亩国土绿化，森林覆盖率达52.5%；建成绿色园区10个、绿色工厂115个、绿

色矿山170个，发行绿色债券264.5亿元。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restoration & protection

•建立四级河长制体系；辖区内流域上下游区（县）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全覆盖；建立川渝横

向生态补偿和生态环保统一监管机制。

完善长江保护体制机制 Management system

• 2780项智能化改造项目，示范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升54.3%；2020年全市高技术产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13%左右。

数字经济助推绿色发展 Green development

•形成了两江新区、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互联互通国家级制度创新平台、7个国家级经开

区和高新区的“1+2+7”开放平台格局。

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Platforms for innovation



实践：代表性沿江省（市）Practices of representative province / city

湖北——努力建设长江中游生态保护屏障和绿色发展增长极。
Hubei--Build an ecological protection barrier and a green development growth pole.

• 生态红线保护；水污染防治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立好绿色规矩 Set up green rules

• 水土流失治理、河湖湿地保护；非法码头、非法采砂等专项整治；沿江化工企业

搬转、岸线腾退

实施绿色工程 Implement green projects

• 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改造；先进存储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网络安全人才与

创新、航天产业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落户湖北；“光芯屏端网”产业国内领先

促进产业升级 Promote industry upgrading

• 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1万亿；推动长江经济带“双十”工程累计授信9628亿元；

碳排放权交易成交额占全国60%

发展绿色金融 Develop green finance

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启动



实践：代表性沿江省（市）Practices of representative province / city

江苏——护一江清水，领绿色发展。
Jiangsu-Protecting a river with clear water, leading green development.

• 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57275家，单位GDP能耗下降20%以上

• 2020年，全省国考断面优Ⅲ类比例达86.5%

持续改进生态环境 Improve eco & environment

•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研发投入占比达2.8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

•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6.5%，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万亿元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Promote industry upgrading

•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化率达72%

•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投入运营，沪苏通长江

公铁大桥等建成通车，盐通等高铁建成运营

推动区域发展更加协调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2020年江苏数字经济论坛

南京禄口机场



新形势 新挑战
Changes & Challenges3



⚫ 2018年4月武汉，“以长江经

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2014年3月，“节水优先、空

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 2016年1月重庆，“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 2011年11月南京，“使长江经

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主战场”

新形势 - 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部署：高质量发展 + 绿色发展

Water saving priority, spatial 

balance, systematic 

governance, two-handed effort

Protect，no longer large-

scale development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Make the Chang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China's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

水库群联合
调度方案

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
2019年起拓展至

水库、泵站、涵闸、蓄滞洪区等

2012年 2013年 2014～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0 17 21 28 40

年份

水库
数量

根据流域管理需求逐步扩展纳入流域联合调度范围的对象、目标和调度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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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7座水工程。水库47
座：调节库容1066亿m3、防洪
库容695亿m3

不断纳入联合调度调度水工程 Expending water works for integrated regualtion



城陵矶水位，三峡后枯水期提前近一个月

1 大规模水工程调度应用对流域水文情势发生深远影响 - Impacts

汛末蓄水，降低下
游河道水位，枯期

提前

枯期补水，水位高
于天然

三峡及上游水库群调度影响



长江中下游站点三峡水库建成前后水位变化情况

三峡水库运用以来，干流河道持续冲刷，三口水系分流减少，河道断流时间进一步加长，水资源和水生态问题逐

步凸显。Since the oper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continuous erosion of the main channel changed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the diversion from main channel of Changjiang river to Dongting Lake has decreased, the dry-off time of the rivers 

has been further lengthened.

时段
三口站分时段多年平均年断流天数 各站断流时枝城相应流量（m3/s）

沙道观 弥陀寺 藕池(管) 藕池(康) 沙道观 弥陀寺 藕池(管) 藕池(康)
1956～1966 0 35 17 213 / 4290 3930 13100
1967～1972 0 3 80 241 / 3470 4960 16000
1973～1980 71 70 145 258 5330 5180 8050 18900
1981～1998 167 152 161 251 8590 7680 8290 17600
1999～2002 189 170 192 235 10300 7650 10300 16500
2003～2013 197 144 185 266 10280 7120 9060 15670

2013 211 198 212 295 10300 7550 7550 16400
2014 157 117 151 269 8280 7270 6870 16300

1 大规模水工程调度应用影响 – 洞庭四口分流减少，断流天数增加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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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线工程通水后便在短期内经历了供水地位由“辅”变“主”、

需求依赖由“弱”变“强”的重大变化，中线规划设计阶段确

定的受水区多水源联合调度难以达成。Dependability to 

water from south increased.

