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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成本分析 (BCA) 
执行摘要 

 

 
 

什么是 BCA？ 
一种比较项目成本与项目效
益的工具。 
 

 
什么类型的费用？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建造、维

护和运营项目的成本。 
 

什么类型的效益？ 
降低洪水风险，以及其他环
境、社会和经济效益. 

耗资 14 亿美元的东海岸防灾项目在其生命周期内将
带来 20 至 30 亿美元的效益。 

 
 
 
 
 
 

本 BCA 根据项目的 HUD 资金准备。BCA 使用的总成本不包括 HUD 审查范
围之外的补充项目特征。范围反映了效益分析的差异。提供的数字是使用了 
7% 折现率的净现值。为清晰易读，数字已四舍五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完
整的方法，请参阅《效益成本分析报告》。 

2 



效益成本分析 (BCA) 
执行摘要 

 

 
 
 
 
 

东海岸防灾项目的受益方： 
 
 
 
 
 
 
 

1,000 多栋建筑物               近 100,000 人 250,000 多名工人 
 
 
 
 
 
 
 
 
 
 
 
 

3 



效益成本分析 (BCA) 
执行摘要 

 

 

在预计的 50 年寿命期内，项目将阻止估计： 
 
 

7.5 亿美元至 14 亿美元的财产
损失 
 

 
 

7.99 亿至 8.57 亿美元的搬迁
成本和商业破坏 

 
 

1.83 亿至 2.95 亿美元的人类

健康影响和失去的生产力 

5.8 亿至 2.3 亿美元的
房产价值损失  

 
 

 
 
1.73 亿美元的公园设施损坏 

 
 
 

2,000 至 5,800 万美元
的服务损失 

 
 
 
 

 
范围反映了效益结果的差异。提供的数字是使用了 7% 折现率的净现值. 为清晰易读，数字已四舍五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完整
的方法，请参阅《效益成本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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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预计的 50 年寿命期间，改善的公园空间将提供估计： 
 
 
 
 

 
 

        200 万至 1.09 亿 
         美元的娱乐价值 

 
价值观基于多种方法，包括消
费者对获得娱乐愿意支付价格
的调查以及娱乐经济价值的估
计。 

480,000 至 110 万美元 
的空气、水和气候效益 

 

空气质量效益基于植被捕获的空气
污染物估计。水质改善基于雨水捕
获。气候效益包括树木的冷却效应
和碳封存。 

          80 万至 130 万美元 
      的开放空间价值 

 
价值基于通过开放空间改
善产生的各种美学价值估
计。 

 
 
 

范围反映了效益结果的差异。提供的数字是使用了 7% 折现率的净现值. 为清晰易读，数字已四舍五入。有关更多详细信息和完整的
方法，请参阅《效益成本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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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 评估了在 50 年的使用寿命期间的项目效益和成本。未来的效益和成本使用了折现，
而使用的折现率有显着的影响。 

 

1.6 亿美元 
 
 
 

1.4 亿美元 

 

 
 

1.2 亿美元 
 
 
 
 

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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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2012 年 10 月 29 日，飓风桑迪 (DR-4085) 在纽约市的低洼地带造成严重洪灾，导致全市的房产、企业、

关键基础设施和居民遭受影响。飓风桑迪显示出纽约市应对沿海洪水的漏洞，并激励本市加大努力，减少

未来风暴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为应对该事件，住房及城市发展部 (HUD) 发起了一场（根据设计重建）

设计比赛，以吸引创新性的整体韧性建设解决方案：期望这些解决方案能提供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避

免洪水造成的损失。市府拟议了一项沿曼哈顿海滨的综合防洪系统 (IFPS)，HUD 已选择该项目接受资金支

持。纽约市设计和施工部 (DDC) 选择了东海岸防灾 (ESCR) 设计团队对下东城综合防洪系统的一部分进行

可行性研究并生成概念设计，该系统沿 2.4 英里的东河海滨分布，称为东海岸防灾 (ESCR) 项目（请参阅图 
1）。 

HUD 要求根据设计重建 (RBD) 受让方根据 79 FR 62182 和 HUD 的通知：-16-06 编制和递交一份反映最终

设计项目的行动计划修正案，作为向项目实施计划拨款的条件: CPD-16-06。行动计划修正案必须包括环境

审查和效益成本分析 (BCA)。BCA 评估了实施 ESCR 项目实施将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根据 HUD 
的指导，BCA 使用联邦接受的标准数字和方法来评估项目效益，并帮助做出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相关的决

策。 

市府项目团队和 ESCR 设计团队通过社区参与和机构协作开发和分析了四个项目替代方案。2017 年为初步

首选方案 (PPA) 项目进行了 BCA。在 2018 年春季进行了可施工性审查，以评估减少与拟议方法相关的施

工风险的各种选择。因此，在 2018 年 10 月，为项目区域一开发了一项设计更新，其中涉及将防洪与抬升

和重建东河公园相结合。此设计更新包括额外的通道改进和东河公园重建，以保护这些宝贵的资源免受沿

海风暴事件发生期间的洪水以及海平面上升的洪水，这将增强其作为娱乐资源的价值，同时为内陆社区提

供防洪保护。有关项目和设计过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1 项目介绍节。 

值得注意的是，此更新的 BCA 不仅基于新设计的修订成本估算，还基于更新的信息和更新的 BCA 方法。

有关更新摘要，请参阅表 1。项目的保护水平没有改变。 

此更新的 BCA 使用了截至本报告日期可用于设计级别项目成本。随着纽约市继续完善 ESCR 项目的最终设

计，项目成本可能会发生变化。 

在选择首选替代方案后，BCA 分析师与 ESCR 设计团队协作，共同了解修订后的设计以及项目目标、设计

和成本的任何变化。本 BCA 报告包括五个主要章节： 

• 第 1 节：简介，包括 ESCR 项目介绍、BCA 完成过程介绍、BCA 发现概述和敏感性分析 

• 第 2 节：避免的损失，包括适用危害介绍、计算所避免的损失的方法和分析结果 

• 第 3 节：增值，介绍增值效益的方法和结果 

• 第 4 节：未量化效益，介绍无法用金钱量化的项目效益 

• 第 5 节：总结，介绍详细的 BCA 结果和项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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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 2017 年 BCA 以来的更新摘要1 

BCA 类别 自 2017 年以来的更新说明 
项目成本 项目总成本已根据修订后的设计和修订后的成本估算进行了更新。 

对建筑物的直接物

理损坏 

分析更新的根据包括研究区域的建筑物库存和土地利用数据的变化、提供了建筑

物标高估算的更新数字标高模型 (DEM)及更新的重置成本，以反映 2019 年的成

本。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 节。 

人类影响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最新人口数据以及关于治疗费用、受伤成本和生命价值的更

新标准联邦值，对分析进行了更新。 

搬迁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最新人口数据，基于通货膨胀的更新搬迁成本以及更新的当

地租金率，对分析进行了更新。 
业务中断 根据研究区域的最新土地利用信息更新了分析，并更新了经济影响评估。 

交通 根据最新的公交车乘客数据和 MTA 的最新预算更新了分析。 

公共和基本设施服

务损失 
根据有关缓解项目范围的新信息以及当前预算对分析进行了更新，以包括更多的

学校和图书馆。公园服务的损失也包括在内。 
避免的房产价值损

失 
使用最新房产价值数据对分析进行了更新。 

公园设施损坏 这是添加的分析中新的组成部分。 
环境效益 根据修订后的设计对分析进行了更新。 

 

 
1 分析师对之前的 ESCR 设计进行了高级分析，使用了更新的 2019 年基础数据，估计项目成本为 13 亿美元，并发现

之前的设计使用低效益估算得出的 BCR 为 0.97% 和 7% 的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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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拟议的项目区域空中地图 

项目区域 1 

项目区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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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项目介绍 
ESCR 项目区域位于曼哈顿东海岸沿岸，从蒙哥马利街 (Montgomery Street) 南面边界沿罗斯福大道 (FDR) 
和东河公园 (East River Park) 延伸，穿过史岱文森湾公园 (Stuyvesant Cove Park)，至退伍军人医院园区 
（VA Hospital Campus）的 25 街沿路。图 1 纽约市拟议建立一个综合防洪系统，包括防洪墙、封闭建筑物

和可部署系统，以及基础设施改进工程，该系统将显著降低沿海风暴潮洪水的影响风险，并减轻项目区域

内的雨水径流问题。该项目的受益区包括下东城 (Lower East Side)、东村 (East Village)、史岱文森镇 
(Stuyvesant Town) 及彼得古柏村 (Peter Cooper Village)。市府希望 ESCR 项目能减少年度发生概率为百

分之一的沿海洪水事件造成的损失（包括海平面上升和波浪容差），同时提供社会共同效益（如改善东河

公园海滨通道）。本分析评估了一系列洪水情景所避免的损失，（海平面上升后）高达 0.2% 的年度机会洪

水，因为项目设计工程师预计，该项目将为此类事件提供一定程度的损失缓解。为了充分了解所避免的损

失程度，需要更详细地评估在 0.2% 年度机会洪水泛滥期间波浪溢出的预期淹没问题。由于本分析目前得不

到，因此这项效益成本分析使用了保守的估计，可减少 0.2% 的年度机会洪水造成的 75% 的潜在损坏。 

 

图 2.  项目设计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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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项目团队和 ESCR 设计团队开发和分析了四个项目替代方案。所选择的替代方案平衡了成本考虑与通

过社区参与和机构协作确定的最有价值的城市设计特色和通道改进之间的关系，同时提供可确实建造的强

大和可靠的防洪系统（请参阅 图 4）。该项目将抬升和重建东河公园，使其更加适应沿海风暴和未来海平

面上升的淹没（请参阅图 3）。拟议项目还包括：将防洪与沿洪水保护路线其他公园的开放空间改善相结合

（包括墨菲兄弟游乐场 (Murphy’s Brother’s Playground)、史岱文森湾公园 (Stuyvesant Cove Park) 和
亚瑟利维游乐场 (Asser Levy Playground)、改进的共用路径（自行车道/人行道）及一个新的共用天桥），

用于解决联合爱迪生 (Con Edison) 设施附近狭窄和不合标准的海滨公共通道（位于 East 13th Street 和 
East 15th Street 之间的 FDR Drive 东侧，称为“夹点”）。2这种规模的项目将为区域居民提供诸多效益，

许多在本报告中作了量化介绍。 

 

 

图 3.  在德兰西街 (Delancey St.) 改善东河公园 

  

 
2 天桥的成本已排除在此效益成本分析之外，因为它们不是最初由 HUD 资助的防洪项目的组成部分。 



东海岸防灾项目效益成本分析 
 

 

arcadis.com 
效益成本分析 19 

1.1.1 项目使用寿命 

项目使用寿命为 ESCR 项目发挥有效作用的估计时间。评估应了解项目有效期内每年的项目效益以及运营

和维护成本。ESCR 设计团队根据 FEMA 主要基础设施改进标准值确定了综合防洪系统 (IFPS) 的项目使用

寿命为 50 年，但是，团队期望该项目在此期限后仍然有效，尤其是在适当的维护和按需升级情况下。如果

社区维护或保护提供此类效益的空间，FEMA 缓解政策 FP-108-024-01 确定环境效益的寿命为 100 年。因

此，BCA 内容包括 50 年期间将产生的防灾、社会和经济效益和成本，以及项目完成后 100 年内将产生的

环境效益。本报告第 2.0 和 3.0 节介绍了有助于产生这些效益的项目要素的性质，以及此类效益的计算方

法。 

1.2 BCA 完成过程概述 
BCA 采用的方法来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 (USACE)、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环境保护局 (EPA) 和其他公开

来源。该报告提供了足够的详细信息，

以帮助读者了解用于得出效益成本比 
(BCR) 以及按照相同的程序重复结果的

研究和过程。效益可分为两大类：避免

的损失（HUD 也称为防灾效益）包括对

建筑物的预期直接损坏、基本服务的损

失以及对人口的直接影响；增值包括防

洪保护以外的其他效益，如环境、美学

和娱乐效益。纳入 BCA 的成本包括所有

项目生命周期成本，包括：  

• 项目资本投资成本，包括设

计、施工和许可 

• 在项目使用寿命期间内的运营

和维护 (O&M) 成本 
图 4.  项目设计中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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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提供了效益类别、计算出的效益以及

方法来源和介绍等细目。BCR 计算出了下

表中所述的每项效益的货币化价值，庇护

需求、健康效益、应急准备和响应成本降

低除外。BCA 报告对这些效益进行了介绍

和估算，但为避免重复计算项目效益，或

者由于分析师无法应用适当的方法，BCR 
未将其包括在内。第 4.0 节介绍了未被量化

的项目效益。 

 
  

图 5.  效益成本比例说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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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效益概述 

效益类别 计算的效益 描述 来源 

避免的损失 

对建筑物的直接物

理损坏 

• 建筑物损坏 
• 内含物丢失 
• 库存损失 

该项目将减少洪水淹没 1,082 座建筑物的风

险。分析师将 USACE 深度损坏函数 (DDF) 应
用于研究区域内的脆弱建筑物。DDF 会考虑建

筑物的类型、建筑物或内含物重置价值以及建

筑物内的预期洪水深度，以估计内含物或建筑

物损坏的美元价值（2019 年价值）。 

• USACE 

人类影响 

• 伤亡（失去生命

和受伤） 
• 心理压力和焦虑 
• 失去生产力 

估计有 91,000 人将从这个项目中受益。3自然

灾害威胁或引起健康、社会和经济资源损失，

进而导致心理困扰。计算人类影响的预期避免

的损失的方法来自预期洪水深度和对房产的损

坏，并且基于 FEMA 批准的方法以及美国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桑迪过后进行的研

究。 

• FEMA 
• FAA 
• CDC 

 

搬迁 
• 搬迁成本 
• 庇护需求 
• 业务中断时间 

搬迁是洪水事件威胁和影响的直接结果，分析

师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量化搬迁情况。本 BCA 内
的搬迁数据取决于直接物理损坏和洪水深度，

并且基于 FEMA 和 USACE 的源材料。 

• USACE 
• FEMA 

业务中断 
• 失业 
• 产出损失 

研究区域的企业将从该项目提供的风险降低中

获益，每年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470 亿美

元，雇佣近 30 万名工人。分析师通过估计企业

和房主被迫搬迁或关闭的时间以及灾难对各行

• FEMA 
• IMPLAN 

 
3 此数字包括在直接物理损坏分析中评估的建筑物居民，以及不在该分析范围内的建筑物居民，因为这些居民属于 
NYCHA 或 HPD 提出的缓解计划的工作范围（请参阅  
 
表 7 了解更多信息），但将受益于 ESCR 提供 的公园、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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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造成的财务损失，计算建筑物损坏和企业搬

迁的预期经济损失。 

交通 
• 增加的行程时间  

• 失去的票价收入  

在纽约市，每天有 540 万人使用公共交通。由

于洪水的影响，人们可能需要替代的交通方

式。避免的损失包括受洪水影响的居民寻找和

使用替代路线所需的额外时间。 

• FEMA 

公共和基本设施 
服务损失 

• 服务损失 

该项目将减少研究区域内 2 个图书馆、24 所学

校和 54 个公园4的洪水风险。当公共设施（如

公园、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和基本设施（如医

院和警察局）遭受直接的物理损坏时，遭受服

务损失的社区将产生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取

决于服务类型、本地服务数据和设施中的洪水

深度。 

• FEMA 
• 纽约市教育局 
• 纽约市公共图

书馆  
• 纽约市公园与

康乐局 

避免的房产价值 
损失 

• 避免的房产价值

损失 

减少洪水风险对业主有诸多效益，包括增加房

产价值和减少洪水保险费。由于洪水风险降

低，这种方法算出了估计的避免房产价值损

失。 

• 绿色基础设施

指南的价值 
(2012) 

• EPA 

公园设施损坏 

• 某些公园设施损

坏  

• 公园景观和公用

设施损坏 

对东河公园和项目区域其他公园进行抬升和防

洪，可以减少对公园设施的潜在损坏。设施包

括重置费用昂贵的设施，如舒适站和其他建筑

物、人造草坪场、沥青路径、法院、植物和公

用设施。 

• 纽约市公园与

康乐局 
• USACE 

  

 
4 分析的公园包括位于研究区域内的所有社区和社区公园、花园、绿地街道、游乐场、娱乐场地和法院，并可能受到 0.2% 年度机会

洪水的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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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价值  

环境效益 
• 水质  
• 空气品质 
• 气候调节 

该项目将使净增加 399 棵树和 20 多英亩的改

良植被。绿色空间、树木和灌木有利于维持水

和空气质量，并支持气候调节。通过评估灰色

基础设施避免的成本、避免的清理空气和水污

染成本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益处等因素，

可以量化环境效益。 

• FEMA 
• 美国农业部 

(USDA) 
• 纽约市公园与

康乐局 

社会效益 
• 娱乐和健康效益 
• 美学价值 

社会效益基于增加的娱乐和社区聚会空间。这

些设施有相关的愿意支付价格 (WTP) 价值，包

括娱乐效益和美学价值。愿意支付价格是指消

费者在商品或服务上花费的最高价格。BCA 对
健康成本的降低进行了量化，但为避免重复计

算效益，BCR 未将结果纳入其中。 

• FEMA 
• 地球经济学 
• USACE 

 

1.3 BCA 结果概述 
Arcadis 分析师已经编制出一份 BCA 报告，其中包括 ESCR 项目实施后所避免损失的预期货币价值，以及

项目增加的价值。BCA 考虑了防灾、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报告以四种方式呈现结果：年度效益、效益

和成本现值5、净现值 (NPV) 和最终的 BCR（请参阅下面的公式）。 

分析师估计某些模拟洪水情景下的损失，然后将每年发生的概率应用于每个洪水情景下的损失，以确定使

用下面公式避免的预期年损失。分析师根据 10%、2%、1% 和 0.2% 年度机会洪水评估了洪水损坏。发生

概率是指在任何给定年份达到或超过预期洪水事件的几率。 

年度效益 = 平均值 (损失 10%,   损失 2%) ∗ (10% − 2%) + 

     平均值 (损失 2%, 损失 1%) ∗ (2% − 1%) +  

         平均值 (损失 1%, 损失 0.2%) ∗ (1% − 0.2%) +  

           损失 0.2% ∗ 0.2% 

该分析包含每个回归期洪水升高 30 英寸的海平面上升，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90 百分比预测相符。6  

 
5 现值是货币总额的当前价值，与未来价值相反。现值是通过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扣除预期年度效益或成本的货币化价值来确定

的（50 年）。 
6 分析师使用了纽约市气候变化专家组在 2019 年制定的海平面上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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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未来效益和当前成本，分析师将折现率应用于项目生命周期中预期的年度效益，以计算现值。折

现是评估投资回报的标准会计做法。ESCR 项目的 BCA 以 7% 或 3% 的折现率为基础，说明了未来数十年

时间的节省成本应以低于当前节省成本的折现率估算。联邦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OMB) 要求使用 7% 的折现

率，但 HUD 根据 HUD 的通知：CPD-16-06，还考虑了 3% 的折现率，以便审查（请参阅第  1.5.2 节：折

现率，了解有关折现率的详细讨论）。BCR 是项目的成本总现值除以项目的效益总现值得来的结果。如果 
BCR 大于 1.0，则认为该项目具有成本效益。 

 

现值 = ∑ 现值系数 ∗ 年度效益或成本

项目使用寿命 

（年数）

𝑛=1 (年)

 

净现值 = 项目总效益现值 − 项目总成本现值 

效益成本比 =
项目总效益现值

项目总成本现值
 

其中：当前价值因数是酌情基于折现率和项目或效益使用寿命设定的一个乘数7 

 

1.3.1 项目效益 

分析师根据不确定因素对某些效益类别的效益进行了高度、中度和低度估计，这些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方法

中使用替代假设或完全使用不同的方法（详情请参阅第 1.5 节：敏感性分析）。在中度估计情景下，根据

联邦 OMB 要求的 7% 折现率计算，ESCR 综合防洪系统将提供总计 2.10 亿美元的诸多效益。结果请参阅 
表 3 和 表 4，反映了在 7% 和 3% 的折现率下每种效益类别的中度估计效益。第 5 节：结论中有高效益和

低效益情景的汇总表。所有数值均以千美元呈现。 

表 3.  避免的损失概述中度估计效益情景（结果单位：千美元） 

效益 年化效益 现值（7% 折现率） 现值（3% 折现率） 
直接物理损坏和财产影响 
总建筑物损坏成本 $37,776 $521,337 $971,967 

总建筑物内含物损失 $16,587 $228,908 $426,770 
避免的房产价值损失 $21,259 $134,325 $108,388 
公园损坏 $12,551 $173,213 $322,934 
搬迁 

 
7 通知 A-94：联邦计划效益成本分析指引和折现率。网页。位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a94/a094.pdf。 
通知 A-9：附录 C。2015 年 11 月修订。网页。位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omb/circulars_a094/a94_appx-c。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assets/a94/a0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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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年化效益 现值（7% 折现率） 现值（3% 折现率） 
搬迁 $2,566 $35,415 $66,027 
业务中断 $55,309 $763,302 $1,423,082 
人类影响 
心理压力和焦虑 $4,716 $65,885 $65,885 
失去的生产力 $2,679 $37,427 $37,427 
伤亡 $5,776 $79,720 $148,627 
关键和基本资产 
交通 $253 $3,495 $6,516 
公共设施 $1,503 $20,086 $38,668 

