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
— 基于生物多样性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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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多样性兼有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功能和生态安全属性，为
理解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一个视角和切入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
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提，
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加强重
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
逐步恢复环境保障功能和资源属性。在此基础上，
充分认识和发掘生物多样
性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可持续、高效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生
物资源属性，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价值开发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兴产业发展，
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
协同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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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是坚持生态

引言

优先，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逐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

解决长江生态环境透支问题。”
要“正确把握生态环

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

涉及 11 个省市，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21.4%，人口占

和绿色发展新路子”
，关键是要“深刻理解把握共抓

①

42.8%，国内生产总值占 44.1%（2018 年） ，既有经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

济最发达、最活跃、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重要引擎

涵”，处理好“彼此的辩证统一关系”。③近年来许多

的长三角地区，也有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的秦巴

党政领导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就“生态优先、

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等 7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

绿色发展”的具体实践路径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和探

区，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对长江经济带自身和

索，何立峰④、李干杰从战略和政策层面进行了详细

全国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

的阐述，肖金成、刘通强调实施生态功能区战略和

境承载力已然接近或达到上限”
，
“开发和生态环境

城镇化战略，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来协调生态

②

保护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的矛盾”
。 习近平 2018

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关系⑤；钟茂初从长江经济带主

年 4 月 26 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

要城市生态承载力的角度，提出生态功能区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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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担的机制⑥；黎元生、胡熠提出了流域系统协
⑦

中，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至关重要。根据生物多样性

同共生发展机制 ；等等。陈家宽及其合作者早在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

1997 年就“特别呼吁对长江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及其

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

⑧

与经济协调发展这一命题给予特别的注意” ，近年

cosystem Services，IPBES）建立的“生物多样性—生

来又多次撰文强调生物多样性与长江大保护的关

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的级联框

，但他更多的是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輥
輴
架訛
，生物多样性处于基础性地位。归纳起来，主要

性。受上述研究成果的启发，本文试从生物多样性

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生物多样性在多个层面支撑

的多重属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视角来探讨如何协同

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服务；第二，生物多样性的状

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以期为推动长江

况决定生态系统过程的量级和稳定性；
第三，
生态系

经济带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统功能由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相互作用而形成；第

系

⑨⑩

一、
生物多样性对于协同生态优先与绿色
发展的意义

四，生态系统服务是对人类具有潜在价值的生态系
輥
訛
统功能。輵

（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兼具资源属

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性、环境保障和生态安全属性

之间的关系是资源环境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发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可以进一步归纳为

达国家众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自 20 世纪 70 年

两大类，一类是具有资源属性的服务，
包括供应服务

代以来一直在探讨但至今仍未破解的世界性难题。

和文化服务，如食物供应、燃料和纤维供应、药用资

在我国近几十年的实践中，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

源、遗传资源、观赏资源及娱乐和旅游资源等；另一

间的矛盾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突出。本文认为，科

类是具有环境保障的服务，包括调节服务和支持服

学认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生态系统服务

务，如环境质量调节、气候调节、土壤肥力保持和养

之间的关系及其蕴含的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功能和

輥
輶
分循环、授粉服务、迁徙物种和生命周期维护等 訛
。

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可以作为理解和推动

人类的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地向大自然排放废弃物，

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的一把钥匙。

正是由于生态系统对废弃物的吸收和降解，人类才

（一）生物多样性是支撑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基础

有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
清新的空气、
肥沃的土壤和
适宜的气候，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发展。当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的关系，
归根结底，
是自然可以独立于

的各种因子受到人类胁迫超过一定阈值时，生态系

人类，而人类依赖于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料和适宜人

统的稳定性和健康水平将受到冲击，进而出现生态

类生存的、可持续的环境保障（包括精神上的感受）。

安全风险。

除了矿产等非生命物质以外，人类生存和发展主要
依赖于生物多样性以及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生态
輥
訛
輯

第一，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正相关。
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作为资源属性的生态系统服务