❑ 中线水源丹江口水库来水年际丰枯变化大，且近年来枯水年出

现的频率有所增加，如若遭遇汉江连续枯水，过度依赖中线调

水的北方城市可能出现供水危机。Dry years happened 

more often in Hanjiang River.

❑ 引江补汉工程作为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的后续水源，从三峡

库区多年平均引水50亿m3入汉江丹江口水库下游，增加丹江

口水库可调水量，使中线一期北调水量提高到117亿m3，均

匀性明显改善。Need more water resources transfer from

Changjiang River, about 5 billion m3

中线一期面临新形势，亟需建设后续水源. For the middle route 
Phase I, more water resources is needed. 20,20

38,43
48,48

74,58 71,32
87,60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调水量(亿m3)

中线北调水量占城市供水比例

丹江口入库径流量

2 国家水网建设对长江的需求日益增长 – 中线一期面临更高需求



1  内河水运发展概况

❑西线一期拟调水80亿m3，工程总计拟调水170亿m3。The 
first phase of the west route plans to transfer 8 billion m3 of water, 
the final scheme plans to transfer 17 billion m3 of water from 
upstream of Changjiang River.

❑西线调水后，雅砻江、大渡河、通天河取水断面径流量减
少30%～40%，水源区生态风险高。It will reduce 30~40% of 
runoff at the water source area, may cause  high risk on ecology. 

❑有观点认为：在黄河来沙大幅减少的背景下，结合“八七”
分水方案调整，应研究由中线、东线分担部分西线调水任
务的可行性，减少对长江上游生态的影响。To reduce the 
ecological impact on the upper reaches of Changjiang River, the 
feasibility of sharing the western route tasks from the middle and 
east routes may be studied. 

西线水源区生态风险尚存争议。
For the west route, there is controversy about the ecological 
risks of the water source area.

双江口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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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水网建设对长江的需求日益增长 – 西线跨流域调水可行性仍需论证

西线工程是在长江上游通天河、支流雅砻江和
大渡河上游建库，调水入黄河上游，解决黄河
上中游地区6省和渭河关中平原的缺水问题。



对标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New challenges4



1 防洪减灾存在薄弱环节 – weak links in flood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2020年流域性洪水灾害2016年鄱阳河堤决口 2017年扬中崩岸

• 部分重要支流及湖泊防洪能力偏低

• 蓄滞洪区建设严重滞后

• 洲滩民垸行蓄洪困难

• 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低

• 山洪灾害防治难度大

• 中下游干流河道崩岸频发

• 防洪非工程措施有待完善



❑ 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应用以来，中下游河道沿程冲刷，水位下切，低水位影响较大，对长江中
下游供水保障有较大影响（工程性缺水）。Reservoir regulation particularly since 2003 when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was applie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river have been 
scoured, the water level has been cut down, which caused an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ater 
supply security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iver reach.

站 点
流量等级
（m3/s）

2016 年较 2003 年
水位累积降低（m）

宜 昌 6000 0.74

枝 城 7000 0.59

沙 市 6000 1.74

螺 山 10000 0.91

汉 口 10000 1.10

长江中下游站点三峡水库建成前后水位变化情况

长江中下游主要水文站点

2 受工程调度应用影响，部分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不足 – low allocation



3 水资源利用与节约存在短板 – shortcomings in water utilization and saving

❑ 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为21.4%，与全国平均水平相
当，但各地区差异较大，汉江、岷江（都江堰以上）、滁
河、巢湖等关键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高。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water utilsiation rate.

❑ 枯水年和枯水期，部分支流区域间、跨流域调水水源区与
受水区用水存在矛盾。In dry years and dry seasons, there 
are conflicts in water use between some tributary areas, 
and between water source areas and water receiving areas.