 

表 4.  增值摘要，中度效益情景。（结果以千表示）  
效益 年化效益 现值（7% 折现率） 现值（3% 折现率） 

环境效益 $56 800 美元 $1,772 
娱乐效益 $2,620 $36,169 $67,431 
美学效益 $77 $1,067 $1,990 

中度估计效益结果。请参阅结论，了解有关低度和高度估计效益。 

1.3.2 项目成本 

BCA 项目中使用的成本包括项目的直接成本，包括设计、施工和许可，以及项目使用寿命内的运营和维护 
(O%M) 成本。年度 O&M 成本估计为 340 万美元，已转换为现值。表 5 表 5 概述了每个成本类别的总价值。

有关资金来源的细目，请参阅纽约市相关行动计划修正案。 

表 5.  ESCR 项目成本概述8 

成本类别 成本（7% 折现率） 成本（3% 折现率） 
直接项目成本 $1,379,245,288 $1,379,245,288 
现值* O&M $46,922,537 $87,481,198 
总 ESCR 项目成本 $1,426,167,825 $1,466,726,486 

*使用 7% 或 3% 的折现率计算。 

 

BCA 使用了截至本报告日期可用于设计级别的项目成本。随着市府为确定最终设计不断完善 ESCR 项目，
至项目成本可能会发生变化。 

1.3.3 BCA 结果  

ESCR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曼哈顿下东城的沿海洪水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通过综合景观和城市设计

干预措施，改善社区与海滨的联系和对海滨的享受方式，并在东河公园内保留和增加娱乐机会。市府项目

 
8 BCA 目的的总费用不包括与 ESCR（天桥和 Corlear’s Hook Bridge）协调进行的某些项目功能，但不在 HUD 授予

的项目范围内。这些功能可以单独进行，对 HUD 授予的工作范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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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和 ESCR 设计团队制定了平衡这些设计目标的 首选替代方案，以便根据现有资金和现场条件规划一个

切实可行的项目。 

BCA 分析师将 ESCR 项目成本与防灾、社会、经济和环境项目效益进行了比较，发现 ESCR 项目基于当前

的概念设计（请参阅报告日期）具有成本效益。项目预期将提供一系列的放灾、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按现在美元价值计算总额为 21 亿美元，投资额为 14.3 亿美元，折现率均为 7%（表 6）。项目的净现值为 
6.76 亿美元，BCR 使用 7% 的折现率是 1.47。9  
 

表 6.  BCA 结果，中度情景 

折现率 成本总现值 效益总现值 效益成本比例 
计算 A B C = B/A 

7% 折现率 
 $1,426,167,825 $2,101,803,200 1.47 
3% 折现率 
 $1,466,726,486 $3,730,841,012 2.54 

*中度估计效益结果。请参阅结论，了解有关低度和高度估计效益。 

 

BCA 使用了截至本报告日期可用于设计级别的项目成本。随着市府为确定最终设计不断完善 ESCR 项目，
至项目成本可能会发生变化。 

1.4 减少重复的效益或潜在的重复计算 
当两个具有类似目的的项目或方法具有重叠效益时，可能会出现基于本分析目的的效益重复，也称为“重

复计算”。分析师必须仔细识别，并从评估中删除重复计算，以保持其完整性。一般来说，效益可能会重

复，原因如下：  

1) 一个本地实体已经实施或计划在项目区域实施额外的防灾行动。 

2) 如果在用于量化所避免的损失或增值的基础值中存在重叠，则分析中计算的效益可能彼此重复。 

分析师有一些方法可以确保结果中没有重复的项目效益。 

 

表 7 识别了潜在的重复计算，并介绍了分析师如何管理或移除这些重复。 

 

 

 
9此处显示的所有值均适用于中度情景。请参阅结论，了解有关低度和高度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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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重复计算方法概述 

效益 潜在重复 重复计算的解决方案 

直接物理损坏  

联合爱迪生 (Con-Edison) 长期防灾计划旨在对

东河发电站和蒸汽电厂实施防灾措施，以防止

这些系统在未来的大雨和大浪事件期间发生中

断。 

分析师从分析中移除了因避免对联合爱迪生和

曼哈顿水泵站公用事业资产造成直接损坏而产

生的任何效益。 

纽约市大都会运输署 (MTA) 已计划采取缓解行

动，以防止地铁系统未来遭受与风暴潮相关的

损失。 

分析师从分析中移除了避免地铁系统直接损坏

而产生的任何效益。 

NYCHA 希望实施独立的防洪和雨水管理措施，

避免伯纳德·巴鲁克 (Bernard Baruch)、莉

莲·瓦尔德 (Lillian Wald) 和雅各布·里斯 
(Jacob Riis) 校园未来遭受损坏。防灾措施包括

特定建筑物的干法防洪、资产提升和电源冗余.  

分析师从分析中移除了避免 NYCHA 结构直接

损坏而产生的任何效益。 

通过重建 (Build it Back) 计划，纽约市正在推进

全市房产的防洪减灾项目，包括由纽约市房屋

保护和开发局 (HPD) 管理的多户住宅物业。这

包括研究区域内的 12 处房产。项目包括抬升机

械系统、湿式防洪和干式防洪，都在实施中。 

根据 HPD 提供的数据，分析师从分析中移除了

避免计划中建筑物直接损坏而产生的任何效

益。 

搬迁 

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时间是灾害影响造成的搬

迁而产生的两个后果。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可

以作为搬迁时间的函数得出。分析师必须注意

确保这两个成本都得到充分考虑，并且两个价

值之间没有重复计算，特别是在两个成本都发

生的情况下。 

分析师仔细制定了一种方法来区分基于 FEMA 
Hazus 来源的搬迁和业务中断之间的关系，以

便不会重复计算效益。避免效益重复的主要机

制是评估建筑物的损坏状态和居住率。该分析

假设某些类型的企业（如餐馆、剧院、停车场

和工业用途）不会搬迁，而是会产生业务中断

成本。本报告第 2.0 节详细描述了这些过程。 
搬迁成本可能与庇护需求重复计算。搬迁方法

假定所有搬迁的个人将需要替代住所，从而计

算出寻能选择或需要去庇护所的个人产生的成

本。 

BCR 不包括与庇护相关的费用，以避免任何可

能的重复。相反，本报告提供了在发生事件的

情况下，预期需要公共庇护所的估计人口数

量，以便读者了解相关效益。 

业务中断 
业务中断成本将会对分析师根据考虑经济产出

的经营预算或方法所评估的某些基本服务损失

进行重复计算。 

分析师没有计算运输和公用事业资产的业务中

断成本，以避免任何潜在的重复。 

运输服务损失 
纽约市大都会运输署 (MTA) 已计划采取缓解行

动，以防止地铁系统未来遭受与风暴潮相关的

损失。 
分析师从分析中删除了地铁服务的损失。 

公共和基本设施

服务损失 
联合爱迪生 (Con-Edison) 长期防灾计划旨在对

东河发电站和蒸汽电厂实施防灾措施，以防止

BCA 不包括联合爱迪生和曼哈顿水泵站公用事

业资产的服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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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潜在重复 重复计算的解决方案 
这些系统在未来的大雨和大浪事件期间发生中

断。DEP 运营的曼哈顿水泵站正在升高关键设

备，并安装防洪屏障和潜水系统，以减少运行

中断。 

公园设施损坏 
项目区域内任何公园内完成或计划的洪水灾害

减缓项目可能会带来重复效益。 
ESCR 项目以外的项目区域没有洪水灾害缓解

项目。 

康乐局  

42 号码头 (Pier 42)、太阳能一号专案 (Solar 
One Initiative)、苏域柏公园 (Seward Park)/飞
跃艾塞克斯 (Essex Crossing)、5 号区 (Site 5) 
和 35 号码头 (Pier 35) 都是 ESCR 工作范围外

的项目，旨在改善项目区域内的娱乐空间。这

些改善项目可能会影响公园访问量，不同的公

园地点可能会产生重复的娱乐效益。 

BCA 以全新的或改善的公园要素为单位计算娱

乐效益，以确保计算的效益仅针对 ESCR 公园

改善项目。 

健康 
调查用于确定娱乐效益的消费者剩余价值，其

中可能包括健康效益组成部分。因此，消费者

剩余价值可能与娱乐相关的效益重复。 

BCA 报告以定量方式介绍了娱乐空间的健康效

益，但分析师没有将结果纳入效益成本比，以

避免任何重复计算效益的风险。 

美学  

量化公园改善空间的美学价值有两种方法：1) 
每平方英尺改善空间的消费者剩余价值；2) 根
据对房产价值的影响所计算出的消费者剩余价

值。 
42 号码头 (Pier 42)、太阳能一号专案 (Solar 
One Initiative)、苏域柏公园 (Seward Park)/飞
跃艾塞克斯 (Essex Crossing)、5 号区 (Site 5) 
和 35 号码头 (Pier 35) 都是 ESCR 工作范围外

的项目，旨在改善研究区域内的公园质量。 

分析师使用每平方英尺改善空间的消费者剩余

价值来计算美学效益，而不是通过对房产价值

的影响来评估效益，因为无法确定哪个公园的

改善空间会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洪水风险降低产

生的房产价值效

益 

直接物理损坏和洪水风险降低产生的房产价值

效益都考虑了房产的价值，但前者考虑了重置

价值，后者考虑了市场价值。 

由于感知的洪水风险下降，BCA 计算出房产价

值有所增长，但这并不代表重复计算了与直接

物理损坏相关的效益。直接物理损坏的结果表

示由于项目实施而避免的物理损失，而房产价

值增加的效益则表示消费者在市场上感知到房

产增值，因为该项目减少了洪水风险。换句话

说，两个效益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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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敏感性分析 
由于 BCA 需要使用某些假设，因此了解这些假设如何影响 BCA 结果非常重要。敏感性分析显示了不确定

变量价值的变化将如何影响项目效益或成本的现值10和 BCR 的程度。 

1.5.1 不确定因素、假设、敏感因素 

分析师根据不确定因素估计了低度、中度、高度效益，导致方法中使用替代假设或使用不同的方法。报告

将该范围内的效益表示为 ESCR 项目的环境、社会和住房要素的中度、上限和下限 BCR。表 8 总结了与这

些效益有关的不确定因素，以及为解决这些敏感因素所采取的步骤。表 9 提供了低度、中度和高度估计效

益，以及项目总效益的可能现值。 

表 8.  不确定变量概述 

项目效益 变量方法描述 解决方案 

环境效益 

各种来源提供了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估计美

元价值。高度、中度和低度估计效益以从各种

来源收集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估计美元价

值为基础。 

评估每棵树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来源范

围： 
• 低度估计：USDA 树木指南 
• 中度估计：低度估计和高度

估计的平均值 
• 高度估计：纽约市公园复原

价值 

评估每平方英尺草地或草本植物生态

系统服务的来源范围： 
• 低度估计：FEMA11 
• 中度估计：低度估计和高度

估计的平均值 
• 高度估计：地球经济学 

避免的房产损失 
研究表明，洪水事件降低的房产价值从 3% 至 
12%。房产价值的降低很难估计；因此，分析

使用了高度、中度和低度估计百分比。 

低度估计：3% 

中度估计：7% 

高度估计：12% 

娱乐效益 
分析师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娱乐效益，例

如愿意支付价格与特定娱乐活动相关的价值或
低度估计：每平方英尺 FEMA 值 

 
10 现值是项目生命周期内预期年度效益的折现货币价值。 
11 FEMA 提供除碳封存以外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低度估值，地球经济学为碳封存提供低度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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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 变量方法描述 解决方案 
每平方英尺娱乐空间的价值。分析师使用了各

种评估方法说明估计娱乐效益的多种方法。 
中度估计：USACE 单位日价值，俄

勒冈州消费者剩余价值 

高度估计：USACE 单位日价值，俄

勒冈州消费者剩余价值 

直接物理损坏 

标高数据中直接物理损伤因素的分析。使用基

于 LiDAR 数据的数字标高模型估算的最低成

品楼层的标高。要为建筑物分配一个标高，分

析会查看了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最低标高点以

及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平均标高。 

低度估计：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平均

标高 

中度估计：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平均

标高 

高度估计：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最低

标高 

 

1.5.2 折现率 

BCA 使用折现率“机会成本”（在可能的替代用途中接受评估的输入最大值），并解释预期年度效益和成

本的现值。换句话说，折现率试图衡量未来效益的现值，并且始终假定未来效益的价值低于当前效益。 

根据 OMB 通知 A-94 的指示，CDBG-DR 项目的 HUD 指导是应使用 7% 的折现率：联邦计划效益成本分

析指引和折现率。12 但是，若有正当理由，HUD 还允许项目使用替代折现率（不低于 3%）。使用替代折

现率是合理的，因为 7% 的折现率在近三十年内没有更新过，而且该项目使用公共而非私人投资。联邦政

府最近在 1992 年的 OMB 通知：A-94 中更新了该折现率。文献来源（如州洪泛区管理者协会 (Association 
of State Floodplain Managers) 发布的“折现率”文章）强调了折现率的不确定性。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分

析一下其他联邦机构使用的折现率有可能很有用。政府责任办公室 (GAO) 是一个国会机构，可决定自己的

折现率政策。GAO 使用美国财政部债务的收益率，其到期期限为项目期限。13OMB 通知：A-94（2018 年 
11 月修订）附录指出，30 年期利率为 1.5%。14 此外，附录指出，“持续时间超过 30 年的计划可以使用 
30 年的利率计算折现率”。 

OMB 通知：A-94 指出，分析应显示折现净现值和其他结果对折现率变化的敏感性......。应考虑敏感性分析

来估计：(i) 效益和费用；(ii) 折现率；(iii) 一般通胀率；和 (iv) 分布假设。“ 

为分析折现率对 BCR 的影响，分析师使用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 HUD 通知：CPD 16-06 中推荐的不同折现

率（7% 和 3%）比较了项目效益和成本的现值。表 9 表 9 使用这两个折现率总结了个别效益的现值范围。 

表 10 列出了每项估算的效益成本比例 (BCR)。 

 
12 网页。位于：https://www.hud.gov/sites/documents/16-06CPDN.PDF 
13 第 4 页。位于：http://www.floods.org/PDF/WhitePaper/ASFPM_Discount_%20Rate_Whitepaper_0508.pdf 
14 网页。位于：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circulars/A94/a094.pdf 

https://www.hud.gov/sites/documents/16-06CPDN.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omb/circulars/A94/a09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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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效益范围和现值概要 
 

不确定变量的效益 限制范围 年度效益 现值  
折现率：7% 

环境效益 
低度估计 $33,652 $480,183 
中度估计 $56,086 $800,303 
高度估计 $77,362 $1,103,893 

娱乐效益 
低度估计 $145,868 $2,013,082 
中度估计 $2,620,772 $36,168,614 
高度估计 $7,869,037 $108,598,581 

减少洪水风险产生 
的经济效益 

低度估计 $9,110,897 $57,567,817 
中度估计 $21,258,761 $134,324,905   
高度估计 $36,443,590 $230,271,266 

美学效益 
低度估计 $63,777 $880,174 
中度估计 $77,364 $1,067,684 
高度估计 $90,971 $1,298,091 

直接物理损坏 
低度估计 $54,362,592 $750,244,344 
中度估计 $54,362,592 $750,244,344 
高度估计 $99,108,456 $1,367,770,655 

折现率：3 美元% 

环境效益 
低度估计 $33,652 $1,063,354 
中度估计 $56,086 $1,772,251 
高度估计 $77,362 $1,990,497 

娱乐效益 
低度估计 $145,868 $3,753,140 
中度估计 $2,620,772 $67,431,853 
高度估计 $7,869,037 $202,468,460 

减少洪水风险产生 
的经济效益 

低度估计 $9,110,897 $65,033,081 
中度估计 $21,258,761 $151,743,855 
高度估计 $36,443,590 $260,132,322 

美学效益 
低度估计 $63,777 $1,640,974 
中度估计 $77,364 $1,990,564 
高度估计 $90,971 $2,340,668 

直接物理损坏 
低度估计 $54,362,592 $1,398,736,670 
中度估计 $54,362,592 $1,398,736,670 
高度估计 $99,108,456 $2,550,037,180 

 
 
表 10.  效益范围和效益成本比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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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估计  BCR 

折现率：7% 
低度估计 1.40 
中度估计 1.47 
高度估计 2.17 
折现率：3 美元% 
低度估计 2.44 
中度估计 2.54 
高度估计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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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避免的损失 
避免的损失是分析师量化的 ESCR 项目的最大效益类别，来自综合防洪系统对未来洪水影响的预期有效性。

BCA 将这些损失估计为来自沿海风暴潮的洪水风险的概率性结果和来自降雨的地面泛流的残余风险。 

2.1 危险情景 

2.1.1 沿海风暴潮 

BCA 分析师专注于评估四个风暴潮洪水情景的风险。这些情景

基于在任何特定年份达到或超过特定洪水高度的概率。每个情

景表示 10%、2%、1% 和 0.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的洪水

止水高度，这些高度以  FEMA 的《洪水保险费率草图》
15(PFIRM) 和估计的海平面上升高度 (SLR) 为基础。 

市长办公室防灾工作处  (MOR) 使用纽约市气候变化专家组 
(NPCC) 提供的 2050 年 90 百分位 SLR 估值作为其官方 SLR 
估值，该估值以位于曼哈顿南角的潮汐电池测 量仪收集的数据

为基础。该估值相当于 30 英寸或 2.5 英尺（请参阅 图 6）。 

2.1.1.1 沿海洪水情景解释 

将从 2017 年收集的 1 英尺分辨率 LiDAR 数据中获得的路面标

高与预期洪水止水高度16 加 SLR 进行比较，确定每种洪水情景

下洪水的程度和深度。模型结果必行优化，去除模型已识别为

淹没地区的任何区域，但由于地形关系已与洪水源断开，这意

味着与洪水断开的区域周围的路面标高将防止汹涌的洪水到达

所述区域。由于与沿海洪水源断开而预期不会被淹没的所有区

域已从分析中移除。 

ESCR 项目将对研究区域提供保护，将事件加 SLR 的年度机会

减少为 1%，剩余保护措施会将洪水事件的年度机会至少减少

为 0.2%。基于地形和相应的洪水高度，满足这种保护水平所需

的高度在整个研究区域内不尽相同。 

 

15  2018 年发布。 

16  止水高度包括浪涌带来的高度变化。 

图 6.  海平面上升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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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更新的 LiDAR 和路面标高 QA/QC 

因为可用来获得洪水深度，路面标高对 BCA 分析至关重要。洪水深度有助于确定建筑物和内含物的损坏百

分比，以及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时间。之前的 BCA 基于 2010 年的 LiDAR 数据，但这份更新的 BCA 使用

了 2017 年的新数据。虽然研究区域的地面标高在这 7 年中可能没有显着的变化，但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确

实发生了变化。对于本分析而言，最重要的是，2017 年基础裸地数字标高模型 (DEM) 是使用地面分类（2 
级）LiDAR 点之间的三角形格网 (TIN) 表面创建的。手动和自动处理用于清理问题。这意味着拆除了建筑

物以比 2010 年版本更无缝地代表裸地标高，而不会产生人为的低标高区域，其中的建筑物占地面积遮挡了

地面的实际标高。这意味着，在之前的分析中，许多建筑物显示位于较高的地面上。对于大多数建筑物而

言，这种变化相对较小（1 到 2 英尺），但在某些情况下，标高增加了 5 到 7 英尺。此外，2017 年 LiDAR 
有了更多的航班，而调查使用更小的脉冲间距以获得更高的精确度。根据对这些变化的评估，我们认为 
2017 年的数据更加准确。 

2.1.2 飓风桑迪情景 

HUD 要求 BCA 评估飓风桑迪造成的损失，这些损失将在拟议项目建成后减轻。分析师综合使用记录和模

拟的损失完成了评估（请参阅第 2.8 节）。 

纽约市的低洼地区极易遭受类似飓风桑迪的飓风和热带风暴带来的海岸洪水袭击。飓风桑迪给曼哈顿下城

带来了大量的洪水，而曼哈顿人口众多，正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若干文化、自然和经济资源的所在地。由

于浪涌高峰与高潮同时发生，潮汐电池测量仪记录到平均低低潮面 (MLLW)17 上的海浪高度达到 14.1 英尺。 

使用高级 CIRCulation 模型与近岸中的无结构模拟海浪模拟出了飓风桑迪事件，然后结合波力，确定了整

个曼哈顿下城的洪水深度。本 BCA 中使用了飓风桑迪风暴情景来比较和验证模拟结果与历史影响。 

2.2 对建筑物和内含物的直接物理损坏 
ESCR 防洪系统预期将通过实施沿海防洪系统来减少直接物理损坏的风险，该系统将防止风暴浪涌带来的

洪水泛滥，并结合排水管理要素，最大程度地减少内部洪水。直接的物理损坏包括房产的破坏和毁坏，可

以量化为货币损失。对于本 BCA，房产损失分为建筑物损坏（建筑物遭到的损坏）和内含物损坏（个人财

产或库存遭到的损坏）。 

洪水影响可以通过模拟假设风暴的预期损坏来预测。下一节详细讨论了如何为不同的建模洪水情景计算预

期避免的损失，并概述了直接物理损坏分析的结果。 

所有直接物理损坏均根据截至 2019 年 3 月的项目区域记录建筑物存量计算。 

2.2.1 深度损坏函数 

分析师使用建筑物具体特征和居住率的标准化深度损坏函数 (DDF) 计算与建模洪水情景相关的直接物理损

坏。DDF 将洪水的深度、持续时间和类型与建筑物及其内含物（包括库存）预期损坏的百分比相关联。

 
17 在记录期间，潮汐站每天还记录到了最低潮的平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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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CE 开发的 DDF 可用于模拟直接的物理损坏。在飓风桑迪之后，USACE 在题为《北大西洋海岸综合