系统服务。 所谓生态系统服务，
就是可以给人带来

与生物多样性是正相关的。一方面，生物多样性越

惠益的生态系统功能，包括供应服务、调节服务、支

丰富，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越高。生态学中有一个生

輥
訛
輰

持服务和文化服务等。 但生态系统功能是独立于

物多样性—生产力假说（diversity- productivityhypothe-

人的，它是生态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所发

sis），即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净初级生产力就越

生的能量流动、
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的总称，
如光合

輥
訛
高輷
。蒂尔曼（Tilman）等通过草地的实验证明了这一

輱
輥
作用、呼吸作用、分解作用等 訛
，是生态系统结构和

輦
輮
假说訛
，后来，蒂尔曼等进一步将这种现象解释为

輥
輲
。而生态系统过程则是
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訛

“采样效应”
（当物种的生产力不同时，一个物种越

生态系统中生物(有机体)和非生物(化学和物理的)

輦
輯
多的生态系统更有可能包含高产物种）訛
和“生态位

通过物质和能量驱动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支持

分化效应”
（在异质环境中，拥有更多的物种通常会让

訛
輥
在这个复杂的关系链条
信息、能量和物质的流通。輳

輰
輦
系统更好地利用所有的生态位，从而提高生产力)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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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生物物种被过度利用，生物多样性衰

对人类来说，当潜在的生态风险转变为现实的生态

退，
生产力将下降，
甚至使物种的生存面临威胁。

灾难，
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威胁。可见，

第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的环境保障和生

生物多样性衰退的过程也是生态系统功能异动和生

态安全功能正相关。生态系统的环境保障服务受人

态系统服务逐渐消失的过程，生态安全是生物多样

类行为和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变化的双重影响。以

性的终极属性。

水环境为例，当人类向水体排放的污染物持续超过
水体自净能力，或者水生生物群落结构发生了大的

（三）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衰退过程也是经济
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加剧的过程

变化，水体的环境保障功能都将受到影响。如果环

第一，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位居我国七大流

境保障功能持续受损而得不到修复，或者短期内受

輦
輳
域之首。长江流域訛
独特而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地质

到高强度剧烈冲击，就会威胁到生态安全。生态安

发展历史，造就了极为丰富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全属性是使人类生存和发展状态不受威胁、可持续

长江流域有高等植物 14,000 余种，高等动物 1,300

发展能力不受损害的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安全状况

輦
輴
余种，占我国现有物种总数的 70%左右訛
。例如，长

一般由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水平来表征，而健

121 属、
298 种水生植物，分
江流域共分布有 52 科、

康水平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别占我国水生植物科、属和种数量的 77.6%、71.6%

上。有研究表明，
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在一系列环境

輦
輵
和 57.6%，是我国水生植物多样性的中心区域訛
；长

条件下提供的关键生态功能可以增强生态系统的韧

江流域内共记录鱼类 378 种，
其中特有种 162 种，占

輦
輱
性。訛
沃克（Walker）等发现一些看上去在生态系统中

輦
輶
我国鱼类特有种 265 种的 70.1%訛
。根据生态环境部

不太重要的物种在遇到干旱、病虫害时能够发挥关

2007—2011 年组织的全国生物多样性评估结果，长

輦
訛
輲

键性的作用。 在农业、
林业的实践中，
人们发现生物

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中有 6 个省市的生物多样性指

多样性越丰富，抵御病虫害的能力越强。生物多样

輦
輷
数位于全国前 10 位。訛

性增强生态系统韧性还体现在遭受外部冲击后，生

第二，生物多样性是长江农耕文明的重要物

态系统能够更快地恢复。总之，
物种数量及其在种群

质基础。长江流域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长江农

分布的多样性，
以及物种质量及其功能性状多样性，

耕文明的孕育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江流域被

有利于增强生态系统的环境保障和生态安全功能。

称为世界上主要农作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
赵耀、陈

第三，
生物多样性衰减将导致其资源属性、
环境

家宽通过对长江流域重要农作物资源的统计分析，

保障和生态安全属性相继衰退和丧失。首先是一部

发现有 58 种由长江流域选育和利用，
占原产于中国

分物种的再生能力减退，然后逐渐丧失作为生物资

輮
輧
的 124 种农作物的 46.8%訛
，其中水稻、荞麦、茶、苎

源的属性；当这些物种濒危、灭绝，其作为种质资源

麻、桑、柑橘、猕猴桃等至今仍是我国重要农产品，

的属性也逐渐消失。多样化的物种是食物链和生态

“四大家鱼”的种质也以长江流域最为丰富和独特。

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物种的消失都有可能导

长江流域丰富的动植物种群，为先民们认识、采集、

致食物链、生态链的断裂和生态系统的失衡。当生

渔猎和驯化动植物创造了条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态系统开始失衡，生物多样性净化环境的环境保障