❑ 节水观念、技术相对落后。Water-saving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布



4 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Incomplet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 水资源刚性约束指标体系不健全，四定落实难度大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尚未建立

• 流域内用水、跨流域调水、水电开发、航运之间的矛盾日

趋显现
水资源配置调度能力有待提升

• 尚未形成完善统一且覆盖取、用、耗、排环节的计量、统

计、管理措施和制度

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基础能

力不牢固

• 监测范围及频次、时效性与精度无法支撑用水总量和用水

效率管控需求
流域水资源监测体系亟需完善

• 用水方式整体仍较为粗放，用水定额相较国内和世界先进

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节水意识亟待加强



❑ 生态流量保障体系尚不完善。The ecological flow guarantee system is not yet perfect.

❑ 部分河段还存在间歇式脱水，部分水工程对河湖生态流量保障不够重视，部分生态保护对象的生态需水

满足难度大。对生态流量落实不到位的河湖，缺乏应急保障和责任追究制度。

❑ 单一要素的生态流量（水位）管控指标无法准确精细反映河流生态需求，同时带来管理难题：难监测、

难保障、难协调、效果难评估。

❑ 水生态修复任重道远。Wat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has a long way to go.

❑ 流域生态功能退化，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通江湖泊数量和面积锐减，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缺乏统筹协调，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还不健全等。

5 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任务艰巨 – difficult on protection/restoration



6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任务艰巨 - difficult on protection/restoration

水生态修复和保护问题突出 difficult in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

❑ 生态监测体系尚未建成，站网及监测手段不足以反
映流域生态状况

❑ 生态保护与修复手段较为有限（人工增殖放流），
生态调度范围目标尚不完善

水环境污染问题明显 environment - pollution

❑ 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局部水体污染加剧，30%的重
要湖库存在富营养化。

❑ 干流近岸水域和部分支流湖泊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长江经济带内30%的环境污染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
源地周边5km范围内，饮用水水源污染风险加大。

长江流域总磷超标的河湖分布

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



7  长江“十年禁渔”监管难度大

❑ 生物完整性指数已达“无鱼”级，“一江两湖七河”等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 违法成本低、震慑难，非法捕捞入刑门槛高，行政处罚标准低。

❑ 隐蔽性强、发现难，非法捕捞多发生在偏僻水域或夜间，且流动性快。



8  绿色航道建设有待进一步推进

❑ 航道干线局部通过能力不足，上下游衔接不畅，航道演变复杂性加剧。

❑ 航道建设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难题的手段不足，生态航道建设仍呈现局部化、碎片化，敏感

问题的保护措施有待突破。



9  流域管理效能有待提升 – management capacity improvement

❑ 流域法治建设有待加强，协同治理保护有待深化 law & 
coordination

❑ 水利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快 hydroinformatics capability

❑ 流域综合规划的法律地位尚未有效落实 legal status of planning 

❑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进展缓慢。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 常规管理与应急管理缺乏有机协调，应对突发事件保障能力薄弱。
Lack of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自然
资源

水利

流域
机构

生态
环境

航运
交通

能源

渔业

多目标协调协同机制待建立

《长江保护法》要求



下一步工作举措
Work Plan5



1 全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 implement Changjiang river protection law

• 实施和完善长江保护法要求的各项工作职责

• 加强开展《长江保护法》相关配套法规的专题研究

• 配合做好《水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制定《河道管理条例》

• 开展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立法研究

• 推进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和生态流量监督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出台实施

Implement Changjiang River Protection Law through improving the 

supporting legal system.



 优化调整防洪减灾体系布局。对接国土空间管控要求，修订长江
流域防洪规划，提升防御流域性大洪水的能力。

 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加快推进堤防、河道治理、防洪水库、蓄
滞洪区等防洪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和山洪灾害防治，加强重点涝区排涝能力建设。

 补齐防洪非工程措施短板。研究蓄滞洪区运用长效补偿机制，强化
河道泥沙观测，提高水文气象预测预报水平，完善洪水调度方案 。

 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防洪工程建设：

• 蓄滞洪区建设：城陵矶附近100亿m3超额洪量蓄滞洪区建设，
推进杜家台、康山、民主垸、城西垸等重要蓄滞洪区安全建设，
滁河荒草二圩和三圩等建闸，推动武湖、涨渡湖、华阳河等一般
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

• 综合治理工程：洞庭湖四口水系综合整治、鄱阳湖水利枢纽、两
湖尾闾综合整治

湖北省杜家台分蓄洪区安全建设

四川省邻水县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2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 improve flood management capacity