研究》 (NACCS) 的报告中开发了针对纽约市大都会地区沿海洪水的 DDF。由于此信息包含最新和最佳的

可用数据，分析师利用这些函数

评估了直接物理损坏。图 7 提供

了来自 USACE NACCS 的深度损

坏关系样本。 

分析师评估了两种洪水灾害类型

的直接物理损坏：风暴潮和暴

雨。本报告只提供了风暴潮的结

果，因为项目要缓解的预期雨水

淹没面积与所有情况下的沿海洪

水淹没面积重叠。 

DDF 仅适用于危险条件和主要损

坏原因：淹没、波浪或侵蚀。因

此，应当使用每种洪水灾害类型

和损坏原因的具体 DDF。分析师

将从 NACCS 研究中获得的咸水

淹没 DDF 用于模拟风暴潮造成的

损坏。 

2.2.2 数据来源  

BCA 分析师利用以下数据来源计算了预期建筑物、内含物和库存损失： 

• 纽约市主要土地使用征税地块输出信息 (PLUTO) 数据（2019 年 3 月）：PLUTO 数据由纽约市城市规

划部门开发，包含征税地块特征、建筑物特征，以及在税收层级报告的地理/政治/行政区。PLUTO 数
据已经与财政部的数字征税地图合并创建了 MapPLUTO，以便与地理信息系统 (GIS) 共用。 

• 纽约环境保护局数字标高模型（2017 年) ：数字标高模型 (DEM) 源于 2017 年在整个纽约市收集的 
LiDAR。DEM 对地面建模，并排除地面特征，例如树木和建筑物。DEM 通过插入 LiDAR 地面点以创

建 1 英尺分辨率的无缝表面产生。 

• 信息技术与电信部 (DoITT) 建筑物平面图（2019 年 4 月）：建筑物占地面积显示建筑物的周边范围，

并提供建筑物坡面之上的高度和楼层数量。数据还包含分配给特定建筑物的唯一编号，即建筑物标识号 
(BIN)，以及标示房产位置的行政区-街区-地块 (BBL) 编号。 

• RS Means 建筑物成本数据（2016 年）：本出版物提供了 160 个建筑物占用类型的特定地点建筑物的

重置平方英尺成本。分析师将这些成本应用于 27 个 Hazus 占用类别中的每一个，然后计算出项目区域

图 7.  预期建筑物和内含物淹没损坏，NACCS 城市高层建筑物原型。负洪水深

度损坏可解释说明位于坡度高度或坡度高度下的机械、电气和管道系统遭受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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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筑物的替换平方英尺成本。18 由于无法获得更新的 RS 平均成本，因此使用了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消

费者物价指数将成本上调至 2019 年的成本。 

• USACE 西岸庞恰特雷恩湖 (Pontchartrain) 飓风和风暴损坏风险降低研究（2014 年）：USACE 进行

的这项研究提供了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物内含物与建筑物比值 (CSRV) 。将 CSRV 用作总建筑物重置价

值的百分比，以确定项目区域中建筑物的总内含物重置价值。 

• USACE 北大西洋海岸综合研究 (NACCS) 物理深度损坏函数总结报告（2015 年）：在飓风桑迪之后，

USACE 收集了经验数据来估计未来事件将产生的损坏。本报告为住宅、非住宅和公共房产开发了沿海

损坏函数。从该研究中获得的 DDF 可估计与建模风暴潮情景相关的直接物理损坏。 

• 建模 10、50、100 和 500 年淹没深度数据和海平面上升（2015 年）：发生概率为 10%、2%、1% 和 
0.2% 的暴雨事件的洪水高度来自 FEMA 的《洪水保险费率草图》 (PFIRM) 。PFIRM 洪水标高中包含

了 30 英寸的海平面上升，这是纽约市气候变化专家组预测的 90% 海平面上升。 

2.2.3 分析步骤 

2.2.3.1 建筑物存量 

分析师根据关键识别信息和空间位置获得并合并了两个建筑物数据集 PLUTO 和 DoITT。表 11 中所述的字

段来自 PLUTO 和 DoITT 数据集，并用于分析。 

表 11.  适用的 PLUTO 和 DoITT 属性  

属性 数据集 用于分析 
建筑物标识号 (BIN) PLUTO 和 DoITT 关键位置标识符 
建筑物名称（如果适用） PLUTO 和 DoITT 位置标识符和关键资产标识符 
地址 PLUTO 和 DoITT 位置标识符 
总平方英尺 PLUTO 用于建筑面积分析  
建筑物类别 PLUTO 建筑物类型 
土地用途 PLUTO 建筑物类型的次要标识符 
楼层数量 DoITT 用于建筑面积分析 
屋顶高度 DoITT 用于建筑面积分析 
住宅、商业等用途的建筑面积 PLUTO 用于平方英尺分析和经济分析 
地下室类型 PLUTO 用于重置价值计算 

 

DoITT 数据集基于建筑物的占地面积，而 PLUTO 数据集则被汇入建筑物的地块数据。DoITT 数据集用于识

别建筑物位置、建筑物占位面积、楼层数量和建筑物高度。在某些情况下，DoITT 数据集中的建筑物占地

 
18 Hazus 占用级别是由《FEMA 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开发的建筑物占用分类系统，用于对类似建筑物进行分

类，以便可将标准值应用于类似的建筑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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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被分解为两个或更多独特结构，以更准确地表示分层建筑。此外，如果建筑物不再存在，或者足迹代

表一个小型结构（如收费站或遮篷），则会从建筑物库存中删除 DoITT 数据集中的一些占地面积。 

PLUTO 数据集用于获得住宅和商业空间的建筑面积、建筑物使用类型和土地用途、地下室类型和与分析相

关的其他关键信息。来自 DoITT 数据集的关键建筑物特定场地与 PLUTO 数据集结合使用，进一步完善建

筑物特定场地的税务数据（地块层面报告的数据）。例如，PLUTO 数据集中有报告建筑物的平方英尺数据，

则意味着建筑物的面积已被汇入地块层面的数据；因此，分析师使用 DoITT 数据集中的关键信息来获取地

块总建筑面积中每栋建筑物的面积。 

2.2.3.1.1 建筑物面积和住宅单元 

PLUTO 数据集根据以下用途划分总建筑面积：住宅、零售、办公室、储存、工厂、车库等。但是，

PLUTO 的数据源只能具体用于这些使用类型中的每一种，导致报告的总面积与报告的住宅和商业价值之和

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为了应对这些差异，分析师认为，实际总建筑物面积等于报告的总建筑物面积的最大

值及住宅和所有商业子类别的面积总和。如果报告的面积和各部分总和之间存在任何差异，且如果住宅区

域报告为零，但是每个地块上的住宅单元数量超过零，则剩余的面积被分配到住宅类别。根据每个单个地

块的每种使用类型面积比例，将任何其他剩余的面积分配在该地块上。 

在重新分配之后，如果一个地块仍然没有住宅面积，但是住宅单元数量超过零，则住宅单元的数量被清零。 

由于建筑物的总面积已在地块层面报告，获取每栋建筑物的面积需要额外的计算。对于只有一栋建筑物的

地块，分析师已将 PLUTO 数据集中记录的总面积分配给该建筑物。对于具有多栋建筑物的地块，已用建筑

物高度乘以建筑物占地面积，计算出每栋建筑物的体积。为获得地块上每栋建筑物的面积，分析师基于建

筑数量与该地块上的所有建筑物总量之间的比率，将来自 PLUTO 数据的总面积分配给每栋建筑物。将上述

方法应用于 PLUTO 数据集中提供的每个用途中，可获得每栋建筑物的使用类型区域。19住宅单元的数量也

使用与面积相同的方法分配给各栋建筑物。 

对于 PLUTO 数据集中未记录其建筑面积的建筑物（总共 5 栋建筑物或研究区域内 1% 的现存建筑物具有该

问题），分析师首先确认了建筑物是否存在，然后使用建筑物的理论最大面积，相当于楼层数乘以建筑物

占地面积。每个使用类型建筑面积与每个 PLUTO 建筑类别码的总建筑面积之间的平均比率已用于将建筑面

积分配到不同的使用类型。分析师使用了谷歌街景和占地面积来确认准确表示建筑物大小的估计面积。 

同样，计算了每个 PLUTO 建筑类代码平均每个住宅单元面积的平均比例，并用于将单元分配给具有非零住

宅面积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没有报告的住宅单元数量。 

2.2.3.1.2 每栋建筑物的楼层数和楼层的建筑面积 

楼层数量和建筑物高度记录在 DoITT 数据集中。当楼层数量不可用时，分析师将建筑物高度除以 10 英尺，

并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以确定楼层的大致数量。在该计算结果为 0 的情况下，楼层的数量被四舍五

入为 1。 

 
19 分析师使用每栋建筑物的总占用类型建筑面积来获得业务中断分析中使用的每平方英尺产出值。有关经济评估方法的更多详细信

息，请参阅“业务中断”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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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当建筑物高度不可用时（用于上面面积分析部分中描述的建筑物数量计算），分析师将楼层数乘以 
10，以接近建筑物高度。没有结构属性数据中缺少建筑物高度和楼层数的情况。 

建筑物的总分析面积除以计算的楼层总数，以确定楼层的建筑面积。该值对于确定 BCA 中使用的建筑面积

至关重要，将在本节后面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2.2.3.1.3 建筑物路面标高 

建筑物路面标高是用于估计建筑物内大致洪水深度的重要字段。为确定建筑物的地面标高，分析师从 GIS 
中的数字标高模型中获取了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最低和平均标高。最低标高用于确定高估计效益的最大损

坏值，平均标高用于中度和低度估计效益的损坏值。 

2.2.3.2 建筑物类型和占用地图，深度损坏函数，重置价值和 Hazus 占用类型 

建筑物可以根据建筑物特征（类型）和用途（占用情况）来分类。这种分类通常用于确定关于建筑物的进

一步信息。例如，建筑类型和占用情况可以被映射到由 RS Means 使用的分类，以估计建筑物的重置价值。

每次映射到 PLUTO 建筑类别码都需要独立的评估，并且始终从 PLUTO 数据集中标识的建筑类别码开始。

分析师已完成基于 PLUTO 建筑类别码的以下映射： 

• PLUTO 代码被映射到 USACE NACCS 原型，以使用对建筑物高度（高、中或低层）的了解和地下

室的存在来分配适当的 DDF。 

• PLUTO 代码使用对每栋建筑物中住宅单元数量的了解映射到 Hazus 占用分类，以估算结构的重置

价值，并应用适当的业务中断时间乘数、一次性中断成本、某些用途、所有者占有率百分比及来自 
USACE 庞恰特雷恩湖 (Pontchartrain) 研究的 CSRV。 

• PLUTO 代码被映射到 IMPLAN 经济行业，以便可以计算直接的经济影响，然后用于对间接和诱导

影响建模。有关更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3.3 节：业务中断。 

2.2.3.3 确定分析的建筑面积 

NACCS 原型遭受的损坏必须根据 NACCS 识别的一定数量楼层中的建筑面积进行评估，以便确定每个原型

的损坏函数。20  DDF 分析的楼层数量与建筑物的结构类型以及机械、电气和管道 (MEP) 的预期位置和价

值有关。建筑物的很大一部分价值可根据这些资产计算得出；因此这些资产遭受损坏的成本可能与其他资

产的损坏成本不成比例。例如，鉴于 NACCS 假设 MEP 资产位于建筑物的地下室或一楼，城市高层建筑物

损坏函数会以占前十层面积多少百分比的形式来分析损坏情况。 

为计算分析的建筑物面积，分析师将每层楼的建筑面积乘以 USACE NACCS 中所识别的原型楼层数量（请

参阅 表 12）或每栋建筑物的楼层总数（以较小者为准）。某些 PLUTO 建筑类别码表示具有混合用途的建

筑物。对于被识别为具有混合用途的建筑物，分析师分析了住宅和商业用途各占的面积。面积分析可用于

计算分析相关的建筑物和内含物重置价值，如以下步骤所述。 

 

20 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北大西洋海岸综合研究 (NAACS)。http://www.nad.usace.army.mil/CompStudy  

http://www.nad.usace.army.mil/Comp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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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USACE NACCS、每个原型的楼层数量/深度损坏函数分析 

原型编号 建筑类型 楼层（分析） 
1A-1 公寓 1 层，无地下室 1 
1A-3 公寓 3 层，无地下室 3 
2 商业工程 2 
3 商业非工程 1 
4A 城市高层建筑物 10 
4B 海滩高层建筑物 10 
5A 住宅 1 层，无地下室 1 
5B 住宅 2 层，无地下室 2 
6A 住宅 1 层，有地下室 1 
6B 住宅 2 层，有地下室 2 
7A 开放式桩基础上的建筑物 1 
7B 围护式桩基础上的建筑物  1 

来源：北大西洋海岸综合研究：防灾适应增加风险。物理深度损坏函数概要报告。2015 年 1 月。 

2.2.3.4 计算建筑物和内含物的重置价值 

确定项目区域内建筑物的预期损坏需要使用建筑物的重置价值 (BRV) 和内含物重置价值 (CRV)。这些值最

终被应用于分析建筑面积以及与 DDF 中洪水深度相关的建筑物和内含物损坏百分比，以确定预期损坏。分

析师使用 RSMeans 2016 年平方英尺成本来获取重置价值。 

2.2.3.4.1 建筑物重置价值 (BRV) 

BCA 重建指南将 BRV 定义为“建筑物特定部分的建筑物重置价值，以美元表示”。21建筑物每平方英尺的

重置价值根据 Hazus 占用分类建筑物类型的 RSMeans 平方英尺成本获得。22RSMeans 是每年公布的建筑

成本估算资源，常常被工程师用来评估不同的建筑成本可能性。该资源除了计算出劳动力和材料成本外，

还提供了其他信息，如城市成本指数、生产率、人员组成以及承包商的间接成本和利润率。分析师使用适

当的 RSMeans 城市成本指数，即住宅用途为 1.31，商业用途为 1.35，以满足纽约市特定的建筑条件。下

面的   

 

21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效益成本分析重建指南。洪水完整数据。2009.位于：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
1738-25045-2254/floodfulldata.pdf  

22 Hazus 占用类别表示基于某用途的某种建筑物类型，《FEMA 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将平均面积应用到每个占用类别中。该

平均面积用于从 RSMeans 成本数据手册中选择每平方英尺的适当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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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显示了适用于分析纽约县城市成本指数增加的 RSMeans 确定的 BRV 值。建筑物重置价值表示以现

值美元维修或重建损坏建筑物的成本。 

a. 混合用途建筑物的占用情况  

在纽约市，多层建筑可供多种用途使用。分析师利用 PLUTO 数据确定了混合用途建筑物以及这些建筑物内

住宅和商业空间的总量和类型。为获得混合用途建筑物的 BRV，分析师根据建筑物中商业空间或住宅空间

的数量和类型对分析面积进行分类。分析师假设底层用作非住宅空间，将商业重置价值分配了给底层的面

积。更具体地说，分析师认为零售空间位于底层，其次是其他商业用途（如果适用）。RS Means 为不同

类型的商业空间提供了重置价值。如果有剩余的分析面积，则基于建筑物内的剩余用途分配重置成本，以

尽可能准确地表示重置价值。将于底层的 BRV 和剩余分析建筑面积的 BRV 组合到一起，获得用于所分析

的建筑物面积的总 BRV。 

b. 地下室重置价值调整 

地下室重置价值基于某些建筑类型的 RSMeans 建筑面积成本。与 BRV 一样，城市成本指数适用于地下室

重置价值。地下室总重置价值是每平方英尺的重置价值和从 PLUTO 数据集获得的地下室面积的乘积。地下

室重置价值表示与无地下室的建筑物相比的地下室新增成本。分析师将地下室重置价值添加到 BRV，以获

得每栋建筑物的总 BRV。 

2.2.3.4.2 内含物重置价值 (CRV) 

USACE NACCS 不包括内含物重置率，因本分析师使用了下个最佳可用数据。内含物重置价值基于数据中

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物的内含物与建筑物比值 (CSRV)。该数据从西岸庞恰特雷恩湖 (Pontchartrain) 飓风和风

暴损坏风险降低研究调查中获得。23分析中使用的 CSRV 显示在   

 

23 USACE。2014。西岸庞恰特雷恩湖 (Pontchartrain) 飓风和风暴损坏风险降低研究 - 最终综合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环境影响声明。十

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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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中。为计算内含物的总重置价值，分析师将总 BRV 乘以适当的 CSRV，该 CSRV 被映射到 Hazus 占
用类别。由于内含物价值以百分比为基础，其与 BRV 的增加情况一致，因此不需要更新为用于该分析的 
NYC 值。 

c. 混合用途建筑物的占用情况  

• 特定类型的住宅或商业用途的 CSRV 被分配给适当分类的分析建筑面积。 

• 接下来，将 CSVR 应用到 BRV 中，获得每种使用类型的 CRV。 

• 将在分析建筑面积内分析的所有用途类型的 CRV 加在一起，获得总 C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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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重置价值 

Hazus 入住码 BRV/SF CSRV CRV/SF 地下室价值/
平方英尺 

COM1 零售业 $163.22 1.19 $194.23 $37.56 
COM2 批发贸易 $158.18 2.07 $327.44 $42.53 
COM4 商业/专业/技术服务 $235.52 0.54 $127.18 $57.64 
COM5 存款机构 $355.02 0.54 $191.71 $49.52 
COM6 医院 $506.06 0.54 $273.27 $52.12 
COM7 医疗办公室/诊所 $286.89 0.54 $154.92 $50.37 
COM8 娱乐和休闲 $299.09 1.70 $508.46 $51.77 
COM9 剧院 $251.30 0.54 $135.70 0.00 美元 
COM10 停车 $105.92 0.54 $57.20 0.00 美元 
EDU1 学校/图书馆 $270.81 1.00 $270.81 $50.09 
EDU2 学院/大学 $237.82 1.00 $237.82 $53.17 
GOV1 一般服务 $201.55 0.55 $110.85 $45.48 
GOV2 紧急响应机构 $336.35 1.50 $504.52 $45.33 
IND1 重工业 $179.93 2.07 $372.45 $46.38 
IND2 轻工业 $158.18 2.07 $327.44 $42.53 
REL1 教会/会员组织 $252.89 0.55 $139.09 $51.07 
RES1 独户家庭住宅 $167.79 0.69 $115.78 $24.70 
RES2 活动房屋 $161.14 1.14 $183.70 0.00 美元 
RES3A 多户住宅 1-2 个单元 $138.04 0.69 $95.25 $53.92 
RES3B 多户住宅 3-4 个单元 $266.46 0.69 $183.85 $53.92 
RES3C 多户住宅 5-10 个单元 $266.46 0.69 $183.85 $53.92 
RES3D 多户住宅 10-20 个单元 $253.68 0.69 $175.04 $53.92 
RES3E 多户住宅 20-50 个单元 $245.97 0.69 $169.72 $53.92 
RES3F 多户住宅 50 多个单元 $237.58 0.69 $163.93 $53.92 
RES4 临时住宿 $247.34 0.69 $170.66 $52.77 
RES5 机构宿舍 $284.49 0.69 $196.30 $53.35 
RES6 疗养院 $289.40 0.69 $199.68 $48.59 

2.2.3.5 分析的面积暴露  

表 14 和 图 8 总结了可能从 1%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加上海平面上升首选项目获益的建筑物的数量和类

型及每种建筑类型的平均重置价值。在 第 2.2.3.4：计算建筑物和内含物重置价值中详细讨论了重置价值。

建筑面积分析中总建筑物和内含物暴露信息有助于大致了解项目区域内可能发生洪水的建筑物面积（及其

内含物）。该洪水事件的年度发生机会至少为 1%。下面的重置价值表示基于深度损坏函数的建筑面积分析

的平均重置价值，而不是总建筑物的平均重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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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建筑物库存总结 1% 年度机会洪水事件的重置价值 

