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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机
美国环保署绿色基础设施
理念、工具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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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径流问题

常规雨水基础设施，又称灰色基础设施，主要通过管
道及排水渠将市区的雨水排出。如果地表径流超出
下水道系统的排水能力，就会给当地水道带来污染。
雨水流过不透水的屋顶、街道、停车场和人行道，可
能将机油、草坪农药、沉积物及宠物粪便等污染物裹
挟进溪流、河道和湖泊。地表径流还可能造成侵蚀和
洪泛，对财产、基础设施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损
害。除地表径流问题外，不透水的地面阻碍了雨水渗
入土壤补给地下水源。

何谓绿色基础设施？

绿色基础设施运用植物、土壤、景观设计及工程技术
来截留、吸收和减少受污染的雨水径流。绿色基础设
施阻止或减少直接进入雨水沟的径流流量，可成为城
市应对雨污合流溢流（combined sewer overflow，
以下简称CSO）及水土养分流失的关键措施。绿色基
础设施还能够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创造诸多的环境、
社会及经济效益，如改善地表水质、促进水资源保护，
美化城市，房产增值等。

因此，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开发了若干创新性的
工具，供社区规划和安装绿色基础设施，并致力于发
挥其预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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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础设施实践的不同类型

透水铺面是可以使雨水下渗进入土壤的多孔铺面。透水铺面
的建筑材料多种多样，包括透水混凝土、多孔沥青，以及透水
混合铺面材料。

雨水花园是城市中种植花草及其他植物的低洼区域，用
于收集屋顶、公路或街道上的雨水，使雨水渗入地下。
雨水花园还可以辅助过滤掉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为蝴
蝶、鸣鸟及其他野生动物提供食物及栖息场所。而配备
排水系统，且土壤经过改良的更为复杂的雨水花园通常
被称作生态调节池（bioretention cells）。

生态调节池（生态洼地bioswales）是在砾石排水层上铺
设工程改良后的混合土壤并种植植被的低洼地，起到减
慢、下渗和过滤地表径流的作用。生态调节池可既截留、
下渗和蒸发直接落入生态调节池的雨水，也可从周围区域
汇集的地表径流。生态调节池具有线性布置特征，一般沿
街道及停车场两侧布置。

植被洼地（vegetative swales）是有草皮及其他植物覆
盖的沟渠或低洼地。植被洼地减慢了串成溪流的地表径
流的流速，使其具有更多时间渗透入洼地下的原生土壤。

透水铺面是一种就地吸纳雨水
的良好做法

兼具美观和功能的雨水花园

生态调节池其实是又长又窄的雨
水花园，例如用来隔开人行道和

车行路

植被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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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沟（infiltration trenches）是铺满砾石的窄沟，用
于拦截上坡不透水区域流下来的地表径流。渗透沟可以储
存地表径流，并尽可能使其渗入地表下原生土壤。

绿色屋顶（green roofs）是从生态调节池衍生而来的一
种形式。绿色屋顶包含一层土壤表层，和其下铺设的特
殊排水垫层，将表土渗下来的过量雨水从屋顶排出。绿色
屋顶上种植的植被起到下渗雨水，并使截留的水蒸散的作
用。绿色屋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大型企业及办公楼区域
具有非常高的成本效益，因为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昂贵，大
型企业及办公楼的雨水管理成本也很高。

花盆盒（planter boxes）是四周封闭，底部开放或封闭
的设施，内部填充砾石、土壤，种植植物，用于收集和
吸收地表径流。这种设施在人口稠密、空间有限的城市
地区非常理想。

雨水收集（rainwater harvesting）系统，如水桶及贮水
箱，用于收集及储存雨水以便日后使用。这种系统可提供
可再生水源，减缓和减少地表径流。雨水收集系统可用于
缓解干旱地区日益突出的供水紧张。