使自然生态系统长期保持较高的生产力，长江流域

功能也开始减退，进而生态安全风险增大。人类对

淡水鱼天然捕捞产量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占全国

一些物种的消失将带来多大的生态安全风险尚未确

总捕捞量的 70%以上。人们不仅认识到生物多样性

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非线性关

的资源属性，学会了如何收获和驯化物种，
还利用生

系，
生态安全风险具有不确定性、
累积效应和突变效

物多样性的思想和科学原理创立了可持续的耕作方

应，当风险累积并超过阈值，
生态系统原有的各种服

式，如“稻田养鱼”和“桑基鱼塘”利用了物种之间生

务有可能突然消失并出现系统性崩溃。当然，对大

态链的关系，
“间作套种”利用了物种多样化可以提

自然来说，只不过是从一种平衡到另一种平衡，例

高作物产量和抗病虫害能力的原理。可见，在农耕

如，从茂密的森林到荒漠，
大自然依旧是大自然。但

文明时期，
由于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作支撑，
长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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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与自然关系是和谐的，
但此时人口相对较少，生

生物多样性兼具资源属性、环境保障和生态安全属

产力水平低下，
人类干预自然的能力有限，
经济社会

性的特征，
只要作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
可持续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持着一种低水平均衡。

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属性，就可以同时实现

第三，生物多样性衰退反映并加剧了长江经济
带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
长江经济带人口快速增长，对生物资源的需求增长
加快，人们开始加大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强度。改革
开放以后，
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
各种经济活动

“长江富”和“长江美”
，从而协同长江经济带生态优
先与绿色发展。

二、生态优先：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和恢复
生态系统环境保障功能

呈指数级增长，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进一步加速增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