建筑物用途类别 
建筑物

数量 
平均重置价值

（建筑物） 
平均重置价值

（内含物） 
估计建筑物暴

露情况  
估计内含物暴

露情况 

计算 A B C D = A x B E = A x C 

商业和办公楼，> 1 和 <10 层  9 $1,342,567  $1,699,704  $12,083,101.33  $15,297,340.08  

商业和办公楼，> = 10 层  1 $41,754,842  $22,796,085  $12,083,101  $15,297,340  

商业和办公楼，1 层 8 $777,337  $713,403  $41,754,842  $22,796,085  

工业和制造建筑，> 1 和 <10 层  6 $580,295  $1,055,847  $6,218,698  $5,707,225  

工业和制造建筑，1 层 3 $354,436  $692,417  $3,481,770  $6,335,082  

混合住宅和商业建筑，> 1 和 
<10 层  

199 $829,882  $671,816  $1,063,308  $2,077,252  

混合住宅和商业建筑，> = 10 层  31 $33,707,796  $24,194,662  $165,146,614  $133,691,475  

混合住宅和商业建筑，1 层 8 $1,389,413  $974,521  $1,044,941,687  $750,034,517  

多户住宅电梯建筑，> = 10 层  26 $29,126,590  $20,050,744  $11,115,308  $7,796,170  

多户住宅电梯建筑，> = 3 和 
<10 层  

71 $7,063,364  $4,806,876  $757,291,332  $521,319,348  

多户住宅电梯建筑，1-2 层  2 $979,395  $668,562  $501,498,849  $341,288,206  

多户住宅无电梯建筑，>= 10 层  1 $17,605,987  $12,011,814  $1,958,790  $1,337,124  

多户住宅无电梯建筑，> 2 <10 
层 

299 $1,515,112  $1,014,091  $17,605,987  $12,011,814  

一和二户住宅建筑，> 1 和 <10
楼层 

2 $253,302  $174,778  $453,018,516  $303,213,090  

一和二户住宅建筑，地下室，> 
1 和 <10 层 

8 $329,714  $203,410  $506,603  $349,556  

开放空间和户外娱乐，1 层 1 $1,564,258  $2,659,239  $2,637,710  $1,627,280  

公共设施和机构，> 1 和 <10 层  49 $4,194,256  $3,454,123  $1,564,258  $2,659,239  

公共设施和机构，1 层 4 $1,130,745  $576,297  $205,518,560  $169,252,009  

总计 728  $144,499,293   $98,418,389  $3,231,928,915  $2,299,09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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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 年度机会洪水事件的预计直接物理损失总计（结构和内含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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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6 基于建模洪水情景确定的洪水深度 

分析师从建模的发生概率为 10%、2%、1% 和 0.2% 的洪水高度和海平面上升中减去研究区域中每栋建筑

物面积的路面标高，以确定建筑物中的预期洪水深度。USACE NACCS 中提供的 DDF 通过占用类型和年

龄以及以及地下室中的机械、电气和管道 (MEP) 解释说明了预期的一楼高度 (FFE)。由于这些建筑物属性

已被纳入到 DDF 中，因此没有必要说明建筑物存量中的 FFE。然而，研究区域中的许多建筑物具有通过 
Google 地球确认 FFE 等级，或者具有不超过路面标高的极易遭受洪水袭击的地下室。为确定研究区域内建

筑物的洪水深度，分析师获得了每个洪水情景下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最大建模洪水高度。然后从相应的洪

水标高中减去建筑物占地面积内的平均地面标高，以获得每个情景下每栋建筑物中的洪水深度。 

2.2.3.7 计算百分比损坏和物理损坏值 

如前所述，DDF 是建筑物中的洪水深度与可归因于洪水的损坏百分比之间的关系。为每个风暴潮情况定义

预期洪水深度后，分析师应用 DDF 来估计建筑物和内含物损坏成本的百分比。建筑物和内含物损坏的百分

比与 0.5 或 1 英尺深度增量相关，并乘以建筑物或内含物总重置价值，以产生以美元计的物理损坏值。表 
15 提供了该分析的结果。 

2.2.4 质量控制评价 

为降低不确定因素并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分析师执行了一些质量控制措施，如下面的小节所述。 

2.2.4.1 路面标高 QA/QC 

GIS 和 BCA 分析师对路面标高映射进行了质量控制审查。为进行质量审查，分析师将 LiDAR 数据与项目

区域内的勘探地面标高进行了比较。此外，分析师还审查了在预期产生洪水的发生概率为 10% 和 2% 的洪

水事件中遭受巨大损坏的建筑物上四分之一的高度。根据需要，基于对建筑物存量最新情况开展的现场具

体评估，分析师手动调整了建筑物预期洪水的高度；NACCS 一楼高度假设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分析师对重

要资产（如关键设施）进行了三级分析，以确定至今是否已经采取任何防灾行动。 

2.2.4.2 PLUTO 建筑类别码的 QA/QC  

PLUTO 建筑类别码通过对位于 NYC 建筑物房产简况数据库中的入住证书的随机审查得到确认。此外，分

析师在 Google 地球中进行了随机街道视图查看，以确认 PLUTO 建筑类别码并在适当时进行调整。不确定

准确占用情况或代理商拥有的任何建筑物都需要使用 GIS 和 Google 地球街道视图进行特定地点评估。 

2.2.4.3 直接物理损坏的 QA/QC 

经历高百分比损失的建筑物和/或具有高重置成本的建筑物需要进行特定地点分析。分析师审查了预期的洪

水深度、地面高度、DDF 和重置价值，以确保数据和预期损坏的准确性。有时，Google 地球用于确认建筑

物的楼层数量。该数据点告知了可用于确定损坏百分比的 DDF（以及建筑物使用类型）。此外，额外的栋

建筑物由于位于保护区外或者已知已实施或计划实施可能产生与首选替代方案重复的效益的防灾行动而从

分析中手动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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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假设 

• USACE NACCS DDF 通过应用负洪水深度百分比损坏来解释地下网络的脆弱性。由于安全问题、

缺乏可用数据和预算/时间限制，无法对城市的地下网络进行分析。 

• 对于包含住宅和商业混合用途的 PLUTO 建筑类别码，假设商业占用位于底层两层，其上全为住宅

占用。 

• 当估计无楼层数据的建筑物的楼层数量时，假设楼层的平均高度为 10 英尺。用建筑物的高度除以 
10，以确定楼层的总数。 

• 将基于 PLUTO 建筑类别码的平均建筑面积应用于在 PLUTO 数据集中无记录区域的建筑物（数据

集中有 10 栋建筑物无记录区域）。 

2.2.6 结果 

表 15 总结了在每个建模洪水情景下预期发生的损坏。年化效益使用第 1.3 节和下表中提供的公式计算。

ESCR 综合防洪系统设计的保护水平是 1% 年度机会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基于专业工程师的意见，

ESCR 防洪系统保守预期可以防止与 0.2% 年度机会事件相关的 75% 的损失以及海平面上升。 

表 15.  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结果（单位：千美元），低度和中度情景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
注） 

 

F=E*PV 系数 

总建筑物损坏成

本 $167,578 $462,282 $592,189 $823,411 $37,7756 $521,337 

总建筑物内含物

成本 $71,603 $197,8767 $266,163 $403,759 $16,587 $228,907 

直接物理损坏总

计 $239,181 $660,159 $858,353 $1,227,170 $54,363 $750,244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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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结果（单位：千美元），高度情景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
注） 

 

F=E*PV 系数 

总建筑物损坏 
成本 $347,997 $774,225 $969,377 $1,142,136 $64,337 $887,902  

总建筑物内含 
物成本 $182,400 $414,550 $532,874 $670,767 34,771 $479,869 

总房产损失 $530,397 $1,188,776 $1,502,251 $1,812,903 $99,108 $1,367,771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2.3 搬迁 
在建筑物在由于洪水损坏而变得不适于居住时，由占用者承受搬迁成本。为确定重置价值，分析师考虑了

量化住宅和非住宅重置成本的三种相互关联的方法：搬迁成本、业务中断成本和庇护需求。每种方法都在

本文中予以了介绍，包括如何避免可能重复计算效益情况的发生。 

2.3.1 搬迁和业务中断 

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是灾害影响造成的两个后果。搬迁成本与将家庭或企业搬迁到新位置并在该新位置恢

复业务有关。业务中断是由于事件中断业务活动或者由于灾害影响而从市场上移除一部分房产（包括租赁

和出售房产）而导致的收入损失。 

搬迁成本来自搬迁时间，而业务中断成本则基于恢复时间。搬迁时间是从深度损坏函数导出的，该深度损

坏函数将洪水深度与建筑物不可用的时间相关联。恢复时间是“对建筑物遭受的损坏进行物理修复、清理

的时间，与检查、申请许可证和批准程序所需的时间，以及由于承包商可用性而造成的延误时间。”24恢复

时间基于占用类型、洪水深度和损坏程度。 

一些企业可能搬迁至其他地方，并在该地恢复业务；一些企业在流离失所时可能无法搬迁。因此，受影响

的企业或居民可能会遭受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中的两者之一或两者，也可能两者都不会遭受。例如，企业

可能必须在搬迁前重新储存其受损的库存，然后在新的地方开始经营业务，从而遭受业务中断和搬迁成本。 

必须注意确保充分地解释这两种成本，并且两种价值之间不存在重复计算，特别是在两种成本都发生的情

况下。分析师通过将按业务类型分类的业务中断时间乘数应用于恢复时间，从而适当地解释与搬迁无关的

每项成本。有关潜在效益重复的更多细节，请请参阅下面第 2.3.1.4 节：假设。 

 

24《Hazus-MH Flood 技术手册》。位于：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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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析假设所有中断的业务最终能够照常恢复业务。这是一个保守的假设；FEMA 的商业和家居安全研究

指出，“因灾难关闭的所有企业中有四分之一从未重新开放。”  

2.3.1.1 预期影响 

用于确定适当的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的总体方法如下： 

1. 确定项目区域内 10%、2%、1% 和 0.2% 年度机会洪水事件导致的预期洪水深度和损坏。 

2. 基于洪水深度和建筑物用途计算预期搬迁和建筑物恢复时间。 

3. 根据 Hazus 占用类别和损坏程度将业务中断时间乘数应用于恢复时间。 

4. 使用搬迁和调整的建筑物恢复时间（步骤 3）来计算搬迁成本和业务中断时间，无效益重复。 

2.3.1.2 数据来源 

• 《Hazus-MH 2.1 洪水技术手册》和《地震技术手册》：取自 Hazus-MH 2.1 的方法用于确定恢复

时间以及搬迁成本，附有当地租金。具体来说，《洪水技术手册》提供了恢复时间，《地震技术手

册》提供了基于损坏类别的业务中断时间乘数。25  

• Hazus 2.1 一次性破坏成本默认值：Hazus 基于 Hazus 占用类别提供了每平方英尺的全国一次性

搬迁成本。这些费用按照 2006 年美元价值计算，并根据通货膨胀率标准化为 2016 年美元价值。 

•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 5 年估计（2013-2017 年）：人口普查群体对住宅用途的房产自有率

百分比来自当地 2013-2017 年美国社区调查的 5 年估计数。Hazus 2.1 的默认值已应用于商业建筑

物，因为当地数据不容易获得。 

• Hazus 2.1% 房产自有率百分比默认值：Hazus 按照 Hazus 占用类别（当地价值不可用）提供了非

住宅用途的房产自有率百分比。 

• Hazus 2.1 业务中断时间修改值：修改值表示基于损坏状态和恢复时间的 Hazus 占用类别的业务或

服务中断概率的中值。 

• 直接物理损坏：对不同的洪水情景产生的洪水影响建模，以确定预期遭受洪水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内

的洪水深度（请参阅上文第 2.2 节）。 

• FEMA BCA 工具包 5.1：由于未向深度搬迁表提供直接物理损坏评估中使用的 USACE NACCS 
DDF，因本分析师从工具包中提取搬迁表，然后根据洪水深度确定建筑物的搬迁时间。 

• 分析师研究了研究区域内的当地出租价格，并通过占用情况应用这些出租价格。本地住宅出租价格

是根据对项目区域内目前可供出租的不同大小和类型的住宅空间的在线调查确定的。本地商业出租

 

25《地震技术手册》非常适用，因为对功能损失采用的灾害计算方法较中立；此外，与洪水灾害相关的 Hazus 方法通常根据为地震灾

害开发的方法进行调整。虽然这两种灾害类型的损坏原因和程度不同，但这些灾害（损坏、流离失所、功能损失）的后果通常是相同

的。因此，《洪水技术手册》通常会以地震对应方为参考，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就像获取确定业务中断所需的详细计算信息的情况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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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住宅出租价格相同。Loopnet 用于获得商业出租价值，2019 年 4 月的 Elliman 报告用于确定

住宅价格。分析师还对 Zillow 和 Trulia 进行了调查，以确认住宅租金（请参阅附录）。 

2.3.1.3 分析步骤 

采取以下步骤来确定不同建模洪水情景的预期搬迁影响。 

1. 确定受影响的建筑物：直接物理损坏分析确定了预期将受到 10%、2%、1% 和 0.2% 年度机会事件

影响的建筑物。 

2. 确定受影响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时，通过使用预期经历小于 10 英尺洪水的建筑物一楼的总建筑面

积来确定受影响的总建筑面积。对于经历超过 10 英尺洪水的建筑物，可使用前两层的总建筑面积。

计算业务中断时，同样的规则适用于低层（4 层以下）建筑物，但分析师认为，如果高层建筑受损，

而需要电梯通往更高楼层，整个建筑的面积都会受到影响。 

3. 确定和应用房产自有率百分比：对于住宅用途，人口普查群体层面的数据提供了房产自有率百分比。

所有非住宅用途均分配有从 Hazus-MH 2.1 获得的房产自有率默认百分比。 

4. 根据占用情况确定出租价格：分析师按项目区域的商业和住宅用途对可用租赁单元进行分类，然后

计算每年每平方英尺的平均租金价格，以供每次使用。该分析的结果表明，2019 年商业房产的每平

方英尺年平均价格为 75.74 美元，2019 年住宅房产每平方英尺的年平均价格为 68.09 美元。然后将

这些数值转换为每天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价格（价格/每天/每天），用于下面概述的搬迁成本计算。 

5. 评估搬迁时间：将每栋建筑物内的估计洪水深度与 USACE 深度搬迁表相互关联，估计每个建模洪

水情况的搬迁时间。 

6. 搬迁过程的成本：《Hazus 洪水技术手册》根据占用类型为建筑物居民计算搬迁成本提供指导：26 

RELi = Σ 如果 %DAM - BLi,j > 10%：Fai,j * [ (1 - %OOi) * (DCi) + %OOi * (DCi + RENTi * DTi,j)] 

其中：  

RELi = 占用类别 i 的搬迁成本（美元） 

Fai,j = 占用组 i 的房屋面积和深度 j（平方英尺） 

%DAM 
- BLi,j 

= 占用 i 和水深 j 的建筑损坏百分比（根据深度损坏函数），如果大于 10% 

DCi = 占用 i 的中断成本（美元） 

DTi,j = 占用 i 和水深 j 的搬迁时间（天） 

%OOi = 占用 l 的房主自用百分比 

 

26 务必注意，该公式在计算重置价值时只包含业主自用的建筑物。这样做的原因是，已经搬迁的租客可能不再向受损房产的建筑物所

有者支付租金，而是向新房东支付租金。因此，合理的预期是租户不会产生新的租赁费用。相反，如果受损房产为业主自用，那么在

建筑物修复时，业主将不得不支付新的租赁成本以及任何现有成本。该模型假设如果建筑物受到轻微损坏（小于 10% 的建筑物损

坏），则居住者不太可能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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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 i = 占用租金成本（$/平方英尺/天） 

 

7. 评估恢复时间：根据 Hazus 2.1《洪水灾害技术手册》提供的占用情况，将每栋建筑物内的估计洪

水深度与恢复时间进行比较，以确定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恢复时间。 

8. 分配损坏状态：分析师根据每个建模洪水情景下每栋建筑物的损坏百分比，为每栋受影响的建筑物

分配 FEMA 损伤状态（请参阅 表 17）。 

表 17.  损坏状态相互关系 

损坏状态 没有 轻微 中等 重大 完全 
损坏百分比阈值 0% >0% >5% >25% >50% 

9. 确定业务中断时间（调整恢复时间）：预期由占用受损建筑物的企业产生的业务中断时间通过将业

务中断时间乘数应用于预期恢复周期来确定。业务中断时间乘数因占用和损坏状态而异。业务中断

成本已根据第 2.3.3 节：业务中断一中描述节方法计算。 

10. 完成分析：对四个复发间隔的预期损坏的上述分析已完成：10%、2%、1% 和 0.2% 年度机会洪水

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 

通过在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中对投入产出进行建模，分析师使用业务中断时间计算出了各行业企

业的产出损失（美元）。除了对这些损失进行经济影响分析之外，计算产出损失的方法在第 2.3.3 节：业务

中断中作为单独的方法提供。 

应注意，搬迁成本只针对预期受到直接影响的楼层进行计算。在现实中，有时整个建筑物会由于洪水冲击

而移位。因此，这种方法产生的结果较保守。 

2.3.1.4 搬迁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 

为防止重复计算与业务中断产生的搬迁成本和损失产出相关的效益，作出了以下假设：  

• 一些企业将选择重新安置其经营地点，同时修复建筑物损坏，将产出损失降到最小。为此，这些企

业可能在其他地方租用额外的空间，从而选择在建筑物修复期间承担搬迁成本，而不是经济损失；

此情景假定业务产出在搬迁时保持不变。 

• 分析师认为，与 Hazus 2.1 一致，符合娱乐 (COM8)、剧院 (COM9)、停车设施 (COM10) 和重工业 
(IND1) 经营资格的企业不会因在建筑物内从事的活动类型而在灾后搬迁。因此，虽然已计算出业务

中断成本，但没有与这些用途相关的搬迁成本。 

• 分析中使用的深度搬迁表未考虑高度不足路面标高的洪水。公用事业和其他关键资产通常位于纽约

市路面标高以下的区域。当这些区域遭遇洪水时，即使洪水没有达到一楼以上的高度，居民也可能

流离失所。分析中未计算这种搬迁成本。 

• 只有预期受洪水直接影响的楼层将被搬迁。然而，一次性破坏成本会根据建筑物的相对高度确定，

因为分析师假设机械、电气和管道 (MEP) 资产所在的区域不会超过路面标高，如果这些系统受到

影响，那么整个建筑物也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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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搬迁结果 

表 18 仅提供搬迁成本结果；业务中断成本请参阅第 2.3.3 节：业务中断。 

表 18.  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总搬迁损失（单位：千美元），低度和中度情景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F=E*PV 系数 

搬迁成本   $7,935 $31,245 $44,992 $79,016 $2,602 $35,916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 + D*0.2% 

***使用 7% 的折现率计算。 

 

表 19.  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总搬迁损失（单位：千美元），高度情景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F=E*PV 系数 

搬迁成本   $25,970 $84,856 $112,375 $159,725 $6,827 $94,218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 + D*0.2% 

***使用 7% 的折现率计算。 

 

2.3.2 庇护需求  

受影响的居民如果由于洪水而无法进入住宅，则可能需要庇护。即使住宅不会受到损坏，如果居民被疏散

或由于道路和快速交通系统被淹没而无法步行、乘坐车辆回到住宅，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流离失所。ESCR 
项目将保护住宅和交通系统免受洪水的风险。 

2.3.2.1 预期影响 

本分析中使用的主要资源包括 FEMA 的《Hazus 洪水技术手册》27，并使用飓风桑迪期间有关庇护需求的

记录帐户进行交叉核对。庇护需求基于流离失所的人口，根据洪水深度确定。为确定有多少流离失所的个

人寻求庇护，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会通过考虑收入和年龄的因素进行修改。根据 FEMA，低收入个人以及年

 

27《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FEMA。位于：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
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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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家庭和老年人更有可能寻求庇护。28寻求庇护人口问题在报告时附有总体效益成本分析，但没有分配货币

价值，以避免与重复计算与搬迁成本相关的效益。 

2.3.2.2 数据来源 

•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 (ACS)（2013-2017 年）：家庭收入估计、按年龄划分的人口计数

和每户人数从 2013-2017 年 ACS 5 年估计中获得。收入和年龄数据用于对流离失所人口加权，

以确定将寻求庇护的个人人数。 

• 直接物理损坏：从直接物理损坏分析得出的每栋建筑物的洪水深度用于识别受影响的建筑物和受

影响的人口。 

• 纽约市主要土地使用征税地块输出信息 (PLUTO) 数据（2019 年）：从 PLUTO 数据得出的面积

分析提供了研究区域内的总住宅面积。该数据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一起用于分配建筑物中的人口。 

2.3.2.3 庇护需求分析步骤 

1. 人口分析  

为了分析每栋建筑物受到的人类影响，研究区域中的总人口必须分配到具有住宅空间的每栋建筑物。为此，

分析师根据建筑物的住宅面积数量与建筑物所在的人口普查群体中的总住宅面积，将项目区域中的人口

（来自 2013-2017 年 ACS）分配到每栋建筑物。 

2. 确定受影响的建筑物并确定流离失所的个人  

假设区域通道在 6 英寸（路缘的典型高度）和 12 英寸之间的深度处被阻挡。29  对于这种分析，任何洪水深

度等于或超过 12 英寸的住宅单元预计都会导致居民搬迁，并至少需要短期庇护。 

3. 流离失所人口可能寻求公共庇护所  

必须修改流离失所者的人数，以考虑个人可能寻求其他庇护选择的可能性，例如酒店或与朋友或家人住在

一起。根据《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中提出的方法，可能影响这些选择的两个因素是收入和年龄（不

考虑车辆所有权和其他潜在因素，如种族或族裔）。30寻求庇护的个人很可能是低收入和/或在该地区没有

家庭的人群；年龄起次要作用，因为有些个人即使有经济手段做其他选择，他们仍然可能寻求庇护，例如

年轻人和老年人。31  

 

28《HAZUS 洪水技术手册》。FEMA。第 432 页，位于：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
8292/hzmh2_1_fl_tm.pdf  

29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HAZUS 洪水技术手册》[网页]位于：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
8292/hzmh2_1_fl_tm.pdf 

30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HAZUS 洪水技术手册》。[网页]位于：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
8292/hzmh2_1_fl_tm.pdf 

31 同上。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http://www.fema.gov/media-library-data/20130726-1820-25045-8292/hzmh2_1_fl_t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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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A 已使用权重和修正系数为收入和年龄设置了一个可调整的常数（请参阅下面的公式）。权重和修正