渗透沟

绿色屋顶既可以管理雨水，还能降
低夏季空调的费用

花盆盒既可以过滤雨水，还能减少
进入下水道的径流

该雨水收集装置针对建筑的构造
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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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雨水/落水管分离措施（Rooftop/downspout 
Disconnection）指的是屋顶的雨水排放到透水的景观
区域和草地上，而不是直接排放到雨水沟中。这种设计
可以储存雨水和/或使雨水渗透到土壤中。对于雨污合流
系统的城市来说，这种屋顶雨水与落水管分离措施可能
具有显著益处。

城市树冠（urban tree canopies）通过树叶及树枝拦截
雨水，减少并减缓雨水径流。

屋顶雨水由独立的落水管引导到
地面，经卵石渗透到土壤里

城市树冠不仅能吸收雨水，提供阴
凉，还能起到控制车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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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绿色基础设施实践

绿色停车场（green parking）：将绿色基础设施的元素，如透
水铺面、雨水花园等融入停车场的设计当中。绿色停车场可实
现雨水的就地管理，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并更加方便行人通行。

绿色街巷（Green Streets and Alleys）：在街巷的设计
中融入绿色基础设施的元素，如生态洼地、花盆盒和绿
树。绿色街巷可实现雨水的储存、渗透和蒸发，同时美
化了环境。

停车场是铺设绿色基础设施的好地
方，截留原先流到下水道里的雨水

绿色街巷运用不止一种元素来吸
纳和处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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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现有的绿色空间

除了实施绿色基础设施之外，还应保护城市内部及
周边区域的开阔地和敏感的自然区，在为城市居民
提供休闲娱乐场所的同时，解决城市雨水引发的水
污染和洪灾等问题。河边、湿地及陡峭的山坡等都应
是重点保护的自然地。

绿色基础设施的环境及经济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进社区可以创造许多环境及经济效益。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经济可行，而且效果显著，可
实现多重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帮助改善水质，并吸
引更多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

环境效益可包括：
●  改善水质，增加供水
●  减少洪水灾害
●  提高空气质量
●  增强气候变化应对的强韧性
●  人居环境改善，增加连通性
●  社区健康发展

经济效益可包括：
●  提高房产价值
●  降低过滤成本
●  节约基础设施成本
●  降低公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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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保署绿色基础设施研究

EPA针对绿色基础设施展开研究，旨在让更多人工
和天然的绿色基础设施出现在社区。

模型和决策支持工具 
以加大绿色基础设施实践的普及程度为目的，EPA研
究人员对现有的模型及工具进行了分析和改善。此项
研究工作可帮助决策者在管理方案中进一步增加绿
色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绿色基础设施对地下水的影响
EPA正在针对绿色基础设施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展
开研究，后续拟进一步长期研究干旱及半干旱地区将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水资源最佳管理实践的有效性。

自然湿地用于污水和雨水管理的风险评估
EPA正在评估污水及雨水对自然湿地及沿河区域的
影响。此项研究工作旨在辅助各地区、州、原住民部落
及当地市政当局更好地制定将自然湿地及沿河地区
用作雨水和污水管理目的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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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研究发挥实效的案例

城市土壤评估
根据美国《清洁水源法案clean water act》，发生下水道系统溢流时城市是要被问责
的。EPA研究人员制定了土壤勘测评估方案，探究美国主要土壤所处的城市特征。城市
规划者、土地管理人员及下水道管理局可借此了解当地的土壤条件是否具备建立绿色
基础设施的潜力。该评估综合概述了城市土壤情况，并提出如何修复土壤以发展绿色基
础设施或城市农业。

改造克利夫兰空地（Cleveland’s Vacant Lots）
在EPA专家的技术指导下，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已经将绿色基础设施示范项目纳入其雨
污合流（CSO）的控制性规划当中。城市中多余的空地改造为吸收雨水的绿地，阻止过量
的雨水进入下水道系统。