 推动节水宣教常态化。全面提升全社会节水意识。

 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加强用水定额评估管理，建立政府主导、
水利协调、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省、市、县三级节水工作协调机制。

 引导节水技术推广。推进重点用水行业和重点用水单位开展
水效对标和节水技术改造。

 强化节水考核评价。建立总量/强度双控的流域区域统筹考核
机制，高质量开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

 加强节水监督管理。加大节水标准管理力度，发挥用水定额
对绿色发展的导向约束作用 。

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建设情况现场检查

3 加强节约用水 – enhancing water saving



 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加快完成金佛山等重点水源工程建设，
加快推进滇中引水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积极推进姚家坪等一批重
点水源工程和白龙江引水等重大引调水工程前期工作，继续加强西南
五省（市）中小型水库水源建设，构建布局合理、保障有力的水源及
输配水工程体系。

 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加快贵阳-贵安新区应急备用水源等
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标
准化建设，加快完成向家坝灌区一期、武引二期灌区等大型灌区工程
建设，加强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推进小型灌区和“五小工程”
建设。

 加强水资源配置重大战略支撑。全力推进引江补汉工程立
项建设，全力配合做好西线工程方案比选深化论证工作。

4 加强水网建设 – strengthen water network construction

引江补汉工程

金佛山水库



 严控水资源开发强度。推进湘江等新一批14条重要跨省江河
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审批，指导流域内各省编制跨地市江河流域水量分
配方案，健全省、市、县三级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建立水资源承
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组织开展水资源承载状况动态评价，对水资源
超载区实行严格管控。

 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Establish a management

system with water resources as rigid constraints. 近期以汉
江为试点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推进取水许可负面清单管理，制
定实施长江流域取水工程（设施）在线监测工作方案，建立流域区域
取用水实时管控制度。

 加强流域水资源调配管理。落实水量分配方案，完善流域水
资源统一调度协调机制，实施控制断面最小下泄流量监测监督，统筹
流域内用水和流域外调水，继续强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量调度管理，
相机实施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区河湖生态补水，加强长江中下游干流
引提水工程水量统一调度和管理。

5 加强水资源管理 – enhanc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实施南水北调中线一期水量调度
丹江口水库

评价水资源承载状况（2015）



 加强生态流量管理。制定重要跨省河流和重要湖泊主要断面生态流量
保障目标，制定实施生态流量监督管理相关规定，建立长江流域生态流量监
控管理平台，将生态流量调度纳入流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管理，督促水工程
运行管理单位将生态流量纳入日常调度规程。

 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加强长江流域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管理，
推动开展重要水源地生态隔离带建设，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
评估，推进湖库面源污染和湖（库）湾富营养化水体治理。

 推动水生态修复。继续做好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涉及水利问题
整改，推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河湖水系连通、河湖再自然化等修复，积极
推进中下游原通江湖泊生物通道恢复试点项目立项实施，提升水生态监测能
力，开展生态调度效果监测评估，推进丹江口水库、三峡水库等重点库区消
落带保护与修复工作。

 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有效推动水土流失治理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优先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

6 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 - Strengthe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restoration of water ecology

促进鱼类繁殖的生态调度

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站点



 深入推进河湖长制。积极探索建立长江流域河湖长制协作机制，压
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进一步督促各级河长湖长履职尽责

 严格河湖管理保护监督检查。做好河湖管理暗访检查，开展长江
流域非法矮围专项整治重点抽查，推进河湖“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

 强化岸线保护与管理。修订《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推动建立流域岸线保护利用长效机制，强化岸线规划及负面清单约束，严
格涉河建设项目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河道采砂监管。督促各级河长、地方行政首长切实履行采砂管
理职责，深化部门合作和区域协作，督促各地对在长江干流及所有通江支
流湖泊停泊、移动或作业的采砂船舶进行全面清理整治，推动探索砂石资
源政府统一经营模式，推进航道疏浚砂及水库清淤砂的利用

河湖长制落实情况专项检查

河湖“清四乱”督查

7 加强河湖水域岸线与采砂管理 – enhance river bank protection  



 逐步扩大水工程联合调度范围。2021年控制性水工程达到
107座，根据建设应用情况逐步扩大调度范围。

 精心做好水工程全周期多目标联合调度。
 汛前结合腾退防洪库容，开展溪洛渡分层取水生态调度试验，联合三峡

等水库开展产漂流性卵鱼类自然繁殖生态调度试验和产粘沉性卵鱼类繁
育生态调度试验，

 汛期充分发挥三峡等控制性水库的防洪作用

 汛末有序安排流域梯级水库群蓄水，加强长江中下游干流沿岸、两湖地
区、汉江中下游水华、长江口咸潮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