系数主要基于收入，因为虽然年轻和老年家庭可能在统计学上倾向于使用公用庇护所，但这些人群往往收

入较低或仅有固定收入。32本分析中使用的默认权重和修正系数来源于《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并在

表 20 和表 21 中提供。根据 Hazus 方法，60% 或以上收入超过 35,000 美元的家庭的区块组使用的常数略

有不同。 

常数 = (收入权重 ∗ 收入相对修正系数) + (年龄权重 ∗ 年龄相对修改) 
 

例如，收入 IM1 类（家庭收入 < 10,000 美元）和年龄 AM1 类（人口 < 16）的常数为 0.33，这意味着满足

这些标准的人口中有 33% 将寻求庇护。 

0.33 = (0.8 ∗ 0.4) + (0.2 ∗ 0.05) 

表 22 提供了常数的摘要，所有这些常数都来自《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用于估算寻求庇护援助的总

人口。 

表 20.  收入和年龄的加权系数 

类别 描述 默认值 
IW 收入加权系数 0.8 
AW 年龄加权系数 0.2 

 

表 21.  相对修正系数 

类别 描述 默认值 
超过 60% 的家庭收入 > 35,000 美元的

区块组默认值 
收入 

IM1 家庭收入 < 10,000 美元 0.4 0.46 
IM2 IM2 10,000 美元 <家庭收入 < 15,000 美元 0.30 0.36 
IM3 15,000 美元 < 家庭收入 < 25,000 美元 0.15 0.12 
IM4 25,000 美元 < 家庭收入 < 35,000 美元 0.10 0.05 
IM5 35,000 美元 < 家庭收入 0.05 0.01 

年龄 
AM1 16 岁以下的人口 0.05 - 
AM2 介于 16 岁和 65 岁之间的人口 0.20 - 
AM3 65 岁以上的人口 0.50 - 

 

3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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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每个收入和年龄类别组合的常数 

常数 = (IW*IM)+(AW*AM) 
类别 默认值 60 % HH > 35K 
IM1-AM1 0.33 0.378 
IM1-AM2 0.36 0.408 
IM1-AM3 0.42 0.468 
IM2-AM1 0.25 0.298 
IM2-AM2 0.28 0.328 
IM2-AM3 0.34 0.388 
IM3-AM1 0.13 0.106 
IM3-AM2 0.16 0.136 
IM3-AM3 0.22 0.196 
IM4-AM1 0.09 0.05 
IM4-AM2 0.12 0.08 
IM4-AM3 0.18 0.14 
IM5-AM1 0.05 0.018 
IM5-AM2 0.08 0.048 
IM5-AM3 0.14 0.108 

 

4. 根据收入和年龄类别确定人口分配 

从美国社区调查中获得的数据提供了每个收入和年龄类别中的人口百分比，如表 20 和表 21 所示。 

5. 确定庇护需求 

庇护需求可以使用《Hazus-MH 洪水技术手册》中提供的以下公式确定： 

使用庇护人数 = ∑ ∑ (
3

𝑚=1
常数

𝑘𝑚
∗ 搬迁人口 ∗ 𝑘收入类别人口百分比 ∗ 人口年龄类别百分比)

5

𝑘=1
 

表 22 中列出的每个收入和年龄组合的常数用于估计根据每个人口普查区块组的收入和年龄特征，总搬迁人

口中寻求庇护的百分比。 

2.3.2.3.1 庇护需求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 

• FEMA 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稍微修改权重和修正系数对估计的庇护需求几乎没有影响。建议使

用这些系数，除非有关于使用庇护所人口的地方统计数据。 

• FEMA 国家默认收入和工资因素适用于项目区域。 

• 当建筑物被淹没时，该建筑物的所有居民人口就会流离失所。 

• 庇护需求不考虑与事前撤离相关的搬迁，仅考虑预期的直接洪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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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考虑搬迁成本时，与搬迁方法相比，庇护所需要的方法是重复计算。搬迁方法假定所有搬迁的个

人将需要替代住所，从而计算出可能选择去庇护所的个人产生的成本。此外，洪水事件发生后需要

庇护的个人人数与庇护需求的历史数据相比，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为解决效益重复问题，不会计算

与庇护流离失所人口相关的成本，也不会纳入效益成本比。 

2.3.2.3.2 庇护需求结果 

表 23 所提供的结果代表预期因洪水事件而需求公用庇护所的个人人数。如上文庇护需求假设所述，与庇护

个人相关的成本不予报告，也不会算入效益成本比中，因为这些成本与搬迁成本重复。 

表 23.  建模洪水情景下寻求庇护所的人数，低度和中度情景 

类别 
按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寻求庇护所的人数 

10% 2% 1% 0.2% 年化总计**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

注） 

寻求庇护所的人数  794   2,085   2,524   4,205  174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 + D*0.2% 

 

表 24.  建模洪水情景下寻求庇护所的人数，高度情景 

类别 
按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寻求庇护所的人数 

10% 2% 1% 0.2% 年化总计**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

注） 

寻求庇护所的人数  1,761   3,518   4,003   6,017  301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 + D*0.2% 

 

2.3.3 业务中断 

该方法的这部分模拟了纽约县内现有的经济关系以及灾后对这些关系的预期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基于洪水

造成的预期业务中断时间，计算在搬迁和业务中断中。该分析计算了行业经济产出的直接损失。直接产出

损失随后被导入投入产出建模软件中，以估计直接产出损失对与其他行业和经济消费方式的关系，以便生

成间接和诱发的产出损失。33 ESCR 项目拟议的综合防洪系统预计可防止洪水对研究区域内企业和住宅的

 

33 间接影响被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组定义为当地行业从其他地方行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影响。消费周期通过供应链向后运

行，直到所有资金通过进口或增值付款从当地经济中泄漏。通过将直接影响应用于类型 1 乘数来计算影响。诱导影响被规划经济影响

分析 (IMPLAN) 组定义为某经济体对通过重新投入增值部分所获得的收入所产生的初始变化（直接影响）的反应。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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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因此，灾后现有经济关系的预期条件可被视为已避免的损失，并且使用的乘数适当。间接和诱发的

经济损失的结果仅以纽约县为背景进行分析，并且按照这种方式提供。未考虑更广泛的影响（如市内所有

五个行政区、大都会区、州、国家或国际背景）。 

2.3.3.1 方法 

计算洪水影响引起的预期业务中断的方法分为三部分：建筑用途（PLUTO 代码）必须使用人行道映射到规

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经济行业，类似于用于将建筑用途映射到直接物理损坏中所述的 Hazus 占用类

别的过程。建筑用途映射完成后，计算直接经济影响，然后用于对间接和诱导影响建模。计算和模拟经济

影响的方法在本文中先站在较高的高度解释，然在“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一节进一步详解。 

将 IMPLAN 经济行业映射到 PLUTO 码的目的是为 ESCR 研究区域内每种用途的建筑物确定并分配适当的

经济行业。通过人行道，分析师能够识别受洪水影响的建筑物来评估各个经济行业遭受的直接经济产出损

失。分析师通过将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经济行业与相关 PLUTO 码（如住宅、办公和零售）相匹配，

开始开发人行道。然后汇总 PLUTO 数据和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数据，并在组级别得出每个经济行

业每平方英尺的平均产出损失值。业务中断的人行道在附录中提供。 

用于确定直接产出损失的原理计算方法来自《Hazus 2.1 洪水技术手册 (TM)》的第 14 章：直接经济损失。

直接产出损失方法使用直接物理损坏和搬迁分析的结果，如下面的公式所示。对本方法的“假设和避免效

益重复”一节中讨论的原始计算进行了少量修订。 

直接产出损失 = 业务中断时间 ∗ 受损建筑物的建筑面积 ∗ 经济产业每平方英尺每天平均产出  

本分析的第三步是将直接产出损失结果导入到模拟纽约县经济中直接影响的间接和诱导影响的软件中。分

析师使用 IMPLAN 投入产出建模软件分析这部分。该软件使用社会会计矩阵和经济乘数组合来估计研究区

域的变化或活动的结果。该模型使用 2017 年最新的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纽约县数据集，因此测算

了整个纽约县受到的间接和诱导影响。模型中没有考虑更大的区域和国家后果。 

2.3.3.2 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 

因为，有许多与业务中断分析相关的假设，这些假设由三个类别组织而成：人行道开发、产出损失计算和 
IMPLAN 建模。下面还讨论了如何避免效益重复。 

1. 人行道开发  

由于 PLUTO 建筑物数据中提供的信息，人行道很少识别 PLUTO 码和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行业之

间的一对一关系。相反，分析师必须做出假设，将经济行业和 PLUTO 码整合成组。组别形成后，分析师为

每组分配了每平方英尺的平均值来确定产出损失。 

 
(IMPLAN) 的默认乘数确认劳动收入（雇员薪酬和所有者收入增值部分）不是区域经济的泄漏因素。这笔钱通过家庭消费模式再循

环，进一步促进当地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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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IMPLAN 数据可用的最小地理区域是邮政编码级别，所以邮政编码研究区域是人行道的基础。分析师

假设邮政编码的平均值对于邮政编码内的子区域是准确的。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经济数据和适用

项目区邮政编码的 PLUTO 建筑数据用于分析。 

为了解释纽约市建筑物的混合用途性质，PLUTO 数据将单个地块的面积解析为住宅、零售、办公室、车库、

储存、工厂空间和其他。根据建筑物分类，分析师将每个地块的车库、仓库和其他面积分配给其他土地用

途类别之一，然后根据每个建筑类别的假设将用途的面积映射到适当的经济部门。例如，零售面积被映射

到零售部门，用于分类为学院和大学、教育、办公和住宅的建筑物，但被映射到与所有其他情况下建筑物

分类相关的部门，例如诊所和死亡护理服务。然而，工厂面积总是映射到工业，但是办公、储存或停车场

被映射到适合建筑类的工业部门，例如医疗保健、政府、制造等。住宅区被映射到住宅，但酒店除外，因

为酒店属于自己的工业部门。 

2. 产出损失计算 

许多 IMPLAN 行业被汇总为人行道组别。然而，必须为每个 IMPLAN 行业计算产出损失，即使它们已被汇

总为一个组。在产出损失计算中，组内的 IMPLAN 行业必须基于产出进行加权。然后将 PLUTO 码受影响

的建筑面积基于加权值分配给相同类别中的经济行业。这个加权值是必要的，因为假设某类别中每个经济

行业在研究区域中同样普遍是不合适的。例如，假设 2,500 平方英尺的计算机技术商店与同样大小的服装

店具有相同的产出是不公平的，即使这些行业都在零售类别中。通过对基于产出的行业进行加权，可对每

个行业的预期损坏进行适当修改，以反映该行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大致市场占有率。 

产出损失计算中的其他假设和限制包括：  

• 产出损失计算仅基于对建筑物的直接物理损坏。因此，所显示的结果不会提供与诸如运输或公用事

业等服务遭受的重大灾害影响的逻辑联系。这是分析的限制所在，产生的结果可能较保守。 

• 对于少于四层的建筑物，仅使用低于洪水标高的楼层面积。如果建筑物内的预期洪水深度小于 10 
英尺，则使用一楼的面积来计算产出损失。在预期洪水深度超过 10 英尺的情况下，分析师假设该

建筑物的第二层的一些部分被淹没，并且一楼的中断面积加倍。 

• 对于超过四层的建筑物，假设结构有电梯，而电梯将在任何水平的洪水中停止服务，并且整个结构

的建筑面积都用于分析。 

• 混合用途建筑物则被假设为所有非住宅空间均位于较低楼层。 

• 《地震技术手册》提供的原始产出损失计算方法包含一个弥补系数，它表示在洪水事件发生后通过

加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的产出损失。这些弥补系数没有包括在产出损失计算中。分析假设，一

旦企业在灾难发生后搬迁或重新开业，就能立即恢复到风暴前的产出。弥补系数不适合使用，因为

它们未考虑机会成本。 

3. IMPLAN 建模 

在分析中使用 IMPLAN 投入产出软件来识别由于业务中断导致的间接和诱发经济损失，因此用于模拟纽约

县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关系。在观察 IMPLAN 结果时，必须考虑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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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显示了由于研究区域内预期产出损失而造成的纽约县内预期经济影响。这些影响是保守的，因

为研究区域的当地经济具有影响区域远远超出纽约县的经济联系。 

• 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没有说明因业务中断导致的价格弹性（即需求对价格变化的响应），

也没有说明消费者/行业行为的变化，以应对业务中断造成的行业内支出模式变化影响等。 

• 分析师应用 IMPLAN 社会会计矩阵 (SAM) 提供的本地采购百分比 (LPP) 来计算输入软件的产出损

失。本地采购百分比代表了特定地区一个行业的典型支出分配情况，在许多情况下不足 100%。结

果是，一个行业的产出损失因其本地采购百分比而被低估，因此模拟出了对整个地方经济的经济损

失更保守的估计。 

• 由于数据限制，没有考虑分析中包括的各个部门的经济产出的季节变化。 

• 结果以 2019 年美元价值表示。 

4. 避免效益重复 

鉴于本 BCA 中使用的其他方法，业务中断时间和当时的成本会产生重复计算的问题。确定业务中断时间的

方法已经过特地修改，以避免产生与搬迁时间重复的效益，情参阅“搬迁”一节的进一步解释。业务中断

费用还与某些关键资产，特别是运输和公用事业资产的服务损失相关的效益重叠。运输和公用事业资产的

效益是重复的，因为服务方法的损失基于对个人服务的实际成本，其被纳入运输和公用事业行业的经济产

出值。尽管如此，分析中不包括服务损失、运输或公用事业资产的业务中断损失，以避免与其他计划的防

灾措施重复计算效益。提供关键服务的其他设施（如学校和警察局）的服务中断不是效益重复，因为这些

资产的服务计算损失考虑了不纳入这些行业的经济产出值的运营预算（第 2.6 节）  

2.3.3.3 结果 

表 25 介绍了每个建模洪水情景的业务中断结果。结果包括每种影响类型的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34以及

就业、劳动收入、增值和总计产出损失35。此外， 图 9 总结了受 1% 年度机会事件影响的十大行业；其他

情况的结果在附录中提供。房地产、批发贸易、自住住宅和医院是最受每种建模洪水情景影响的行业。房

地产行业涉及房产买卖，自有住宅行业只是涉及拥有房产的行为。这些结果表明，在建模的洪水情景下，

许多家庭受到影响。 

 

 

 
34 规划经济影响分析 (IMPLAN) 将直接影响定义为活动或政策导致的生产变化或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由于洪水造成的预期功能

丧失）。在本分析中，直接影响发生在核心 ESCR 研究区域内的邮政编码中。间接影响定义为当地行业从其他地方行业购买商品和服

务的影响。诱导影响指某经济体对通过重新投入增值部分所获得的收入所产生的初始变化（直接影响）的响应。在本分析中，在核心 
ESCR 研究区域之外的纽约县获取了所有邮政编码中的间接和诱导影响，作为由直接影响产生的溢出活动。 
35 就业指业务中断所影响的工作数量。劳动收入指所有形式的就业收入，包括员工薪酬（工资和福利）和所有者收入。增加值是行业

或企业的总产出（销售或收入和其他营业收入加上库存变化）与其中间投入（从其他行业购买或进口的商品和服务）之间的差额。增

加值包括所有劳动收入、生产税和进口减去补贴以及总营业盈余。总产出代表工业生产的价值，包括劳动收入和增值的价值。在 
IMPLAN 中，这些是数据集年份的年度生产估计值，以生产者价格计算。对于制造商，这将是库存的销售加/减变化。对于服务部门，

生产=销售。对于零售和批发贸易，产出=毛利率，而不是总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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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每个建模洪水情景避免的经济损失 

洪水情景 影响类型 就业（工作） 
劳动收入（千

美元） 
增值（千美

元） 
总产出（千美

元） 

10% 年度

机会 

直接影响 631 $39,430 $115,285 $146,848 

间接影响 105 $11,716 $21,850 $28,207 

诱导影响 6 $433 $715 $1,018 

总影响 742 $51,579 $137,849 $176,073 

2% 年度

机会 

直接影响 2,231 $184,480 $464,771 $598,806 

间接影响 458 $53,945 $93,468 $122,081 

诱导影响 42 $3,363 $5,535 $7,793 

总影响 2,730 $241,787 $563,775 $728,680 

1% 年度

机会 

直接影响 2,752 $213,174 $580,718 $744,300 

间接影响 557 $64,750 $113,897 $148,507 

诱导影响 36 $2,852 $4,699 $6,639 

总影响 3,345 $280,776 $699,314 $899,446 

0.2% 年
度机会 

直接影响 3,898 $281,279 $791,356 $1,015,612 

间接影响 757 $87,143 $155,321 $202,018 

诱导影响 66 $5,358 $8,819 $12,412 

总影响 4,721 $373,780 $955,496 $1,230,041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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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受到 1%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影响的十大行业 

2.4 人类影响  

2.4.1 伤亡 

伤亡包括生命损失和伤害，是危险事件固有的不幸风险。ESCR 项目提供的显著效益是在未来的海岸风暴

和强烈的降雨事件中减少受伤和死亡的风险。下面的小节概述了用于分析研究区域内 ESCR 综合防洪系统

避免的预期伤亡数据的方法。 

2013 年 5 月，CDC 发表了一篇题为《与飓风桑迪有关的死亡案例》的文章。根据报告，与飓风桑迪有关

的 117 个案例中有一例与 ESCR 研究区域直接相邻。除了死亡，许多伤害因飓风桑迪的风暴潮而持续产生。

2014 年 10 月，CDC 发布了另一份报告，题为《飓风桑迪一周后的非致死性伤害》。报告显示，飓风桑迪

后的第一周内，淹没区域内 10.4% 的居民受伤，主要是发生在企图疏散或导航或清理残骸的过程中。 

2.4.1.1 预期影响 

ESCR 项目预计将减少未来暴风雨期间项目地区的伤亡人数。下面提供估计伤害和死亡的详细方法。 

2.4.1.2 数据来源 

• 直接物理损坏：分析师使用直接物理损坏分析的每栋建筑物的洪水深度来识别受影响的建筑物以及

受影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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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运输部的价值：美国运输部发布关于统计生活经济价值处理的指南。36  

• 联邦航空局 (FAA) 数值：联邦航空局 (FAA) 将伤害和死亡进行了分类，如表 26 所示。FEMA 已经

承认这些生命安全数值的有效性，并允许在效益成本分析中使用。 

• CDC 伤害率：CDC 于 2014 年 10 月发布的题为《飓风桑迪 1 周后的非致死性伤害》的报告估计，

飓风桑迪第一周内，淹没区域内居民中有 10.4% 受伤。 

• BRNO 科技大学的死亡风险方法：方法基于三个主要因素：材料损失、人口准备和警报。 

 
表 26.  FAA 类别级别和数值37 

伤害类别 伤害描述 
WTP 生活

值分数 
WTP 值 

AIS 1  
皮肤表面磨损或撕裂；手指/脚趾扭伤；一级烧伤；头部创伤与头痛

或头晕（无其他神经病学体征）。 
0.3% $31,106 

AIS 2  
皮肤严重磨损或撕裂；脑震荡（昏迷不到 15 分钟）；手指或脚趾挤

压/截肢；闭合性骨盆骨折伴有或不伴有脱位。 
4.7% $ 479,379 

AIS 3  
主要神经裂伤；多肋骨骨折（但无连枷胸部）；腹部器官挫伤；

手、脚或手臂挤压/截肢。 
10.5% $1,070,952 

AIS 4  
脾破裂；腿粉碎；胸壁穿孔；脑震荡与其他神经系统症状（昏迷不

到 24 小时）。 
26.6% $2,713,079 

AIS 5  
脊髓伤害（带横断）；广泛的二度或三度烧伤；脑震荡伴有严重的

神经系统症状（昏迷超过 24 小时）  
59.3% $6,048,330 

AIS 6  虽然在事故后的最初 30 天内不致命，但最终导致死亡的受伤。 100% $10,497,200 
来源：2016 年 FAA 投资和监管决策评估的经济价值。 

*愿意支付价格指客户为某个商品或服务支付的最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他们的健康风险） 

2.4.1.3 伤害的分析步骤 

为量化沿海风暴和降水洪水的未来影响预期持续引起的伤害值，分析师根据上文提到的桑迪后的 CDC 研究

制定了以下公式。为进行更保守的分析，假设所有的持续伤害被归类为 FAA AIS1 轻伤（31,106 美元）。 

𝑉𝑎𝑙𝑢𝑒 𝑜𝑓 𝐼𝑛𝑗𝑢𝑟𝑖𝑒𝑠 = 𝐼𝑚𝑝𝑎𝑐𝑡𝑒𝑑 𝑃𝑜𝑝𝑢𝑙𝑎𝑡𝑖𝑜𝑛 ∗ 10.4% ∗ $31,106  

1. 确定受影响的人口 

需要每个洪水情景中位于淹没区域内的人口来分别估计每种情景的预期受伤人数。在分析中，经历任何洪

水泛滥的任何建筑物中的人口被视为受到影响。如本报告“庇护需求”一节所述，研究区域的总人口必须

 
36 美国交通部，2016 年统计生活经济价值处理指南 
37 修订后部门指导：处理预防经济分析中的死亡和伤害数值。位于：
https://www.faa.gov/regulations_policies/policy_guidance/benefit_cost/media/Revised%20Value%20Of%20Life%20Guidance%20Fe
burary%202008.pdf  

https://www.faa.gov/regulations_policies/policy_guidance/benefit_cost/media/Revised%20Value%20Of%20Life%20Guidance%20Feburary%202008.pdf
https://www.faa.gov/regulations_policies/policy_guidance/benefit_cost/media/Revised%20Value%20Of%20Life%20Guidance%20Feburary%202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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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每栋拥有住宅空间的建筑物，以分析每栋建筑物的人类影响。为此，研究区域中的人口根据建筑物