将城市空地转化为可以截留地表径流的城市花园，不仅可以缓解CSO问题，还可以改善
缺少绿地的社区的社会及经济结构。

提高河流采光可提升水质
研究人员对地下水流（城市规划中上覆铺面或通过地下管道设置的暗流）与露天或天然
采光的河流在消除有害氮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天然采光的河流可以借助
植物和其他有机物对硝酸盐的消耗提高消除硝酸盐的效率。提高河流的采光是清除氮
和提高水质的一种可持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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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利堡（Fort Riley）绿色基础设施
美国环保署Net Zero项目的研究人员与美国军队、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堪萨斯475联合
学区及其他伙伴方合作，对堪萨斯莱利堡军事基地上实施绿色基础设施技术及及其效果
进行示范及分析。在位于莱利堡的赛茨小学里铺设可透水停车场并进行了测试。收集的
数据包括有多少雨水透过铺面，透水铺面发生碎屑堵塞的时间，以及地下水化学性质的
变化。研究人员还对学校现有的由若干贮水罐组成的雨水收集和利用系统进行了监测，
测量截留的屋顶径流量，并检测贮水罐中所储存的水的化学性质。

辛辛那提（Cincinnati）绿色基础设施实践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Lick Run小溪隶属于当地的雨污合流制排水系统，下雨时，Lick 
Run小溪里的污染水体会排到附近的Mill Creek小河中。EPA研究人员与当地下水道管
理局合作，对几个成功的早期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监测及调节，已减少进入合流式下
水道的雨水量。之后会在其他地区实施此类项目。

空地被改造成为绿地及透水铺面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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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A模型及工具

EPA着力开发创新型工具、技术及战略，使社区通过建设绿色基础设施提升水资源管理，
更加回归自然水文条件，并加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及极端事件的能力。

绿色基础设施向导（GIWiz）
GIWiz 是一个连接社区与EPA绿色基础设施工具及资源的交互式网页应用程序。GIWiz 
可根据用户选择的EPA工具及资源出具定制的报告，包含了各工具的链接及概览。

流域管理优化支持工具（WMOST）
WMOST是一个辅助湿润和干旱气候区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应用软件。可辅助水资源管理
者和计划人员对大量方案进行筛选，包括流域尺度的低影响度开发和绿色基础设施实践，
以寻求经济高效及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用于土地管理评估的可视化生态系统（VELMA）
VELMA 是一个生态水文模型的计算软件，对自然及工程绿色基础设施管理方案的效能
进行量化分析，旨在减少溪流、河口及地下水的面源养分污染及污染物。

雨水管理模型（SWMM）
SWMM模型结合水文及水力学模型，模拟水通过地面流入下水道系统的情况。2010
年，SWMM新增绿色基础设施的模块，模拟在雨水管理方案中增加诸如绿色屋顶或透
水停车场的效果。SWMM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并被视为城市降雨径流污染防治方
案设计的“黄金标准”，用户可以综合设置低影响开发项目和绿色基础设施的组合，了解
管理雨水及下水道溢流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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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MM气候调节工具（SWMM-CAT）
SWMM升级后加入了一项对未来气候变化进行预测的软件工具。基于全球气候研究计
划（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中全球气候变化模型，SWMM-CAT给出
了一组基于不同位置的调整。SWMM-CAT可对代表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相关变量进
行月度调整。

国家暴雨水量计算器（SWC）
SWC是一个桌面应用，可以根据当地土壤条件、地表覆盖及历史降雨记录对美国某一特
定地点（包括波多黎各）的年地表雨水径流进行估算。该程序可以使场地开发人员了解在
使用及不使用绿色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所需的雨水调蓄目标。用户也可以根据
历史天气及潜在气候变化思考地表径流的变化趋势。美国绿色建筑理事会（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针对所有项目类型，在任一评级体系中都会用到SWC，并在领先能
源和环境设计（LEED）中进行雨水管理的评分。

了解更多美国环保署有关绿色基础设施的工作，可访问：
绿色基础设施研究：
https://www.epa.gov/water-research/green-infrastructure-research
绿色基础设施综述： 
https://www.epa.gov/green-infrastructure
绿色EPA： 
https://www.epa.gov/greening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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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皮尤慈善基金研究项目

