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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珠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随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其水资源保
护和水污染治理等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强珠江流域的生态保护和协调推进珠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已迫在眉睫。本文从珠江流域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围绕“维护河流健康,建设绿色珠江”的目标,按照“保
护优先,修复为主”的原则,系统的分析出对应的优化对策,表明了珠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必
要性,给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本文提出的优化路径对珠江流域的生态保护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深入我国水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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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Promotion Strategy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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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earl
River Basin has also been damaged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ts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problems are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Pearl River Basin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actual problems in the Pearl River Basin,
around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river health and building a green Pearl River",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tection priority, restoration firs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shows the necessity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he optimization path proposed in this paper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Pearl River Basi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deep research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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