的住宅面积数量与建筑物所在人口普查区块相比的总住宅面积分配给每栋建筑物。 

2. 估计伤害 

分析师将 10.4% 的伤害率应用于预期受影响的总人口，以估计在事件发生后一周内灾后预期受伤人数。38

本分析中不包括每日工作人员或流动人口。 

3. 受伤价值估计 

与避免这些预期伤害相关的效益在下面“结果”一节中提供。 

2.4.1.4 死亡的分析步骤 

估计死亡的大多数现有方法使用两组特征：水深特征，例如水深、水上升速率、流速、风和温度；以及包

括人口密度、土地利用、警报系统和人口脆弱性等因素的区域特征。39Arcadis 分析师考虑了物质损失、人

口准备、水涨率和发出警告能力。这种方法是最合适的，因为它解释说明了事件破坏特征和社区准备和应

对与脆弱性相关的洪水事件的能力。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其中考虑到了城市提高洪水灾害意识的最近举措。 

所选的估计项目区域内死亡人数减少的方法基于 2013 年布尔诺科技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40 这种方法用于

考虑预计 10%、2%、1% 和 0.2% 年度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的死亡人数。公式（如下所示）基于

三个主要因素：材料损失、人口准备和警报。 

𝐿𝑂𝐿 = 0.075 ∗ 𝐷0.384 ∗ (𝑃 + 2)−3.207 ∗ (𝑊 + 2)−1.017  

LOL：生命损失 

D：材料损失（美元） 

P：人口准备（基于总体人口准备因素） 

W：警报（也是基于系数） 

 

1. 确定 D、W 和 P 系数 

D 系数。D 系数（材料损失）包括建筑物损坏和内含物损失，这两个值都通过估算直接物理损坏的方法确

定。为了本分析的目的，仅对适当的洪水情景中住宅建筑物的建筑物和内含物损坏进行评估。分析师认为

此类损失反映了事件的破坏能力和濒危居民的人数。本分析中不考虑损坏的建筑资产，如道路或公用事业

系统。公式中用作 D 的值列于表 27 中。 

 

38 CDC 报告，标题为“飓风桑迪后 1 周非致命伤害”，2014 年 10 月，第 1 页。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6342a4.htm 

39 Jonkman, S.N. 和 J.K.Vrijling。2002.“海洋和河流洪水的生命损失模型”。《防洪》。Wu 等人。（编辑者）科学出版社，纽约

有限公司。 

40 Brazdova, M. 和 J. Riha。2014。“用于估计中欧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简单模型”。《自然灾害和地球系统科学》。14.6 月 12 
日。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6342a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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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百分比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的预期材料损失 (D) （使用中等估计） 

百分比年度机会沿海洪水事件 住宅损坏（建筑物和内含物） 
10% $239,181,341  

2% $660,158,846  

1% $858,352,530  

0.2%* $1,227,169,638 
来源：直接物理损坏结果，本节详细结果。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P 系数。系数 P（人口准备）表示社区对洪水管理和防灾的准备情况，旨在反映人们对洪水和所需准备的意

识。该值通过评定 -1 至 1 等级上的 8 个子系数来确定.表 28 中提供了与每个值相关的描述。 

P 子系数的评估基于项目区域社区内的现有条件。飓风桑迪和艾琳过后，纽约市公众的洪水知识大大增加。

此外，该地区的洪水图已更新，城市重点发展紧急洪水程序，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和可靠的洪水信息。 

分析师评估了 P 子系数，以确定 P1 到 P8 的以下评级。根据纽约市目前的洪水预防和意识活动的频率和数

量，分析师认为相同的 P 子系数适用于所有四种洪水情景。最终 P 系数通过下面的等式确定，其中 P 是表 
23 中所示的总体准备分数。41 

    𝑃 =
1

8
∗ ∑ 𝑃𝑖8

𝑖=1  

表 28.  P 系数描述 

Pi 
分数 

-1.0 -0.5 0.0 0.5 1.0 

P1 
无洪水意识或关于洪水

灾害的知识，有时为无

知状态 

认识不足，低估

了洪水灾害  
洪水意识普通 

有些了解大多数从

媒体获得的洪水灾

害知识 

相当了解通过媒体、教

育、培训等获得的洪水

灾害知识 

P2 
区域从未淹没，无洪水

经验 

区域在几十年前

曾被淹没，有关

洪水损失的记录

不佳 

区域在几十年前

曾被淹没，有关

风险的记录良好 

洪水仍然在人们的

记忆中 
个人有关于洪水的经验 

P3 
洪水范围图或洪水管理

计划不可用 
现有洪水范围地

图已过时 

洪水范围地图基

于当前水文数据

绘制，但只有不

良的洪水管理计

划 

洪水范围地图已绘

制，洪水管理和疏

散计划可用 

洪水范围地图已绘制，

经更新的洪水管理和疏

散计划数字版本可用 

 

41 Brazdova, M. 和 J. Riha。2014。“用于估计中欧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简单模型”。《自然灾害和地球系统科学》。14.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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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分数 

-1.0 -0.5 0.0 0.5 1.0 

P4 
个人完全不了解在洪水

期间应采取的行动 

对在洪水期间应

采取的行动了解

有限（含糊） 

有些了解在洪水

之前和期间应采

取的行动 

相当了解洪水管理

计划和相应的活动 

极其了解洪水管理计

划，知道在洪水情况下

应采取的行动，已做好

准备 

P5 没有成立防洪委员会 

防洪委员会已成

立但未经过训

练，只配备了防

洪设施 

防洪委员会已成

立，经过大体训

练，防洪设施配

备不足 

只有经验和训练一

般的委员会，配备

标准防洪设施 

经验丰富和训练有素的

防洪委员会，配备防洪

设施 

P6 
对水文预报没有响应，

不了解或不相信 
对水文预报了解

和响应不足 

对水文预报大致

了解，做出了充

分响应 

相当了解水文预

报，做出了良好响

应 

非常了解理解水文预

报，做出了非常好的响

应 

P7 
对警报无响应，不知道

警报程序和响应 

对警报响应不

足，不相信警报

系统 
充分响应 

对警报做出良好响

应 
立即快速响应警报 

P8 
无救援系统，没有工作

人员或设备可用 

未组织救援系

统，仅有志愿

者，无训练有素

的人员可用，配

备随机获得的设

备 

救援系统组织不

良但仍在运作，

配备具有足够质

量的基本救援设

备 

救援系统在运作，

有训练有素的员

工，配备质量合格

的设备 

救援系统在有效运作，

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

和设备齐全的人员 

 

表 29.  P 值 

P 子系数 系数描述 现有条件评估
42 

P1 洪水意识和关于危险的一般知识 1.0 
P2 洪水记忆 1.0 
P3 现有洪水文件 1.0 
P4 了解洪水期间的活动和行为 0.0 
P5 防洪委员会的倡议和活动 0.0 
P6 对水文预报的响应 0.5 
P7 对洪水警报的响应 0.0 
P8 疏散和救援活动 1.0 

总体准备（所有洪水情景的最终 P 系数）：2.13 

 

 

42 评估适用于所有洪水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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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系数。W 系数（警报）包括向社区发出可能发生事件警报的因素。影响因素包括水文预报、所采用的警

报系统类型、洪水速度及水位上升速度。由于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洪水的频率和程度，因此针对

四种洪水情景中的每一种评估了 W 系数。子系数的评分系统在 表 30 中提供。 

表 30.  W 系数描述 

Wi 
分数 

-1.0 -0.5 0.0 0.5 1.0 

W1 
 

无水文预报，无

法预测（例如在

小型集水区） 

只有模糊和大致

的预报  
对中型集水区的

大致预报 
水文预报以标准的

水文服务提供 

基于当代技术和建

模技术的可靠水文

预报 

W2 
洪水可能在几十

分钟内到达 
洪水在 45 分钟

内到达 
洪水在几个小时

内到达 洪水在 1 天内到达 洪水在几天内到达 

W3 无警报系统 
设计不良和运作

不正常的警报系

统 

只有适度可靠的

警报系统 
完全运作的传统警

报系统 

复杂的报警系统，

包括数字在线报警

系统 

W4 

水以每小时几米

的速度上涨

（1998 年和 
2009 年的洪

水） 

水位每小时上涨

约 1 米（2013 
年小型集水区） 

每天几米的速度 
每天约 1 米（1997 
年和 2002 年的洪

水） 

几天时间内水位上

涨几米 

 

对于系数 W4，水位上涨速度根据图 10 
中的风暴事件水位图确定。这个水位图显

示了 19 个被模拟的风暴，目的是确定炮

台公园风暴发生概率为 1% 和 0.2% 的 
PFIRM 事件。 

每个洪水情景下的 W1 到 W4 评估都在 表 
31 中提供。W 系数的总影响由下面的等

式评估，此处的 W 是子系数分数。43 

𝑊 =
1

4
∗ ∑ 𝑊𝑖

4

𝑖=1

 

 

43 Brazdova, M. 和 J. Riha。2014。“用于估计中欧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简单模型”。《自然灾害和地球系统科学》。14.6 月 12 
日。 

图 10.  炮台公园 的风暴事件水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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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W 值 

W 子系数 子系数说明  10% 洪水 
情景 

 2% 洪水 
情景 

 1% 洪水 
情景 

 0.2% 洪水

情景 
W1 水文预报的可靠性 0.5 0.5 0.5 0.5 
W2 洪水到达速度 1.0 1.0 1.0 0.5 
W3 警报系统 1.0 1.0 1.0 0.5 
W4  水位上升速度 0.0 0.0 0.0 -0.5 
总警报系数分数（每个洪水情景的 W 系数） 1.38 1.38 1.38 0.25 

 

2. 完成计算 

通过将系数（D、P 和 W）插入以下等式中来获得生命损失，重复提供以便于参考。 
                                       𝐿𝑂𝐿 = 0.075 ∗ 𝐷0.384 ∗ (𝑃 + 2)−3.207 ∗ (𝑊 + 2)−1.017                                         
其中：  
LOL：生命损失 
D：材料损失（美元） 
P：人口准备 
W：警报 

 
例如，确定 1% 年度机会事件情景中的伤亡人数的计算包括：  
 

D 值 = 736,232,316 美元  
P 值 = 2.13 
W 值 = 1.38 

 
0.79 𝐶𝑎𝑠𝑢𝑎𝑙𝑡𝑖𝑒𝑠 =  0.075 ∗ $858,352,5300.384 ∗ (2.13 + 2)−3.207 ∗ (1.38 + 2)−1.017 

 

3. 死亡价值 

与避免这些死亡相关的效益可以使用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死亡愿意支付价格 (WTP) 计算（960 万美

元）。估计的死亡人数的结果和评估的每个年度机会事件死亡的价值显示在“结果”一节。 

2.4.1.5 假设 

基于以下限制和假设，该分析的结果被认为是保守的。 
 
伤害方法 

• 结果是根据在飓风桑迪后 5 至 12 个月进行的 CDC 调查的历史数据计算的。评估的时间安排加上仅

为一个时间提供了数据，增加了不确定性。然而，研究在研究区域内进行，这意味着完成调查的条

件大部分是可转移的。因此，调查是转移预期成果的适当来源。 

• 飓风桑迪后，仅报告了一个星期的伤害。分析中未考虑在事件发生一个多星期后修复桑迪带来的损

坏时仍然持续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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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估计的伤害都被视为是轻微的。本 BCA 不包括中度和重度伤害。 

• 受到多重伤害的人数与仅受到一重伤害的人数相同。 

• 在本 BCA 中，没有考虑建筑物中没有遭受洪水和因道路损坏和封闭而受伤的人员。 

• 本分析中未考虑工人和流动人口。 

• 本分析中未考虑人口增长。 

死亡人数估计方法 

• 道路和非建筑物性资产损坏不纳入分析。因此，所提供的结果不包括与道路关闭或损坏相关的伤亡，

或由于将车辆驶入洪水（常见死亡原因）而导致的任何死亡。 

• 灾后生命损失可能受到这种方法中未考虑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的财务和身体健康、精神压

力和焦虑，以及其他未考虑的因素。 

• 由于 P 值的性质，死亡人数可能不是基于每栋建筑物计算的，P 值考虑了整个研究区域人口的防洪

特性。这包括不居住在淹没区域内的个人。此外，用于计算生命损失的公式只能应用于单一地理级

别，这意味着在一个或多个地理级别（每栋建筑物）的结果不能被求和以表示更大的区域（研究区

域）。在审查多个研究区域的影响时，同样的规则也适用；结果不能求和。相反，必须对最大的研

究区域执行新的计算，以避免重复计算效益。 

• 本分析中未考虑人口增长。 

• BRNO 科技大学死亡风险方法基于与研究区域相比人口密度显着降低的地区。然而，由于 BRNO 研
究是最好的可用数据，分析师必须假设结果可转移到研究区域。BRNO 方法的作者认为人口密度是

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它会影响警报系统和疏散情况；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风险可能更高。

因此，可以假定结果对于该分析是保守的，并且如果将来的研究对人口稠密地区的洪水灾害风险进

行调查，则可以更新该结果。 

2.4.1.6 结果 

为量化未来事件中预计将会持续产生的伤亡价值，分析师应用了 FAA 的标准生命安全值：FAA 对一次轻伤

的愿意支付价格 (WTP) 为 31,106 美元，而死亡金额为 1,050 万美元。FEMA 和 HUD 已经承认这些生命安

全数值的有效性，并允许在效益成本分析中使用。结果概述请参阅 表 32。 
 
表 32.  避免的预期伤害和死亡人数价值（单位：千美元）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F=E*PV 系数 



东海岸防灾项目效益成本分析 
  

arcadis.com 
效益成本分析 68 

避免伤害的价

值 
$33,467 $59,859 $73,7250 $96,854  $5,276 $116,584  

 
避免死亡的价

值 
$3,663 $5,410 $5,983 $9,282 $500 $11,035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 + 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2.4.2 心理压力和焦虑 

自然灾害威胁或引起健康、社会和经济资源损失，进而导致心理困扰。44研究表明，经历重大压力源（如财

产损失或流离失所）的人更容易出现精神疾病症状、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以及灾后更高的压力和焦虑水

平。45  

由于灾后精神健康问题增加，精神健康治疗成本预期也将增加。增加的健康成本由个人和整个社会负担。

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家庭、公共交通和关键系统遭受的损坏，从而减少精神压力和灾后焦虑的风险。 

2.4.2.1 预期影响 

许多研究表明，灾后会产生精神健康影响，但只有少数研究试图在灾害事件后对这些影响赋予货币价值。

美国红十字会 (ARC) 估计，30% 至 40% 的受影响人口将需要精神健康援助。46多项研究证实了美国红十字

会的估计。Galea（2005 年）发现受影响人口的 1% 至 11% 将经历 PTSD。47Wang 等人（2007 年）对飓

风卡特里娜幸存者进行了调查，发现 31% 的受访者在事件发生后满足情绪或焦虑障碍的标准。48此外，

Schoenbaum 等人（2009 年）进行的研究表明，飓风卡特里娜和丽塔之后的精神健康问题的发生率占主要

精神健康问题的 6%，占轻度至中度精神健康问题的 26%。49  

 

44 Hobfoll, S.E.。1989 年。“资源保护：一种概念化压力的新尝试。”《美国心理学家》。44:513–524.[PubMed: 2648906]。 

45 Rhodes, J., Chan, C.,Pacson, C., Rouse, C.E., Waters, M. 和 E. Fussell。2010 年。“飓风卡特里娜对新奥尔良低收入家长的精神

和身体健康的影响”。《Am J 矫正性精神病学》。四月；80 (2) ：237-247。 

46 Welker, Catherine。2011 年。FEMA 总部灾害服务美国红十字会联络官 。个人信件，12 月 6 日。 

47 Galea, Sandro; Nandi, Arijit Nandi; 和 David Vlahov。2005 年。“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流行病学”。《流行病学评论》，（7 
月）27(1)：78-91。在线位于： http://epirev.oxfordjournals.org/content/27/1/78.full.pdf+html. 

48 Wang, Phillip; Gruber, Michael; Powers, Richard; Schoenbaum, Michael; Speier, Anthony; Wells, Kenneth 和 Ronald Kessler。
2007 年。“精神健康服务在灾后 8 个月内飓风卡特里娜幸存者中的应用情况”。《精神病学服务》。第 58 卷，第 11 期，11 月。 

49 Schoenbaum, Michael; Butler, Brittany; Kataoka, Sheryl; Norquist, Grayson; Springgate, Benjamin; Sullivan, Greer; Duan, Naihua; 
Kessler, Ronald 和 Kenneth Wells。2009 年。“促进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后的精神健康恢复工作：措施和成本”。《普通精神病学档

案》，第 66 卷，第 8 期，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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飓风桑迪的研究表明，事件发生后的精神压力障碍有可测量的峰值，包括 PTSD、焦虑和抑郁。50尽管与飓

风卡特里娜和飓风桑迪有关的严重程度和损坏分别有所不同，但 FEMA 已将灾后心理健康影响纳入其效益

成本分析的标准值，并假设一个人如果亲身遭受住宅损坏，将受到精神影响。因此，在灾后情景中估计精

神健康治疗的成本是合适的，并将其视为应当包括在效益成本比中可避免的损失。 

2.4.2.2 数据来源 

•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51：本报告提供了一

种计算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和焦虑成本相关效益的方法。 

• 直接物理损坏：从直接物理损坏分析得出的每栋建筑物的洪水深度用于识别受影响的建筑物和受影

响的人口。人口数据来自 2013-2017 年美国社区调查的 5 年估计，并根据上述伤害分析步骤 1 中的

方法分配给各建筑物。 

2.4.2.3 分析步骤  

用于进行分析的主要资源包括 FEMA BCMA 工具包附带的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可

避免的精神健康治疗成本的效益可以基于三个因素：成本、患病率和疗程。患病率是在灾害事件后经历精

神健康问题的人口的百分比，疗程是精神健康症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或增加的速度。成本仅为寻求治疗

人口的治疗成本。 

1. 确定患病率和疗程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52使用 Schoenbaum（2009 年）的患病率百分比和精神健康费

用推导出可用于 FEMA BCA 工具包的精神压力和焦虑成本的标准值。患病率百分比在不同时间段进行调整。

轻度至中度的影响会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甚至可能永远

无法完全解决。53因此，轻度至中度精神健康患病率百分比随时间减少，而严重的精神健康患病率在灾害后

保持一致。Kessler 等人的发现（2008）为这种趋势提供了支持，报告表示 PTSD 和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的增加率发生在飓风后的六个月之间和大约一年后。54如果不加以治疗，PTSD 和严重的精神疾病可能随着

 

50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 (Beth Israel Medical Center) 的数据显示，2012 年 11 月精神病访问率激增至 69%。医疗质量战略公

司在新泽西州选定的社区审查了飓风桑迪之前和之后的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索赔情况，发现 PTSD 上升了 12.2%，焦虑症上升了 
7.8%，抑郁症或代理性疾病上升了 2.8%。 

51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52 FEMA。2012 年。《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8 月 23 日。 

53 Schoenbaum, Michael; Butler, Brittany; Kataoka, Sheryl; Norquist, Grayson; Springgate, Benjamin; Sullivan, Greer; Duan, Naihua; 
Kessler, Ronald 和 Kenneth Wells。2009 年。“促进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后的精神健康恢复工作：措施和成本”。《普通精神病学档

案》，第 66 卷，第 8 期，8 月。 

54 Kessler RC, Galea S, Gruber MJ, Sampson NA, Ursano RJ 和 S. Wessely。2008 年。“飓风卡特里娜后的精神疾病和自杀趋

势”。《分子精神病学》。13:37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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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顽固，但轻度或中度精神疾病症状可能减轻。55表 33 提供了考虑四个不同时间段的患

病率摘要。56值得注意的是，FEMA 使用的方法仅捕获了头 30 个月的心理健康影响，因为此时间段后的患

病率无法获得。 
 

表 33.  灾后精神健康问题的普遍性 

灾后时间 严重 轻度/中度 
7-12 个月 6% 26% 
13-18 个月 7% 19% 
19-24 个月 7% 14% 
25-30 个月 6% 9% 

来源：FEMA 更新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方法报告》 

 

2. 确定成本 

Schoenbaum 提供了在满足所有需求的理想情况下对治疗成本的估计数据。FEMA 认为，研究的治疗费用

必行调整，以便只考虑实际上寻求治疗的精神健康问题患者 (41%)。57根据 Wang 等人所述，在 41% 的人

中，16% 的人得到了足够的护理，25.1% 的人得到的护理不足。FEMA 使用以下步骤调整 Schoenbaum 中
寻求治疗的个人（百分比）和患病率的总治疗成本。 