减灾对策：减轻地方洪灾风险的政策方案
         美国13个防洪减灾先进州/城市政策简述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署（NOAA）的统
计数据，自2000年起，洪水对美国的家庭、企业及关键
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累计超过8450亿美元（约5.9万
亿人民币）。发生破坏性洪灾的概率不断上升。在今
后几十年间，应对更频繁及更严重暴雨洪水所需的
费用预计会攀升，因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洪水
的影响事关重大。

根据美国国家建筑科学研究院（National Insti-
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 ）的研究结果，用于减灾的
每1美元投入（ 如建造绿地帮助吸纳洪水，给有意搬
离受灾区的居民提供搬迁补助，实施最新的建筑标准
及规范等） 平均可以减少6美元的受灾损失。 减灾工
作的高投资回报率已经引起了美国各级政府的关注。

在国家层面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签署的 
 

《灾后恢复改革法案（Disaster Recovery Reform 
Act）》要求，大部分灾害相关的支出都应投入到预
防灾害的准备工作之中。国会则更进一步，计划为
社区提供有关减轻洪水风险的资金支持或激励措
施。联邦应急管理署最近启动了减灾投资“登月计
划”（Mitigation Investment Moonshot），计划到
2022年前将联邦、州、地方、原住民部落等政府、企
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私人基金的减灾费用提高四倍。

地方层面上，许多州及地方已自行积极展开相
关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等
州的州长已明确要求州政府应联合地方政府改进
应对自然灾害的计划，并提出减轻未来洪灾影响的
措施。其他州的官员正在探索为防洪减灾措施提供
资金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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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尤慈善基金与镀铂睿咨询公司（Dewberry）
一起，对全美的防洪减灾政策进行了追踪梳理，并
认为13个州和城市在防洪工作上颇有成效。这13个
州和城市的政策可分为三类：

1）重新分配收入及支出，盘活现有资金用于防
洪减灾，2）通过创收支持防洪减灾，以及 3）出台更
先进法律法规。

有些州和当地政府通过在年度预算中列支，将防
洪减灾规划纳入长期规划。例如制定补贴或减免激励
计划，以及提供减税优惠措施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在华盛顿州，立法机构自2013年起给该州的“重
设洪泛平原计划（Floodplains by Design）”提供的
补贴累计1.15亿美元（约8.1亿人民币）。补贴用于修
复河流及其洪泛平原，拆除已经无法有效运行的堤坝
及其他工程。在威斯康星州，政府出资收购反复遭受
洪灾的居民住房，支持居民们搬迁。在伊利诺斯州，南
荷兰村提供费用减免，帮助居民落实降低财产风险的
减灾项目，如安装将水排放到远处的排水屋瓦系统。

如今，总人口只有8,200的南荷兰村已有1,172户家庭
受惠于此项费用减免政策。

政府对减轻洪水灾害的支持不仅限于政府出资
补助。一些州还制定了税务减免政策来激励相关项目
的实施；如在阿肯色州，主动恢复或创建湿地来吸纳
洪水的房主可以获得收入所得税的减免。

在佛蒙特州，政府设置紧急救济和援助基金
（ERAF）对采取了减灾措施的社区拨付更多灾后
重建资金，而未采取减灾措施的社区则必须自行承
担更多救灾费用。

1. 重新分配收入及支出，盘活现有资金用于防洪减灾

1780年以来，阿肯色州70%以上的湿地逐步丧失，而湿地可以吸收洪水，减轻洪水
灾害。1995年，州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法规，向业主提供减税额度，鼓励在其地产上
恢复、维护或建造湿地。自此，该州已经批准超过450万美元的减税额度，用于保护
或建造湿地和河岸地区。

阿肯色州
Arkansas

南荷兰村是位于小卡柳梅特河（Little Calumet River）的一个小村庄，位于芝加哥南
部22英里。  自上世纪40年代起，随着地区发展，不断修铺新路，洪灾程度加剧。1990
年发生大洪水后，政府为在其房产上建立防洪项目的居民开设了一项费用减免计
划。截止2019年2月，1,172户家庭建设了价值290万美元的防洪项目，居民的减免额
度超过80万美元。