长，加上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干预自然生态系统

有些物种甚
提，在当前一些物种逐步丧失资源属性、

的能力也大大提高，生物的自然生境空间渐渐受到

至丧失生态系统环境保障功能威胁生态安全的背景

挤占，生境质量逐步下降，生物多样性快速退化，部

下，考虑到生态安全风险的非线性、累积性、突发性

分生物开始成为濒危物种，
甚至走向灭绝。以鱼类为

和系统性崩溃的过程和特征，以及长江经济带在我

例，
20 世 50 年代，
长江流域每年天然捕捞产量为 40

国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生态优先必须要

輧
訛
輯

万吨以上，2018 年下降到 10 万吨左右。 有些过去

坚持生态安全的底线思维，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

属于高产的经济鱼类，
目前已经丧失了资源属性，
如

逐步恢复生态系统环境保障功能，再恢复其资源属

鲥鱼 1974 年产量达 250 万斤，现已绝迹多年；刀鱼

性，
为绿色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物质基础和价值源泉。

輧
輰
1973 年产量达 700 万斤，
现已稀少。訛
1998 年出版的

（一）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收录了 25 种长江鱼

防范生态安全风险的前提是要弄清引发生态安

类，其中濒危物种 13 种，易危物种 10 种；
2016 年发

全风险的关键因素、
变化规律、
当前状态及潜在的经

布的《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长江流域受威胁鱼类

济社会影响损失。生物多样性是支撑生态系统功能

輧
輱
达 90 余种，
其中极危 22 种，
濒危 41 种，
易危 32 种。訛

的重要基础，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来维护生态安全，
首

比较二者发现，
退化速度惊人。

先要掌握物种消失及生物群落组成、结构的变化引

长江经济带一些物种和种群数量的快速减少和

发生态安全风险的机理，当前关键生物类群准确全

消失，不仅使生物多样性逐渐丧失了作为生物资源

面的地理分布数据、
气候、
水文等生境条件变化对生

和种质资源的属性，也逐渐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

物繁殖的影响，等等。过去几十年我国在长江流域

与稳定性，使生态系统服务的环境保障功能降低，潜

开展了一些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但仍然存在

在的生态安全风险加大。例如，长江中下游地区近

数据不详尽、不全面、不系统的问题，也存在对生物

年来多次爆发的蓝藻水华，
导致水体食物链断裂，
形

多样性衰变规律及其对生态安全影响认识不清的问

成的厌氧水体威胁水生生物生存，
造成黑臭水体，
引

题。因此，应加强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安全风险的科

发饮用水供水安全和其他环境问题，并将导致生物

学研究，
全面开展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研究和

輧
輲
多样性进一步衰退訛
，有可能构成更大的生态安全

动态监测工作，在此基础上，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

风险，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加剧。

体系。

综上分析，生物多样性是支撑生态系统功能和

第一，加强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属性的基础科

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
生物多样性越丰富，
生态系统

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重点加强对突发生态安全风险

生产力越强，生态系统越稳定、越健康，经济增长与

事件爆发机理及生物控制技术的研究，组织开展长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越协调；当生物多样性趋于衰

江经济带指示物种衰退规律、重点濒危物种保护关

退，生态系统生产力将下降，
消化吸收人类排放废弃

键技术、生物多样性衰退对生态安全风险及其对经

物的环境保障功能也衰退，
生态安全风险增大，
经济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联合攻

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就更突出。可见，由于

关和持续研究，
跟踪研究水电开发、
江河湖库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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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航运、化工污染等生境条件变化对生物多样性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统筹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

的影响，选择适当的支流建立长江经济鱼类繁殖、
种

制定流域尺度的、操作性强的重点生物物种及其生

苗培育的研究和实验基地，开展应用生物技术开发

境空间的保护详细规划，强化上中下游、干流—支

物种种质资源的技术研究，等等，为生物多样性保

流—湖泊—湿地、
河流—岸上、
陆生—水生生物的整

护、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及

体性保护。识别重点物种和优先区域，建立规模较

价值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大的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选

第二，开展指示物种、
群落及其生境条件的本底

择生物生境条件较好、人为破坏尚不严重的长江一

调查和数据库建设。由国家相关部门统一组织、统

级、
二级支流、
湖泊湿地、
洲滩等进行整体保护，
划定

一部署，在长江流域全面开展以县域为单元的指示

生态红线，编制负面清单，明确保护目标，制定保护

物种、群落及其生境条件的本底调查和生态安全风

条例，分类分级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长期保护。

险摸底排查，加强对历史调查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建

第二，逐步恢复水生生物的生境空间。过去几

立以县域为单元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借鉴人口普

十年，长江经济带粗放的经济扩张和城镇化发展模

查办法，每 10 年开展一次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普

式，
粗暴地改变了地形地貌和生态景观，对自然生态

查，
及时掌握指示物种、
群落及其生境条件的动态变

空间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干预，如围湖造田、围湖养

化。建立各种尺度的生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综合

殖、围湖造地等，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湿地面

评估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风险水平，

积大量萎缩。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
目前湿地面积

作为科学规划和决策的依据。

萎缩了近 1.2 万平方公里。2000—2010 年间，
沼泽湿

第三，建立重点物种保护监测网络和生态安全

地面积减少了 742 平方公里，湖泊面积减少了 220

防范体系。建立长江经济带全覆盖的重点濒危物种

平方公里，洞庭湖和鄱阳湖湖泊面积分别比新中国

保护监测网络体系，
选择中华鲟、
江豚等标志性物种

輧
輳
成立之初减少 39.7%和 43.6%。訛
这些人工干预活动

和符合条件的监测样点，建立固定监测样线和永久

大幅度压缩了水生生物的自然生境空间，切断了绝

性监测观察点，对重点物种及其生境条件进行定期

大多数湖泊与长江的自然联系，对水生生物的栖息

或实时观测，获取动态数据，
辨别物种衰退的威胁因

和繁殖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应有计划地实行退耕

素及其对生态安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建立生态安

还湖、
退养还湖，
选择性地腾退被人类挤占的水生态

全风险预警系统和应急处理方案，并根据生物多样

空间；逐步恢复长江干流、支流与主要湖泊的连通

性与生态安全风险动态变化规律，建立长江经济带

性，
拆除部分小水电和节制闸，
打通水生生物的洄游

全覆盖的生态安全防范体系。

线路，修复干支流和湖泊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通

（二）加强重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
重点物种在调节生态系统功能和维护生态安全

道，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长江水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
连通性，
拓展水生生物生境空间。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高营养级水平的大型食