每人寻求治疗的成本 = (每人治疗成本58 ∗ 0.16) + (每人治疗成本 ∗ 0.251) ∗ 患病率 

例如，  

$666.0459 =  ($6,232.79 ∗ 0.16) + ($6,232.79 ∗ 0.251) ∗ 0.26 

此方法适用于每个时间段，并根据患病率进行调整。FEMA 的社会效益方法报告提供的价值已使用消费者

物价指数 (CPI) 通货膨胀计算器进行了标准化，60并且将每个时间段的严重和轻度/中度精神健康问题的成本

 

55 Rhodes, J., Chan, C.,Pacson, C., Rouse, C.E., Waters, M. 和 E. Fussell。2010 年。“飓风卡特里娜对新奥尔良低收入家长的精神

和身体健康的影响”。《Am J 矫正性精神病学》。四月；80 (2) ：237-247。 

56 FEMA。2014。《更新的社会效益方法报告》。12 月 18 日。 

57 Wang, Philip S., MD, DrPH; Lane, Michael, MS; Olfson, Mark, MD, MPH; Pincus, Harold A., MD; Wells, Kenneth B., MD, MPH; 
Kessler, Ronald C., PhD。2005 年。“在美国使用 12 个月精神健康服务情况：国家共病现象调查回复结果”。《普通精神病学档

案》，第 66 卷，6 月。 

A., MD; Wells, Kenneth B., MD, MPH; 和 Ronald C. Kessler, PhD。2005 年。“在美国使用 12 个月精神健康服务情况：国家共病现

象调查回复结果”。《普通精神病学档案》，第 66 卷，6 月。 

58 Schoenbaum, Michael; Butler, Brittany; Kataoka, Sheryl; Norquist, Grayson; Springgate, Benjamin; Sullivan, Greer; Duan, Naihua; 
Kessler, Ronald; 和 Wells, Kenneth. 2009 年。“促进卡特里娜和丽塔飓风后的精神健康恢复工作：措施和成本”。《普通精神病学档

案》，第 66 卷，第 8 期，2009 年 8 月。 

59 价值未标准化美元现值。  

60 美国劳动统计局。未标日期。CPI 通货膨胀计算器。[网页]位于：http://www.bls.gov/data/inflation_calculato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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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一起，为每个人提供总治疗成本 2,891 美元，为期 30 个月。表 34 提供了以美元为单位的治疗费用概

要。 

表 34.  预期寻求治疗的每人灾后治疗成本（30 个月）61 

灾后时间 严重 轻度/中度 每人总计 
7-12 个月 $235  $738  $973  
13-18 个月 $274  $483 $757  
19-24 个月 $274  $398  $672  
25-30 个月 $234 $256  $489 
总计   $2,891  

来源：FEMA 更新的《社会可持续发展方法报告》 

 

3. 确定受影响的人口 

在 1% 年度机会事件期间经历洪水的建筑物中的全部居民均被视为受到影响，并且被包括在可能寻求治疗

的总人口中（请参阅上面步骤 1 的伤害分析）。将 30 个月内每人的治疗费用（2,891 美元）应用于该人群，

以确定精神压力和焦虑成本。 

2.4.2.4 假设 

• 研究分析限于灾难发生后 30 个月；因此，所避免的估计损失限于该时间段。精神健康避免了在灾难

发生两年半以后的损失，但预期在本分析中未估计其价值。 

• 计算了整个受影响人群的效益。然而，研究表明，只有那些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群才有可能寻求治

疗。这会显著降低计算的治疗成本，并且不会考虑对社会造成的全部成本。 

• 本分析中未考虑人口增长。 

2.4.2.5 结果 

计算的效益为前 30 个月提供了经济价值，仅仅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来估计 30 个月以上的影响。出于这个

原因，1% 年度机会事件的治疗成本（65,885,000 美元 ） 作为一次性总付价值增加到项目效益的现值，而

不是确定年度效益。该方法基于 FEMA 批准的方法，使用受 ESCR 项目保护的研究区域洪水情景的结果，

并将该值作为项目效益现值的一次性总付价值。62 

 

61 劳动统计局。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ecec.nr0.htm。访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 

62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ecec.nr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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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失去的生产力 

如精神疾病对工作损失日影响研究中所述，可能会因为精神疾病而丧失工作生产力（Kessler 和 Frank，
1997 年）。该报告发现，精神病工作损失日63的平均患病率为每 100 名工人每月 6 天，工作减少日64为每 
100 名工人每月 31 天。65Kessler 等人（2008 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没有精神疾病的受访者相比，患

严重精神疾病的受访者在 12 个月收入期内的收入将减少 16,306 美元，世界卫生组织对 19 个国家的一项研

究表明，患精神疾病的受访者终生收入减少了 32%。66历史影响表明，灾害后精神健康问题将增加，结合

精神疾病会导致生产力丧失的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生产力可能受到灾后精神健康问题增加的影响。67 

2.4.3.1 预期影响 

实施 ESCR 项目将有助于减少灾后发生的压力因素（如对家庭和商业场所的损坏）数量，从而减少对精神

健康的影响。减少精神健康影响将降低工作生产力损失。 

2.4.3.2 数据来源 

•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68本报告提供了一

种计算避免的失去生产力相关效益的方法。 

• 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 5 年估计（2013-2017 年）：每个家庭的平均工人人数和每户的人数

用于确定受影响的工人的数量。 

• 直接物理损坏：从直接物理损坏分析得出的每栋建筑物的洪水深度用于识别受影响的建筑物和受影

响的人口。人口数据来自 2013-2017 年美国社区调查 5 年估计，并根据“伤害”一节步骤 1 中描述

的方法分配给各建筑物。 

2.4.3.3 分析步骤 

1. 确定工作生产力的价值 

 

63 精神病工作损失日指由于精神疾病或其治疗而完全无法工作或进行正常活动。 

64 工作减少日指由于精神疾病或其治疗而减少工作活动。 

65 1：Kessler RC, Frank RG。“精神疾病对工作损失日的影响”。《心理医学》。1997 年 7 月；27(4):861-73。PubMed PMID: 
9234464。 

66 Levinson 等人。2010 年。“严重精神疾病与收入的关系：世卫组织世界精神健康调查结果”。《英国精神病学杂志》。八月；

197（2）：114-121。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13273 

67 Insel, Thomas。“评估严重心理疾病的经济成本”。《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65:6 2008 年 6 月。/ Kessler 等人。“精神疾病对

美国收入的个人和社会影响：国家共病现象调查回复结果”。《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65:6。2008 年 6 月。 

68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1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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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研究了与精神疾病导致生产力损失相关的几个文献来源，重点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精神卫生 (WMH) 
调查计划赞助的一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Levinson 等人（2010 年）69根据从 19 个国家收集的 WHO 
WMH 调查数据结果，对精神障碍的人力资本成本做出了更广泛的估计。该研究发现，美国具有精神疾病经

历个人的收入减少了 25.5%。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报告，2018 年 12 月全国雇主的雇主补偿费用为每小

时 36.32 美元。70该数字乘以每天工作小时的平均数 (6.9)71 产生每日美国价值 250.60 美元。因此，收入减

少 25.5% 将等于每天损失 63.91 美元，或每月损失 1,917.30 美元。 

2. 确定患病率 

表 33 提出了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将灾后每个时间段的月数（表 35 第 1 列）应用于月生产力损失

（1,917.30 美元），确定该时间段可能的生产力损失。Schoenbaum（2009 年）的患病率因素用于调整生

产力损失，因为只有一部分人口将遭受灾后精神健康影响。患病率因素基于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因为没

有足够的文献记录轻度/中度精神健康问题对生产力的影响。72 

 

表 35.  30 个月每个工人的生产力损失，归因于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灾后时间 严重心理疾病导致的

潜在生产力损失 
受影响人口中的患

病率因素 
受影响人口中每个工人的比

例生产力损失份额 
1-12 个月（12 个月） $23,008  6% $1,380  
13-18 个月（6 个月） $11,504  7% $805  
19-24 个月（6 个月） $11,504  7% $805  
25-30 个月（6 个月） $11,504  6% $690  
每个工人的总生产力损失   $3,681  

例如，  

($1,917.30 𝑝𝑒𝑟 𝑚𝑜𝑛𝑡ℎ ∗ 12 𝑚𝑜𝑛𝑡ℎ𝑠) ∗ 6% = $1,380.46 

3. 确定受影响的人口 

本分析中，在 1% 年度机会事件期间经历洪水的住宅建筑中的总人口均被视为受到了影响。请参阅上述伤

害分析中的步骤 1，其中详细描述了如何将研究区域中的人口分配给建筑物。每个家庭的平均人口数 (2.61) 
以及人口数据用于确定项目区域的家庭数量。将纽约市每户家庭的平均工人人数（1.18 人）应用于 1% 年
度机会事件期间受影响的家庭数量，以确定将遭受洪水的工资收入居民的人数。将 30 个月内每个工人的总

生产力损失（3,681 美元）应用于 1% 年度机会事件（项目保护水平）期间将遭遇洪水的工资收入居民人数，

以评估避免的生产力损失。 

 

69 Levinson 等人。2010 年。“严重精神疾病与收入的关系：世卫组织世界精神健康调查结果”。《英国精神病学杂志》。八月；

197(2)：114-121。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913273 

70 《员工薪酬成本》。2015 年 3 月。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 

71《所有员工的平均加班时数》。网页。位于：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t18.htm  

72 FEMA。2014。《更新的社会效益方法报告》。12 月 18 日。 

http://www.bls.gov/news.release/empsit.t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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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假设 

• 分析师认为，纽约市每户家庭的平均工人人数和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适用于研究区域。 

• 仅提供头 30 个月的损失工资，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来分析更长的时间。 

• 患病率基于严重的精神问题，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记录轻度或中度精神健康问题对工人生产力的影

响。因此，结果被认为是保守的。 

• 本分析中未考虑人口增长。 

2.4.3.5 结果 

预期效益为前 30 个月提供了经济价值，仅仅因为没有足够的文献来估计 30 个月以上的影响。出于这个原

因，1% 年度机会事件的治疗成本（65,885,000 美元73）作为一次性总付价值增加到项目效益的现值，而不

是确定年度效益。该方法基于 FEMA 批准的方法，使用受 ESCR 项目保护的研究区域洪水情景的结果，并

将该值作为项目效益现值的一次性总付价值。74 

2.5 运输服务损失 
纽约市拥有复杂的交通系统，包括路面上的汽车、出租车、公交车和卡车、地铁、通勤铁路、自行车共享

和渡轮。洪水淹没可能导致所有这些模式的服务中断，迫使纽约人和游客寻找替代的交通工具上下班，从

而浪费宝贵的工作和休闲时间。 

2.5.1 预期影响 

交通服务损失可以被估计为由于交通网络中断而对出行者造成的时间损失的函数。基本的经济概念是，个

人时间具有价值，无论其是否有正式的工作报酬。因此，可以说，一小时的工作等于一小时的休闲时间，

因为休闲时间的机会成本等于一个小时工作可以赚取的工资。交通部 (DOT) 2016 年《时间价值指导》分析

中提供了一个小时的价值，即在全国范围内通用本地（相对于城际）出行为每小时 14.10 美元，或每分钟 
0.24 美元。75  

在本分析中对交通的影响基于道路交通（包括汽车和公交车交通）淹没而导致的使用丢失和延迟。由于地

铁系统正在接受独立的防洪保护，地铁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2.5.2 数据来源 

• 纽约州交通局 (DOT) 年平均日交通量 (AADT)，从 1977 年开始记录。年平均日交通量 (AADT) 是对

规定路段沿路的平均每日交通量的估计数据。该值由沿着相同路段获得的短期计数计算，然后作为

 

73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74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75 美国交通部，2016 年经济分析中关于出行时间估值的修订版部门指南，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sites/dot.gov/files/docs/2016%20Revised%20Value%20of%20Travel%20Time%20Guidance.pdf 

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sites/dot.gov/files/docs/2016%20Revised%20Value%20of%20Travel%20Time%20Guid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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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分解以产生 AADT 的估计数据。由于过程关系，任何给定道路的最新 AADT 将通常为上一年的

数据。对于本分析，纽约市最新的 AADT 是 2015 年。所有纽约州路线和属于联邦援助系统一部分

的道路都会为之提供数据。 

• 大都会运输署 (MTA) 公交路线乘客量。提供了公交路线的乘客量以及整体年度乘客量。在本分析中，

分析师使用了 2013-2017 年平均每个工作日乘客量数据，以及 2018 年的每条公交路线和年度乘客

量数据。 

• EPA 测力计驱动计划。车辆底盘测力计驱动计划在国家车辆和燃料排放实验室用于确定车辆燃料的

经济性。纽约市自行车 (NYCC) 系统具有走走停停的低速交通状况。 

• MTA 2019 采用的预算和财务计划。为 MTA 提供每个部门的年营业收入，包括按交通模式计算的车

费收入。 

• 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生院鲁丁交通中心 2012 年 11 月的《飓风桑迪期间和之后的交通状

况》。这是一个宝贵的资源，用于估计类似于飓风桑迪的洪水事件的影响，特别是增加的通勤时间

和风暴后的交通模式份额的变化。 

• 美国交通部《TIGER 效益成本分析 (BCA) 资源指南》。该原始资料由美国交通部编制，提供标准

的经济价值，以评估交通效益；该效益将被称为 TIGER 值。 

• FEMA 的《效益成本分析重建 (BCAR) 指南》。本报告提供了可接受的计算各种公共服务（包括道

路和桥梁）服务损失的方法。 

2.5.3 分析步骤 

2.5.3.1 汽车交通（道路） 

分析师根据预期在每个重复间隔期间被淹没到任何深度的道路区域以及在风暴潮洪水事件之后这些道路上

将预期增加的出行时间，估计了道路的服务损失。 

分析师认为罗斯福大道 (FDR) 将在暴雨事件期间作为预防措施关闭，无论项目实施情况如何，并且取决于

道路是否预期在项目实施前后遭遇洪水。在极端天气期间关闭主要道路和桥梁的先例发生在飓风艾琳、桑

迪和在 2015 年暴雪期间。因此，与 FDR 相关的 AADT 数据被分析为与其他道路不同的单独影响。假设 
FDR 将在研究区域内关闭，Google 地图（请参阅图 11）中绘制的不受洪水影响的本地街道上的替代路线

也提供了估计的出行时间。根据飓风桑迪后报告的通勤增加时间，替代路线的出行时间增加了 56%，以应

对暴风雨事件后的交通拥堵状况。用增加的出行时间乘以 TDRER 值和 FDR 上的 AADT，如下列公式所示： 

∆𝑡 ∗ 𝐴 ∗ 𝑉𝑡 
其中：  

∆𝑡 = 每辆车的行程时间变化   

𝑉𝑡  = 时间值（TIGER 值） 

𝐴 = A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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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FDR 路线和替代路线 

对于除罗斯福大道 (FDR) 之外的道路，因为使用此方法会存在挑战：无法使用 AADT 数据确定行程的起点

和目的地信息，并且曼哈顿下城街道和大道的非分级网格系统通常允许存在多个替代交通路线。由于这些

原因，分析师认为只考虑沿着边道的洪水影响路段增加的出行时间更为保守。 

GIS 分析表明了“灾害分析”一节所述的风暴潮情景下的道路泛滥程度。根据预期的淹没程度，假设了沿

着每个道路段的影响区域。例如，1% 年度机会的情景淹没区域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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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在 21 世纪 50 年代受 1% 年度机会沿海浪涌事件以及 SLR 影响的街道 

为确定由洪水引起的额外出行时间，有必要为每个路段建立基线出行时间。分析师使用 GIS 来测量每个受

影响道路段的长度，并以表格格式导出结果。 

典型的出行时间通过将道路段长度乘以 7.1 英里/小时进行估计，这是纽约市 EPA 测力计驱动计划的平均值。
76  表示为每英里 8.45 分钟。 

拥堵因素基于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政策学院进行的桑迪过后调查，该调查发现曼哈顿居民的通勤时间在暴

风雨过后的日子里增加了大约 56%。77  该过程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𝑡 ∗ 𝑉𝑡𝑡)𝐴 

 

76 EPA 测力计驱动计划（NYCC 和 HWFET 平均值）http://www3.epa.gov/nvfel/testing/dynamometer.htm  

77 飓风桑迪期间和之后的交通，瓦格纳公共服务研究生院，鲁丁交通中心，2012 年 11 月。
http://wagner.nyu.edu/faculty/publications/transportation-during-and-after-hurricane-sandy  

http://www3.epa.gov/nvfel/testing/dynamometer.htm
http://wagner.nyu.edu/faculty/publications/transportation-during-and-after-hurricane-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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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Δt = 每分钟车辆出行增加时间 

Vtt = 每分钟的时间值（TIGER 值） 

A = AADT（路段） 

 

例如，百老汇和 C 大道之间的东 23 街路段长为 0.26 英里，AADT 为 17,886 辆，在典型的一天中，车辆需

要 2.19 分钟通过。如果出行时间增加了 56%，新的出行时间将为 3.42 分钟，Δt 将为 1.23 分钟。以 Δt 
表示的行程时间增加乘以每分钟时间的 TIGER 值，在这种情况下为 0.24 美元的值，在公式中表示为 Vtt。
由此产生的金额表示为每位受影响乘客增加出行时间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每辆车 0.29 美元），可以乘

以车辆总数来估算拥挤道路的总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为每天 5,161 美元。然后将在每次重复发生间隔期间

受影响的所有道路每日成本加倍，用于计算在风暴潮事件之后立即增加的 2 天行程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路

面车辆交通影响的结果在下面 表 36 中总结，表示为每个重复发生间隔的影响、年化效益和从使用 3% 和 
7% 的折现率项目使用年限的年度效益得出的现值。用于得出这些值的计算在 表 38 中提供。 

表 36.  道路影响摘要（单位：千美元）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10% 年度机会事件 2% 年度机会事件 1% 年度机会事件 .2% 年度机会事件78 

FDR  $818  $818 $818  $614  
其他街道  $137  $158 $184  $144  
总计  $955 $977 $1,002 $757 

总年化效益  $96  
现值（7% 折现率） $1,321 
现值（3% 折现率） $2,463 

2.5.3.2 预期公交车服务损失 

公交车服务的预期损失估算类似于道路方法，因为测算了受交通拥堵增加影响而导致的增加出行时间。与

道路方法相反，在计算增加的出行时间和相关成本时，考虑了每条受影响公交路线的整个长度，以获取增

加的拥堵对乘客造成的全部影响。因此， 总路线长度的计算与道路段长度无关。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受

影响的公交路线在大致相同的路线上包含数个变化，或者分为几个部分。在大多数此类情况下，对于每条

公交路线，GIS 分析师使用在给定路线变化之间共享的路线段作为确定路线长度的基线。对于每个重复间

隔，在每个受影响路线变化上都分别添加了与变化之间不同路段相对应的额外长度。 

 

78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

失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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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免费票价也预计会造成收入损失，因为在飓风桑迪后暂停收票五天，虽然公交车继续为公众提供服

务。 

GIS 分析表明了“灾害分析”一节所述的风暴潮情景造成的公交路线洪水程度。受影响的公交路线根据每

种情况下的预期淹没情况预测。用拥堵导致的整条公交路线长度出行增加时间乘以每条受影响的公交路线

乘客量并乘以损失的时间值。79 然后将在每次重复发生间隔期间受影响的所有公交车乘客人数每日成本总

数加倍，用于计算在风暴潮事件之后立即增加的 2 天行程时间。延迟公交路线的公交车乘客的成本公式如

下： 

∆𝑡 ∗ 𝑉𝑡 ∗ 𝐴𝑟 
其中： 

Δt = 出行时间变化 

Vt = 时间值（TIGER 值） 

Ar = 每日平均乘客量 

 

为确定票价收入损失，2019 年公交车收费的营业收入根据总乘客量份额按比例分配给路线。该分析假设 5 
天的票价收入损失。以美元计算的公交车乘客人数影响的结果在下面  表 37 中总结，表示为每个重复发生

间隔的影响、年化效益和从使用 3% 和 7% 的折现率项目使用年限的年度效益得出的现值。用于得出这些

值的计算在 表 38 中提供。 

表 37. 对公交车服务影响摘要（单位：千美元） 

对公交车服务的影响 

 10% 年度机会事件 2% 年度机会事件 1% 年度机会事件 .2% 年度机会事件80 
乘客时间损

失成本 $904  $983 $2,038 $1,529 

收入损失  $460  $460 $782 $586 
总损失  $1,364 $1,443 $2,820 $2,112 

总年化效益  $158  
现值（7% 折现率） $2,174 
现值（3% 折现率） $4,054 

 

 

 

 

80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

失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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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假设 

• 假设 f 发生一起事件，交通服务将在威胁过后并在终止任何撤离命令停止后立即开始。 

• 道路将在风暴潮事件期间完全停止服务，所以服务损失反映了桑迪过后“紧急级别交通堵塞”的天

数之后的紧接着的 2 天状况。 

• 就像在飓风桑迪发生之后，在任何预计会在给定的风暴潮洪水情景中被淹没的道路上，交通堵塞都

将持续相同的时间段。 

• 预期飓风桑迪之类的影响将发生，但只针对每个洪水情景中预期遭受洪水的区域。 

• 增加的出行时间将仅发生在受影响的道路段上，而不是在整个道路或相邻道路上。因此，该分析中

未记录淹没的交通网络导致的其他非洪水区域中增加的拥堵。 

• 在受影响的每条公交路线的整个长度上，公交车的行驶时间都将增加。公交路线的整个乘客量受到

与淹没公交路线相关联的预期增加的出行时间的影响。 

• 在所有受影响的道路上，拥堵都是一致的。 

• 替代路线将受到保护，以免受洪水侵袭。 

• 可能遭受 0.2% 年度机会洪水事件发生的道路和公交路线仅受到 75% 的保护。 

2.5.5 结果 

表 38.  交通服务损失结果摘要（不包括因潜在重复计算而移除的效益）（单位：千美元）  

损失类别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0.2%*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F=E*PV 系数 