伊利诺斯州南荷
兰村 
South Holland, 
IL

2011年8月，热带风暴艾琳对美国东海岸造成重创，佛蒙特州中部及南部暴发的山
洪大面积严重损坏了当地住房、公路、桥梁及其他基础设施。风暴的影响巨大，使得
州立法机构随后建立紧急救济和援助基金，向采取措施预防洪灾的城镇提供更多
的灾后援助，而未采取措施的城镇获得的援助较少。有了这样的政府支持，佛蒙特
州的许多社区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减轻未来暴雨的影响。

佛蒙特州
Ver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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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州推出了综合的防洪减灾举措。该州制定了一项鼓励全流域社区共同合作，
恢复洪泛平原，使河流恢复自然流动的补贴计划。2013年，由大自然保护协会牵头，
一些利益相关方成立了华盛顿重设洪泛平原计划，拆除堤坝，打通洪泛平原和各自
河流的联系，收购居民地产，鼓励他们搬迁。自2013年起，该计划已经发放了1.15亿
美元的补贴，今年又批准了5000万美元。

华盛顿州
Washington

1993年的大洪水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当年6月到9月，洪水席卷了
包括威斯康星州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地区，造成50人死亡，150亿美元财产损失。为了
提高社区抗洪能力，威斯康星州设立了补贴计划，由当地政府负责回购易遭受洪水危
害的房产。从2002年到2018年，该计划补贴了140所住处的政府回购。政府将这些回
购的土地改造为可吸纳未来暴雨水的湿地、休闲区等开阔场地。

威斯康星州
Wisconsin

有些州和城市要求居民或联邦政府共同承担相
关费用，为防洪减灾措施创造新的资金来源。明尼苏
达州使用了债券及部分税收：2010年发生巨大洪灾
后，该州使用了5000万美元的债券 — 部分来自提
高天然气税额 — 改造公路及桥梁，提高抗洪能力。

爱荷华州设立了由当地营业税提供种子资金的的
防洪减灾基金，用于支付可预防重大损失的项目—单
个项目预计可减少近6亿美元的洪灾损失。其他州在

运用自有资金的同时，也运用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援
助；例如，华盛顿州先运用联邦补贴来评估和解决其
洪灾的根源问题，之后才制定了重设洪泛平原计划。

印第安纳州与马里兰州建立了循环贷款基金，
帮助居民和社区支付防洪减灾项目的费用。各州以
自有资金为基础成立基金，随着贷款人还款，资金池
子逐步恢复。马里兰州的贷款基金已放贷近300万美
元，保护了超过20万英尺的海岸线。

2. 通过创收支持防洪减灾

自2013年1月至2018年10月，印第安纳州共报告987次洪灾，损失金额超过1000万美
元；2018年初发生的一次暴雨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该州的循环贷款基金
支持社区利用低息贷款建设防洪项目。印第安纳州的防洪循环贷款基金完全使用该
州自有资金运作，独立于联邦循环贷款计划之外。

印第安纳州
Indiana

2008年，爱荷华州发生严重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达100亿美元。该州通过使用
联邦补贴并提高营业税来支持落实防洪项目。截至2017年10月，爱荷华州批准了10
个此类项目，成本高达14亿美元，其中5.96亿美元来自营业税收入，3.6亿美元来自当
地财政，4.25亿美元来自联邦资金。

爱荷华州
Io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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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兰州自2011年以来遭受了六次严重暴雨和随后而来的洪灾。为了抵抗洪水对
7,000 英里海岸线的侵蚀，降低洪灾影响，该州建立了为水道旁安装或恢复“生境岸
线”的房主提供低息贷款的基金。这些项目可包括植被及其他自然元素，发挥稳定海
岸线，抵挡海水上升和风暴潮的作用。自2011年基金成立开始，防岸线侵蚀贷款计划
已经向475个项目发放近300万美元贷款，保护了超过20万英尺的海岸线，建造了超
过370万平方英尺的滩涂地。