 深化联合调度研究。
 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综合调度支持系统建设

 控制性水库多目标综合调度研究、

 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研究

 优化丹江口水库调度

 科学实施汛期运行水位动态控制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

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

8 加强水工程联合调度 – improve capacity on joint regulation of water projects



 加强水法规建设。加强对长江保护法相关配套法规的专题研
究，配合做好《水法》修订、《河道采砂管理条例》《长江河道采
砂管理办法》制定工作，推动《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
理办法》等部门规章尽快出台

 健全《长江保护法》配套制度。积极配合做好相关配套
制度的制定、修订工作，为长江保护法的贯彻实施提供保障

9 加强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提升流域综合管理能力。推进流域涉水综合监测，加强流域执法基地和监控体系建设，建立覆盖
长江干流和重点区域的综合执法体系。

 完善流域管理体制机制。推动建立长江流域省级河湖长办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信息资源整合
与共享机制，推进长江源区、丹江口等重点核心水源区和汉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等跨流域调水水源
区重点河流以及蓄滞洪区等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做实做细长江大保护合作。推动建立健全与有关部门在长江流域派出机构的协调合作机制，巩固
深化已有合作基础，积极拓展合作范围，充分发挥对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的技术支撑作用。

 强化治江科技支撑。加强长江中下游河湖冲淤变化及其对江湖关系的影响与对策等治江重大科技问
题研究，做实长江治理与保护科技创新联盟，健全国家、省部与委三级联动创新基地体系，推进水利部水
工程联合调度等重点实验室申报，积极谋划长江流域治理与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国家级基地建设

10 加强涉水事务综合管理 -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related affairs 



11 提升信息化能力 – improve informatics capability

❑ 建设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利工程综合调度支持系统

❑ 推动长江流域全覆盖水监控系统建设

❑ 推进长江流域信息共享系统建设

❑ 推进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建设“智慧长江”，提高流域管理信息化智能决策支持水平。

全覆盖水监控系统框架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利工程综合调度支持系统建设范围



加强顶层设计，编制长江水文化建设规划和文化塑委规划，纳入长
江流域“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和长江委改革发展五年规划，建立长
江水文化中心

推动水文化遗产保护，普查流域古渠、古堰、古站等水文化遗迹，
编制流域水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

推进水文化交流合作，搭建具有流域特点和长江特色的水文化创
建平台，结合国际水利交流活动充分展示长江水文化的精彩魅力

开展水文化试点示范，开展委管水文站、水利工程水文化建设试
点，加强汉口水文站等文化建设经验推广，开展汉江流域水文化建设试
点，深入发掘丹江口水利枢纽等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 灵渠