第三，
综合治理水环境污染，改善水生生物生境

肉动物，这些物种的丧失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会造

质量。长江沿岸分布有 200 多个城市，40 余万家化

成严重影响。然而，重点物种与其他生物及其非生

工企业、
五大钢铁基地、
七大炼油厂和大型石油化工

物环境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统一

基地，仅在长江上游就有 2.4 万多个排污口，每天有

整体，生物多样性保护必须在一定尺度上对生物生

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经过处理或未经处理排

境空间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修复。长江经济

入长江，加上江中航行船舶上生活垃圾和污水的大

带最大的特色是长江水系，水生生物受威胁的程度

量倾倒，
导致长江及周边湖泊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

也远胜于陆生生物，水生生物保护及其生境空间的

目前太湖、巢湖等主要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严重，长

修复应成为长江生态保护的优先事项。

江三角 洲 地 区 约 半 数 河 流 监 测 断 面 水 质 低 于 Ⅲ

第一，抓紧制定重点生物物种及其生境空间的

輧
輴
类标准。訛
水生生物的生境质量日趋恶化，
一些对生

整体性保护修复规划。应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

境质量比较敏感的动植物（如鸿雁、黑脸琵鹭）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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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
群数量不断下降。目前应加强
“水陆协同”
的水环境

物的种质资源，加强濒危物种种质资源的保护和野

综合治理，搬迁、
拆除滨岸地带的化工企业等主要污

生近缘种质的挖掘，
建立长江流域种质资源基因库。

染源，排查、清理排污口，
清除船舶垃圾、
污水和油污
污染，改善水生生物的生境质量。
（三）逐步恢复生态服务功能和资源属性

三、绿色发展：创新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
用和生态价值开发

第一，恢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环境保

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作为资源属性蕴藏

障功能。通过加强重点物种及其生境空间的保护修

着巨大的生态服务价值。据科斯坦萨（Costanza）等人

复，增加生物物种和群落的丰富度，修复生物链、生

估算，
2011 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 125 万亿美

态链，提高生物完整性指数，
恢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元，比同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 68.85 万亿美元还高

和健康水平，增强生态系统对人类排放废弃物的吸

輧
訛
82%輵
，
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估值还是严重低估

收、降解和消化能力，恢复生态系统的净化环境功

的。尽管几乎不可能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精确的估

能，并增强生态系统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和恢复力，

值，
但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普遍认同，生物多样性

从而提高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力和对持

在生物体、基因和生态系统三个层面具有超乎想象

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的经济价值，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富矿”。长江经济

第二，恢复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景观功能。

带要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需要在全面

景观功能既是环境功能，又不同于环境净化功能。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和发掘生物多样

生物多样性丰富而独特的地方往往蕴含着更高的审

性的潜在价值，以生态价值转化并带动新兴产业发

美价值，
对人类身心健康也更有利，
经济开发的价值

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也更大。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和修复
“绿水青山”，
为开发
“金山银山”
、
将生态价值转化为
经济价值打基础。

（一）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源
长江经济带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品类繁多，
其
种质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不