马里兰州
Maryland

2008年，由于设计失误造成明尼苏达州一座大桥发生灾难性垮塌，州交通运输部痛
下决心提高其交通网络的抗灾能力。以提高天然气税的形式募集债券，为该州提高
公路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提供了5千万美元资金。自2011年起，该基金累计支持了
包括修建公路及桥梁在内的34个抗灾项目。

明尼苏达州
Minnesota

某些行政辖区通过引入监管条例来引导商业开
发远离高洪水风险区域。如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更新
了城市分区条例，不仅以历史数据为指导，还将海平
面上升的风险考虑在内；还建立了新的评分系统，鼓
励在更安全的区域从事开发。

马里兰州为了防止海平面上升及风暴潮破坏岸
线，要求房主选择基于自然的防止侵蚀的方案，而不
是使用海堤、堤坝等刚性结构，除非房主能证明前者
的方案不适用于他们家。

在密尔沃基市，市政府制定了轰轰烈烈的许可
式制度，鼓励落实绿色屋顶、天然景观等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

北卡罗来纳州布里瓦德市建立了一套全国最严
格的防洪法规—无不良影响认证，必须确保洪泛平原
上的建筑不会引发下游社区发生洪水。在科罗拉多州，
柯林斯堡出台了前瞻性规定，对博德尔河（Cache la 
Poudre）洪泛平原上的开发项目的数量及类型进行
限制。这项举措帮助柯林斯堡市在2013年发生的洪灾
中发挥了强大的抗灾能力。

3. 出台更先进法律法规

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南阿巴拉契亚山的山脚下，一座名为布里瓦德的小城饱受暴雨
及热带风暴侵袭，是美国仅次于太平洋西北沿岸最湿润的地区。为了降低布里瓦德
面对洪灾的脆弱性，市政当局要求在洪泛区开发地产的开发商必须取得无不良影
响的施工认证，以确保开发项目不会加剧其他地产业主的洪灾风险。此项规定出台
后，许多居民的洪灾保费降低了。

北卡罗来纳州布
里瓦德
Brevard,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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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科罗拉多州柯林斯堡遭遇一场暴风雨，在约30小时内降雨14.5英寸。此
次暴雨共造成5人死亡，家庭及企业损失共计超过2.5亿美元。
经过此次事件后，市政当局迅速通过规定，禁止在高洪灾风险的区域新开工住宅项
目。2013年9月，洪灾摧毁了科罗拉多州许多地方，而柯林斯堡几乎毫发无伤：自1997
年洪水过后，柯林斯堡共建设近14,000座建筑，仅有8座被损坏。

科罗拉多州
Fort Collins, CO

除贷款计划外，该州于2008年制定政策，要求海岸线侵蚀项目优先考虑使用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减灾策略。

马里兰州
Maryland

威斯康星州的最大城市密尔沃基使用绿色基础设施防范洪水并处理污水。该城市
还征购土地建设自然蓄水池，提升雨水处理能力。2014年，绿色基础设施帮助该城
市额外收集了1200万加仑的水；2019年，密尔沃基制定了收集5000万加仑水的目标。

密尔沃基
Milwaukee

诺福克是弗吉尼亚州人口第二大城市，海岸线长达200英里。在最近几十年内，降水
模式改变及海平面上升导致洪灾反复发生。2018年，该城市修改了分区条例，在易
发生洪水的区域采用更严格的建设标准，并鼓励在低风险区域推动增长。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Norfolk, VA

虽然各个州和地方管理部门都要根据各自的需
求和条件制定减轻未来风险的规划，但本简报中所述
的行动措施可以为其他地区在制定自己的减灾政策
时提供参考。从本研究中可总结出如下参考意义：

●  舍得投资于规划，充分了解风险
只有在了解洪灾问题的根源后，才能制定一些

最有效的减灾政策。华盛顿州在将防洪方案提交给
立法机构之前，使用环境保护署的资金对该州的防
洪问题进行了梳理。明尼苏达州对洪水对公路及桥
梁等交通设施的影响进行评估之后，彻查了哪些项
目是最易因洪灾关停，以及损失最大的。也就是说，
通过彻底梳理发生洪水的可能性以及造成损失的最
主要原因，才能尽可能运用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力。