12 加强长江水文化建设 – develop water culture



13 开展长江治理与保护重大科技问题研究 – carry out researches

序号 研究领域

1 水旱灾害防御

2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保护

3 水生态环境保护

4 河湖治理与保护

5 水工程联合调度

6 流域综合管理

7 水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8 水利信息化能力提升



西南五省区市大旱重庆磁器口临江区域被洪水淹没

⚫ 局部地区极端水旱灾害频繁，影响

范围扩展

❑长江四水问题作用机制及演变趋势

❑变化环境下多尺度水文气象预报技术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洪旱灾害及对策

⚫ 蓄滞洪区人水关系矛盾日益突出，流

域防洪与城市排涝关系越发矛盾

❑长江洪水管理

❑长江中下游防洪布局调整论证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长期保持及调度优化

长江干支游水库分布示意图

13 关键问题研究 – (1) 水旱灾害防御

http://pic.news.sohu.com/group-208707.shtml


金沙江白格堰塞湖

⚫ 巨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次生灾

害与衍生成灾害链问题日益突

出

❑长江上游堰塞湖灾害风险区划与对策

❑长江流域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关键技术及防御对策

❑堤岸险情探测预警及智慧防汛与应急抢险技术
⚫ 堤岸险情探测预警、信息化支撑、

应急抢险方面仍存在短板

虾子沟崩岸（2017年4月） 扬中崩岸（2017年11月）

13 关键问题研究 – (1）水旱灾害防御



长江流域四水问题 水资源开发与保护相协调

• 协调长江大保护与经济带发展、保

障水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技术有待

突破

❑水资源承载风险评估与优化配置

❑节水潜力评估及节水减排关键技术

❑水资源精细化管理及取用水动态控制关键技术

❑汉江流域生态保护的水资源协同管控

❑长地下水保护与应急利用关键技术

❑跨流域调水对长江水资源累积影响与对策

❑长江流域水资源-粮食-能源耦合协调演化机制

• 新老四大水问题日趋严重且相互交织 ❑长江流域水资源开发与保护战略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跨流域调水工程

13 关键问题研究 - （2）水资源高效利用与节约保护



长江源区气温上升、冰川退缩 生态流量核定

⚫ 流域不同河流的生态需求及生态

流量目标存在明显差异

⚫ 全球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下长

江源区水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长江源河湖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保护对策研究

❑长江流域河湖生态流量保障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

13 关键问题研究 - （3）水生态环境保护



(a) (b) (c)

(d) (e) (f)

长江流域某水域的鱼腥藻

水华

长江流域某水库检出6种微塑料 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

调查

水土流

失

⚫ 河湖富营养化比例升高、新型污染物

浓度增加、流域梯级开发对水生生境

和水文情势的改变等问题日益严峻

❑长江流域典型污染物的输移规律及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长江流域河湖库水生态环境健康保障关键技术研究

❑流域开发对水生态环境影响及减缓技术研究

⚫ 水土流失状况评价周期长且精细化程

度不高、水土保持目标责任管理体系

不完善、坡耕地水土流失依然严重

❑长江流域水土保持关键技术研究

13 关键问题研究 - （4）水生态环境保护



2017年1-3月长江口青草沙水库盐水多次入侵

上闸口

下闸口

盐度阈
值

钉螺孳生扩散区域

⚫ 多因素影响下长江口河势变化复杂，

防洪、供水、航运、环境等问题交织
❑长江口滩槽长期演化过程及综合治理

⚫ 新水沙条件和大保护下岸线利用承载

力、钉螺生境变化引起血防问题显现
❑长江中下游岸线与洲滩保护与管理

❑生态化水利血防关键技术

13 关键问题研究 - （5）河湖治理与保护



长江流域多目标调度

⚫ 水库群与其他水工程进行联合

调度尚不完善

⚫ 与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多目标调度

要求越来越高

❑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生态调度

❑长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多目标调度

❑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库群与跨流域调水工程联合调度

❑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体制机制与风险防控

长江流域极端降水变化

13 关键问题研究 - （6）水工程联合调度



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
DG水电站

⚫ 五高一深恶劣复杂环境，给大坝建设

与安全运行带来严峻挑战
❑恶劣复杂环境下高坝工程建设与安全运行关键技术

⚫ 跨流域引调水工程建设规模及难度不

断增大 ❑重大引调水工程建设与长期运维安全保障技术

⚫ 地质环境演化引发滑坡，甚至灾害链，

直接影响枢纽工作性态并危及梯级枢

纽长期安全

❑后建设时代梯级枢纽群地质环境演化机制与长期运营

安全研究

❑长江流域水库大坝运行安全与调控关键技术
⚫ 水工材料与智能建造、控制与运行信

息化智能化方面仍存在短板和空白
❑水工材料智能检测与结构智能控制及防治技术研究

13 关键问题研究 - （7）水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



长江大数据中心

⚫ 流域水工程调度信息化水平不高，智

慧化程度较低，缺乏应用支撑体系

⚫ 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水利业务全过

程，带动传统水利转型升级

❑ 基于云架构的水工程调度支撑平台建设

❑ 水利大数据智能管理技术

❑ 基于数字孪生的三维可视化决策支持技术

❑ 流域“三水”融合业务智慧化技术

GIS平台，3D技术研究成果调度智能化

13 关键技术研究 – （8）水利信息化能力提升



结语

长江委将积极会同流域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攻关克难，
继续做好长江经济带水利支撑与保障相关工作，为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The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will actively work with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river basin, focusing on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 continue to do a good job

in water conservancy work, and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supporting and ensu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angjiang

Economic Belt.



2   长江黄金水道及其战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