第三，恢复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属性。一方面，
要

同的遗传特性，
都是不同的种质资源，
它是保持生物

逐步恢复物种的生物资源属性。以鱼类为例，一是

遗传多样性和高水平生产力的重要基础。例如，利

要通过恢复鱼类的生境空间，
改善生境质量，为鱼类

用植物不同种质的野生近缘属种进行杂交育种,可

自然恢复创造条件。合理实施控制性水库生态用水

以培育出抗性强或质优高产的新品种，对于改良作

的调度，充分利用次级河道的航运和人类活动相对

物品种，
提高粮食和其他栽培植物的产量、
质量和经

较少的特点，加强对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的洲滩、
滨

輧
輶
济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訛

江滨湖地带的岸上与水下的系统性保护修复，为鱼

生物多样性作为生物资源的价值已被人类过度

类等水生生物的繁殖、
洄游创造条件，
降低水电站建

利用，但作为种质资源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认识和

设和航运对水生生物生境条件的不利影响。二是加

发掘。长江经济带要实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

大人工增殖放流的力度，目前人工放流的数量与 30

同共进，
应在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基础上，
加大生

年前鱼类自然繁殖的数量相比相差太大，不能满足

物技术研发的投入，
以生物技术突破为支撑，
深入发

鱼类资源恢复的需求，
应加大
“四大家鱼”
和
“长江三

掘种质资源的经济价值。以植物资源为例，应加强

鲜”等重要经济鱼类人工繁殖的技术研发和资金投

经济价值高、
应用范围广、
市场前景好的资源植物的

入，大幅度提高人工增殖放流数量。三是实行全面

勘探和引种驯化，
变野生为规模化人工种植，
提高品

禁渔。过度捕捞是长江渔业资源急剧衰退和部分鱼

质和产量，
开发高品质农产品和工业制品，
提高附加

种绝迹的重要原因，目前的休渔制度对渔业资源恢

值。例如：利用食用植物种质资源，培育、开发和改

复的效果有限，应严格实行全流域为期 10 年的全面

良各种蔬菜、水果、粮食、食用油、饮料和动物饲料

禁渔，并观测研究渔业资源恢复效果以制定更有效

等；利用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培育种植中药、草药，开

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保护和挖掘生

发新药、保健用品等；利用木材、纤维植物、植物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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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油植物、油脂植物、
染料植物的种质资源，
培育、

捕捞量控制和休渔期规定的基础上，
开放天然捕捞，

种植并开发各种化工、
医药、
纺织原料和日用化工产

发展生态型高品质渔业，
应用信息技术，
区分天然捕

品；利用能源植物种质资源，培育开发新型生物质

捞水产品与养殖水产品，
拉开价格档次，
从而使自然

能；利用蕨类植物和各种花草的种质资源，培育鲜

生物产品得到可持续、高附加值的利用，以市场“奖

花、绿植和园林景观植物，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室内

励”
自然生物，进一步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

室外景观装饰需求。此外，长江经济带水生生物种

利用的意识。

质资源也非常丰富，为建设优质水产品种苗培育基
地和发展高端水产品养殖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长

结论

江经济带动植物资源开发前景广阔，应依托先进的

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是既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

生物技术，向品类多样化、手段科学化、产品工业化

系，在现实中要做到二者相互协同并非易事。推动

和精细化方面发展，促进生态农业渔业、园林花卉、

长江经济带发展，就是要在协同生态优先与绿色发

发酵工业、生化工业、
绿色食品工业和天然日用化工

展上探索一条新路子。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

輧
輷
工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訛

性，
以及生物多样性兼有的资源属性、
环境保障功能

（二）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转化和实现

和生态安全属性，可以为理解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生

生态系统四大服务之一的文化服务，包括野生

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一个视角和切入

动植物和风景名胜的观赏价值，以及精神、教育、宗

点。生物多样性是支撑生态系统功能和生态系统服

輨
輮
教和娱乐价值。訛
长江经济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

务的基础，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生态系统生产力越

育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巨大的文化价

强，生态系统功能越稳定、越健康，生态安全风险越

值，既有大熊猫、
金丝猴、
中华鲟等特有珍稀动物，
也

小，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越协调，
反之亦

有长江三峡、神农架和各种湿地、湖泊等自然景观，

然。长江经济带在农耕社会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

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协同演进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

生态环境保护的低水平平衡，
当工业化、
城市化加快

多样性，为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健康医疗养老产业、

发展，
长江经济带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
一些物种逐

文化创意产业、
教育体验产业、
休闲娱乐产业等奠定

渐丧失了资源属性，
走向濒危和灭绝，
环境保障功能

了良好的基础。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应在确保生态

衰退，
使生态安全风险加大。因而，
长江经济带发展

系统服务功能不受损、生态服务供给能力不下降的

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的大前提，
守住生态安全底线，
从

前提下，创新体制机制和经营模式，将生态系统服务

生物多样性保护入手，
建立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体系，

开发成生态产业，
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
使

加强重点物种保护及其生境空间修复，逐步恢复环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
“金山银山”
。
（三）严格实行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

境保障功能和资源属性。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和
发掘生物多样性的潜在价值，开发利用生物种质资

独特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和土壤成分使长江

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
可持续、
高效开发利

经济带的生物物种不仅丰富多样，
而且生长快，
恢复

用生物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属性，以生物多样性保护

力强，应作为绿色发展可依托的重要资源。在当前

和价值开发促进生态环境改善和新兴产业发展，实

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的情况下，长江经济带应首先

现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境修复，当生物完整性指
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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