伊利诺斯州南荷兰村的一个居民委员会对多种
防洪措施进行评估之后，制定了该城市的费用减免
计划—已有1000多户家庭利用此计划加强对其财产
的保护，防范洪灾风险。而爱荷华州更是专门指定一
家机构研究洪水模型及相关模式。

●  运用法律法规及成本分摊方式提高成本效率
还有几个州及地方出台法规，抑制高风险地区

的进一步开发，并制定相关政策使相对有限的政府
投资发挥最大作用，从而降低防洪减灾措施的成本。

柯林斯堡出台的洪泛平原规定，诺福克的分区
法规，以及布里瓦德的无不良影响认证有助于确保
住宅、基础设施及其他财产远离易发生洪灾的地方，
从而降低洪灾损失。印第安纳州推出了循环贷款基
金，有偿还能力的辖区可以获得减灾项目的低息贷

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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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偿还后供其他项目再次借贷，以此最大程度提高
有限资金的利用效率。

还有一些政策采用了成本分摊方式，辖区出资
一部分，房主及其他级政府部门出资剩余部分，共
同支付防洪减灾措施的费用。例如，威斯康星州的
赎买计划最多为当地的减灾项目支付一半费用，剩
余费用由各市承担。

●  选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一些州在制定提高抗灾能力的政策时选用了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建立开阔地和湿地，像缓冲带
一样减轻社区可能受到的风暴威胁。

马里兰州出台的生境岸线规定则要求首选本地
植物及其他自然元素稳定海岸线，降低侵蚀，减轻洪
灾的损失，而不是采用堤坝及海堤等结构。威斯康星
州制定的赎买计划支持将硬表面（如混凝土）更换为
绿地（如公园和湿地），不仅可以更好地吸收雨水，还
为社区提供休闲娱乐以及其他益处。

通过审慎评估开发自然洪泛平原的决策带来的
影响，如上各个州和地方努力建设更具可持续发展潜
力的社区。某些地区开始尝试纠正之前改造天然水体
的决策，如华盛顿州长期的河流截弯取直政策，以及
密尔沃基使用混凝土衬砌河道的做法。认识到这些
破坏天然水道功能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受灾风险，很
多社区就此拥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加大宣贯力度，动员广泛参与
许多计划的效力要想得到发挥，取决于社区是

否了解如何利用这些计划，以及市政部门如何收集
反馈信息并不断改善。阿肯色州的税务优惠激励制
度在通过邻里口口相传积累了口碑的社区得到了
空前成功的应用，但有些社区民众的热情就不高。南
荷兰村普及度已经较高的费用减免计划的负责人也
认为，如果更多人了解了这项计划的好处，计划的使
用率会更高。

爱荷华州调动该州水利管理部门组成的网络，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有关防洪措施的讨论，确保他们
关于该州减灾计划的疑虑可以得到解决。

●  政策调整是灾后重建的一部分
在灾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的立法机

构即时响应，通过了着眼于减轻未来洪灾影响的前
瞻性法律。例如，佛蒙特州在热带风暴艾琳过后制
定了ERAF计划，对采取措施降低未来风险的地区
进行奖励。 

在诺福克，海平面持续上升成为长期困扰，民调
表明70%的城市居民担忧洪灾问题，于是当地官员顺
势而为修改了该市的分区条例。随着频率更高，范围
更广的暴雨或海平面上升日益给社区带来损失，立法
者可以利用居民的关注和担忧做出积极调整。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articles/2019/11/19/mitigation-matters-policy-solu-
tions-to-reduce-local-flood-risk#mm-category--anchor-3

关于本研究项目的更多资讯，请访问：

皮尤的本次研究工作聚焦于有力推动了防洪减
灾工作的若干州和地方所制定的政策及规定。随着绿
地面积不断增加，湿地得到恢复，天然海岸线逐步创

立，基础设施日益具有防洪强韧性，从易受洪灾的地
方撤离或不再新建居民区，社会正逐步减轻未来遭
受洪灾的风险。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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