汽车 $955 $977 $1,002 $757 $96 $1,321 

公交车 $1,364 $1,443 $2,820 $2,115 $158 $2,174 

总计 $2,319  $2,419 $3,822  $2,872  $253 $3,496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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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公共和基本设施服务损失 
FEMA 将关键或必要的设施定义为“即使轻微的洪水变化也是大威胁”的设施。典型的关键设施包括医院、

消防局、紧急医疗服务 (EMS) 站、警察局、公共设施、关键记录储存和类似的设施。81有必要将关键设施

的分析与一般住宅和商业建筑的分析分开，因为除了易受洪水影响的建筑物之外，关键设施会提供在紧急

情况下可能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除了任何预期的物质财产损失之外，关键设施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可以量

化并包括在内。FEMA 的《效益成本分析重建 (BCAR) 指南》量化了许多典型关键设施的标准服务价值，

并提供了计算效益的方法。下面每节会解释和使用标准值和方法。 

2.6.1 预期影响 

分析关键设施的第一步是确定位于项目区域内的此类设施的数量和类型。确定关键设施82的位置，并分为以

下几类： 

• 警察局 

• EMS 站  

• 消防站 

• 医院和紧急医疗护理设施 

• 学校  

• 图书馆 

• 公园 

• 医院 

• 公用事业资产（电力、水、废水） 

预期受发生概率为 10%、2%、1% 和 0.2% 建模洪水情景影响的设施使用 GIS 确定。学校、公园和图书馆

是在这种方法中评估的唯一的公共和基本设施，因为位于项目区域内的 EMS 站或消防站都不会受到任何一

个建模的洪水情景的影响。研究区域内预期受到影响的公用事业、警察局和大学资产正受到单独的防洪保

护，并已从分析中移除，以避免重复计算这些项目的效益。有关这些资产的更多详情，请参阅第 1.4 节：

减少重复的效益或潜在的重复计算。 

为将受影响的每个关键设施收集了设施特定的信息。收集的信息包括位置、服务人口、运营预算和附加的

设施特定信息。编制的基本设施日志用于记录在所有设施及其位置收集的信息。最后，完成了受影响设施

的分析。该分析概述如下。 

 

 
 

82 博物馆和其他旅游景点等文化资产在本分析中尚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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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1 学校 

 

飓风桑迪之后，所有 1,750 所纽约市公立学校均关闭了一

周，许多学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或者在下周搬迁。83 根据

《自由街经济学》(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报告，有 86 
所学校因直接洪水损坏而关闭，学生受教育程度中断的情况

非常严重。截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事件发生三个星期

后，所有 86 所学校的学生都已返校，但仍然有 24 所学校

仍在搬迁设施。 

ESCR 研究区域大约有 32 所学校。计算学校关闭服务损失所需的数据包括服务中断时间（或关闭时间）和

年度运营预算，如果没有，则需要学校的学生人数。每日运营预算可以从年度预算中得出，该值用于确定

任何天数的失学服务的货币价值。 

纽约市教育局发布的一份年度财务报告用于计算 2017 年财政年度的服务损失。84 为了估算没有预算的学校

年度运营预算，确定了所有可用预算学校每年每名学生的平均价值。教育局每年为每名学生的直接学校服

务支出为 20,724 美元。将该数字应用于学生人数，确定年度运营预算。 

中断服务的天数在第 2.3 节：搬迁中计算为恢复或搬迁时间。将每日运营预算应用于恢复天数，以估计服

务损失的价值。24 所学校将受益于于 ESCR 防洪系统，预期的避免损失概述如 表 40 所述 。 

2.6.1.2 图书馆 

有两个公共图书馆可以受益于 ESCR 防洪项目：位于 East 10th St 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图书馆和 Columbia 
St 的汉密尔顿鱼公园图书馆。年度运营预算的根据纽是约公共图书馆 2018 财年年度报告85。这些是基于图

书馆分馆的费用和全系统管理和图书馆服务费用，共分为 88 个分馆，每个分馆的年运营成本为 3,362,575 
美元。由于汉密尔顿鱼公园图书馆与所分析的学校之一（科学技术与数学新探索）位于同一建筑物内，因

此学校和图书馆的结果整合到一个避免损失分析中，以避免重复。 

2.6.1.1 公园 

共有 54 个公园将受益于 ESCR 防洪项目，总面积超过 200 万平方英尺。这包括作为工作范围一部分而得

到改善和抬升的公园（如东河公园），以及沿海地区内陆但在洪泛区内的其他邻里和口袋公园。GIS 分析

用于识别将被每个洪水情景洪水淹没的公园区域，而且分析师与公园与康乐局进行了协调，以估计每个洪

水情景下公园将停止使用的天数，在 表 39 中进行了总结。 

 

83 Chakrabarti, Rajashri 和 Livingston, Max。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对纽约学校关闭和考勤的影响》。[网页]位于：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ajashri-chakrabarti/hurricane-sandy-school-days_b_2360754.html.12 月 24 日。 

84 纽约市教育局。2017 年纽约市教育局。[网页] http://schools.nyc.gov/Offices/DBOR/AM/default.htm 
85 2018 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https://www.nypl.org/help/about-nypl/annual-report。 

“搬迁的挑战给被迫搬迁的学生和教师、接

受流离失所者的学校和协调搬迁的 DOE 带来

了沉重的负担。该系统没有空置学校或场地

作为较大的缓冲区，所以寻找安置 20,000 多

名学生的地点不是简单的任务。” 

- 《自由街经济学》（2012 年）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rajashri-chakrabarti/hurricane-sandy-school-days_b_23607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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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按洪水情景的公园影响 

洪水情景 10% 2% 1% .2% 

洪水淹没面积（单位：千平方英尺） 1,960 18,585 $31,024 $53,490 
停止服务天数 1 3 10 21 

 

公园的每平方英尺年度运营预算根据公园与康乐局 2019 年年度运营预算（5.019 亿美元）86除以市内公园

总面积（30,000 英亩或 130.7 万平方英尺）计算得出每平方英尺 2.60 美元。该值被转换为每平方英尺每日

运营成本，并乘以每个洪水情景停止服务天数和淹没平方英尺。 

𝐿𝑜𝑆 =
𝐵𝑎

365
∗ 𝑃𝑓 ∗ 𝐷𝑜𝑆 

其中： 

LoS = 服务损失 

Ba = 年度预算 

Pf = 淹没公园面积（平方英尺） 

DoS = 停止服务天数 

 

2.6.2 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 

如第 2.3.3 节：业务中断所讨论的情况，设施的服务损失成本可能与某些设施的业务中断成本重复。此外，

已经实施或计划实施 ESCR 范围之外的防洪措施的基本设施也是重复的。因此，该分析省略了联合爱迪生

东河发电站、联合爱迪生东河蒸汽电厂、纽约大学 （NYU) 关节疾病医院骨科研究所、警察服务 4 区、所

有 MTA 设施和曼哈顿水泵站，以避免重复计算效益。  

 
86 https://council.nyc.gov/budget/wp-content/uploads/sites/54/2018/05/FY19-Department-of-Parks-and-Recre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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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结果 

表 40.  避免失去的学校、图书馆和公园服务年度效益（单位：千美元）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资产 10% 2% 1% .2 美元%* 年度效益**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学校和图书

馆 
$1,502 $18,585 $31,024 $53,490 $1,497 

公园  $14 $52 $178 $315 $6 
总计 $1,516 $18,637 $31,202 $53,805 $1,503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2.7 避免的房产价值损失 
ESCR 项目将实施防洪措施，减少研究区域内的洪水风险。研究表明，随着感知的洪水风险增加及可见或

感知的洪水风险下降和美学质量增加，房产价值也会随着下降。这些效益相互排斥，因此可以量化而不会

重复。87 与洪水风险降低相关的效益在本文中通过享乐定价研究（住房市场中显示的价值愿意支付价格）

进行量化。 

2.7.1 数据来源 

• 纽约市主要土地使用征税地块输出信息数据（2019 年）：该数据集提供了研究区域内建筑物的评估

值。 

• FEMA 初步洪水保险费率地图：这些数据用于识别受建筑规范和保险要求约束的建筑，并将受益于

通过房产价值增值而下降的洪水风险感知。 

• 《绿色基础设施的价值：认识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指南》（2010 年）：本指南提供了文献来源，

这些来源可以评估由于洪水风险减少而增长的房产价值。 

 
87 美学效益一节描述了公园改善对房产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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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方法 

研究表明，在洪水事件发生后财产被淹没时，房产价值可能会下降 3% 至 12%。Bin 等人  (2008 年）发现，

根据监管标准，社区中存在高风险意识的地区，洪泛区的住房价值下降了 7%。同一项研究对其他研究进行

了调查，发现洪泛区内的位置使房产价值下降 3% 至 12%。88同一研究人员（Bin 等人  2013 年）的另一项

研究分析了重大风暴后的房产价值损失，发现飓风弗兰后下降了 5.7%，而飓风弗洛伊德后下降了 8.8%。

下面的方法介绍了高度、中度和低度情景，使用了 3%、7% 和 12% 的避免房产价值损失。 

1. 识别受益建筑物 

基于上述方法，分析师认为，由于洪水事件和感知的洪水风险，预计受 ESCR 项目保护免受洪水影响建筑

物的房产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下降。ESCR 项目旨在为 1% 年度机会事件提供保护。因此，分析师确定

了预计会受到 1% 年度机会事件影响的结建筑物，因为这些建筑物将受益于 ESCR 项目。 

2. 获得市场价值 

将被 ESCR 项目保护而不被淹没的建筑物的评估价值转换为市场价值。评估价值是公共税务评估员基于税

收目的而对房产作出的估值，而公平市场价值是指在一般和普通情况下，知情的自愿买方和卖方之间商定

的价格。换句话说，市场价值是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时房产价格的最佳估计值。税务评估员通常将评估比

率应用于公平市场价值中，以确定评估值（请参阅表 41）。分析师通过市府使用的评估比率将评估值转换

为了市场价值。 
 

表 41.  按税种分类的评估比率概述 

税种 税种描述 评估比率 
1 一户、二户和三户住宅房产和小公寓 6% 
2 所有其他住宅房产，包括租赁和多户合作社和公寓 45% 

 
3 公用事业不动产 45% 
4 所有其他不动产，如办公楼、工厂、商店和空地 45% 

来源：NYC 税收预测文件，2015 年 11 月 

3. 计算了避免的房产价值损失 

将房产价值下降百分比应用于每个受益建筑物的总市值，以得出房产价值下降总额。该值必须转换为年度

效益。《地球经济学》认为，1% 房产价值总下降是每月预期的合理下降值。因此，将 12.68%89 预期下降

应用于房产价值，以得出年度效益。值得注意的是，房产价值的下降代表了每年年度下降值不应超过的上

限。因此，从零年开始的每年下降将每年实现，直到达到避免损失（约 7.5 年）。 

 

88 Bin, O., Brown Kruse, J. 和 C.E.Landry。2008 年。“洪水灾害、保险费率和设施：沿海住房市场的证据”。《风险与保险杂

志》。第 75 卷，第 1 期。第  63-82 页 
89 复利利率的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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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假设 

• 由于感知到的洪水风险下降和接近美学设施而产生的效益不被视为重复计算效益，因为对这两种效

益而言，估计的房产价值增值被认为是保守的，而且这些效益根据研究是相互排斥的。在任何情况

下，本分析中未计算美学效益。 

• 预计感知的洪水风险下降将仅在 FEMA 洪水保险费率图所示的 1% 年度机会情景期间洪水泛滥的建

筑物中实现。接受房产价值增长评估的建筑物均满足这些标准。 

2.7.4 结果 

表 42 概述了项目提供的包含在效益成本比例中的洪水风险减少的房产价值效益。预期每年都会产生效益，

直到达到房产价值的总增长值。 

表 42.  洪水风险下降的房产价值收益（单位：千美元） 

 低度情景 (3%) 中度情景 (7%) 高度情景 (12%) 
头 7 年避免的年度损失 $9,111 $21,253  $36,444 
去年的年度效益 $8,076 $18,845 $32,305  
总效益 $71,853 $167,656 $287,410 

 

2.8 娱乐设施损坏 
ESCR 项目将为研究区域内的现有公园设施提供洪水风险下降的效益，特别是在东河公园、墨菲兄弟游乐

场、Asser Levy 公园和 Stuyvesant Cove 公园。该项目将使位于东河公园的许多设施超过预计的洪水水位，

并降低其他公园设施的风险。如果没有该项目，这些设施可能会因预计的洪水而受损，需要重置或修理，

并且在修复期间将无法使用这些资产（服务中断已在上述“服务损失”一节中说明） 

纽约市公园与康乐局防洪设计与规划：纽约市公园指南（DPR 的设计指南）以及与工程人员和纽约市 DPR 
的专家咨询为该方法提供了基础。 

分析师按每平方英尺估计了对一般公园设施和种植物的潜在损坏，并计算了对预计会产生大量额外重置费

用的特定公园设施的直接损坏（如合成草坪场、游乐设施、舒适站和绿道） 。 

分析师酌情使用了从设计团队开发的 ESCR 项目成本估算中提取的数据来计算现有公园特征的重置成本

（请参阅附录）。所有洪水深度均来自第 2.1 节中描述的模拟洪水情景。对于公园建筑物（舒适站、网球

建筑、田径建筑及维护和运营建筑），分析师使用了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的深度损坏功能。对于所有其他

设施，开发了以下假设来估算每个洪水灾害情景造成的损坏百分比： 

• 根据 DPR 的设计指南和 DPR 工作人员的指导，该分析假设合成草皮在 1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75%，在 2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100%。通过推算产生了额外的洪水损坏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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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DPR 的设计指南和 DPR 工作人员的指导，该分析假设游乐设备在 2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25%，在 6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75%，在 9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100%。通过推算产生了额外的洪

水损坏增量。 

• 根据 DPR 的设计指南和 DPR 工作人员的指导，该分析假设表面材料（如跑道表面、网球场和绿

道）在 1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75%，在 3 英尺的洪水中损坏为 100%。通过推算产生了额外的洪水

损坏增量。 

通过与专家咨询开发了每平方英尺的公园建设成本（131 美元/平方英尺），并考虑了纽约市的建筑成本，

分析师计算出对开放空间的预期损失。这个成本适用于项目区域内被 10%、2%、1% 和 0.2% 模拟洪水情

景所淹没的公园面积。 

2.8.1 假设  

该分析假设重置现有公园资产的每平方英尺成本与重置 ESCR 项目中特征的成本相当。在某些情况下，

ESCR 项目包括对现有设施的改善。因此，分析师根据项目成本计算出每平方英尺现有设施的重置成本。

例如，拟议的新网球建筑比现有的网球建筑大约 1,000 平方英尺，因此重置本分析中使用的现有设施的成

本低于拟议的更大建筑的成本。 

2.8.2 结果  

表 43.  特定公园设施避免的损坏（单位：千美元）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资产 10% 2% 1% .2 美元%* 

设备 $1,018 $1,417 $1,817 $2,157 

结构 $4,305 $13,330 $14,658 $18,065 

建造表面 $5,016 $7,009 $7,039 $7,223 

合成草坪 $4,223 $12,358 $12,642 $12,642 

总计 $14,562 $34,115 $36,156 $40,087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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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公园景观和公用事业避免的损坏（单位：千美元）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10% 2% 1% .2 美元%* 
总计 $71,257  $144,163  $206,484   $229,258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表 45.  公园避免损失的总效益（单位：千美元） 

2019 年按年度机会海岸洪水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避免的损失（单位：千美元） 

资产 10% 2% 1% .2 美元%* 年化效益** 现值*** 

计算 A B C D E（请参阅脚注） F=E*PV 系数 
总计  $71,257   $144,162   $206,484   $229,258   $12,551   $71,257  

*根据工程意见，ESCR 项目预期将减少 .2% 年度机会沿海洪水情景的预期损失，减少幅度不少于 75%。因此，75% 的预期减缓损失
已作为效益纳入分析。 

**   E = (A, B)*(10%-2%) + 平均值 (B,C)*(2%-1%) + 平均值 (C,D)*(1%-0.2%)+D*0.2% 

***使用 7% 折现率计算。 

2.9 飓风桑迪的影响 
飓风桑迪对家庭、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了大量洪水损坏。飓风桑迪的影响激励纽约市致力于适应气候

变化的影响，并以更强的防灾能力应对沿海风暴；所有这些都将使纽约市变得更强、更安全和更有复原能

力。飓风桑迪的影响会在下文中讨论，以便比较历史损坏与预期损失，并增加对 BCA 结果的信心。根据 
HUD 通知：CPD-16-06 的要求，本节旨在描述如果类似于飓风桑迪的灾难再次来袭可能避免的成本。本文

仅讨论将受益于 ESCR 项目的下东城地区经历的风暴潮和地表洪水造成的影响。 

2.9.1.1 识别关键、基本和公共资产 

分析师进一步完善了识别特定资产的数据集，以便进行额外分析或从评估中移除避免重复计算的效益（请

参阅第 1.0 节）： 

• 联合爱迪生 (Con-Edison) 长期防灾计划旨在对东河发电站和蒸汽电厂实施防灾措施，以防止这些

系统在未来的大雨和大浪事件期间发生中断。因此，这些公用事业资产已从分析中删除。分析师还

移除了 MTA 资产，因为正在实施的防灾措施与 ESCR 项目无关。 

• 已识别的公共、关键和基本设施，以便根据服务和功能损失进行潜在的额外分析，或由于与其他正

在进行的防灾项目存在潜在的重复效益而移除相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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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公共基础设施  

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的老化公共基础设施系统是纽约市面临的挑战，因为它在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服务。

基本服务的中断可对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危险的健康影响和由于停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或由于电信中断而受阻的响应和救济工作。无法供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风险，因为居民可能因为排水故障

而接触到污染的水和面临潜在的霉菌问题。下东城在事件发生时极易受到基础设施故障的影响，几乎所有

系统都会受到影响。 

2.9.2.1 运输系统 

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飓风桑迪登陆之前实施了地铁系统紧急保护计划。行动包括关闭地铁站、用沙袋封

堵地铁站、关闭通风口以及使用现有水泵和发电机清除系统中的洪水。然而，由于入口点处于低洼位置和

洪水具有腐蚀性，这些行动未能防止一些地铁站和隧道遭到广泛损坏。飓风桑迪过后，曼哈顿下城的大多

数地铁线路关闭了三到七天。居民不得不依赖其他交通方式，如步行、骑、拼车、远程办公和使用公交车。

地铁关闭导致了道路交通增加，通勤时间延长。 
 
第 1 大道站和 L 火车隧道位于项目区域内。由于桑迪飓风造成的损坏，预计 MTA 将在 2019 年关闭部分 L 
线 18 个月，以便进行隧道维修和车站改善（8th Ave.  站、6th Ave.  站、14th St.  站、3rd Ave. 站 和 1st Ave 
站）。维修和改善工作包括修理粉碎的墙壁和损坏的轨道和电缆，预期费用超过 8 亿美元。400,000 名乘

客每天使用 L 线，225,000 名乘客使用该线在曼哈顿和布鲁克林之间往返。90MTA 正在采取独立于 ESCR 
项目的防灾行动，尽管如此，ESCR 项目将提供抵御沿海风暴影响的第一道防线。 

2.9.2.2 水和污水设施 

纽约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 14 个处理厂，每天处理 13 亿加仑的废水。该系统易受沿海风暴和洪水的影响，

因为关键资产通常位于海滨地带或附近。位于项目区内的曼哈顿水泵站将从 4,300 英亩的曼哈顿下城收集

的水流输送到布鲁克林的新城溪污水处理厂。曼哈顿水泵站经历了 3 英尺高度以上的洪水，并且因为该事

件而停电 24 小时。91 由于洪水和电力损失，水泵站停工两天。92  初步损坏成本为 1,500 万美元。93即使纽

约市环境保护局正在独立地减轻曼哈顿水泵站的工作，ESCR 项目也将提供额外的保护措施，防止受到沿

海风暴的影响。 

纽约市的综合下水道系统在同一管道中收集家庭、工业废物和雨水。在雨雪、洪水或沿海风暴期间，可能

会超出系统的承受能力，未处理的废水通过排水口被排放到当地水体中，例如东河。这些事件称为混合下

 
90 Emma G. Fitzsimmons。2016 年 7 月 25 日。《L 线将在 2019 年关闭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的路段，为时 18 个月》。《纽约时

报》。网页。位于： http://www.nytimes.com/2016/07/26/nyregion/l-train-will-shut-down-between-manhattan-and-brooklyn-in-2019-
for-18-months.html?_r=0 
91《纽约市污水防灾计划》。纽约市环境保护局。网页。位于： http://www.nyc.gov/html/dep/pdf/climate/climate-executive-
summary.pdf 
92 B. Atieh, C. Marra, E. Lehan 和 K. Moriarty。曼哈顿水泵站：《强化未来》。Hazen 和 Sawyer。网页。位于： 
http://www.hazenandsawyer.com/publications/the-manhattan-pump-station-fortifying-for-the-future/ 
93 纽约市环境保护局。2012 年 12 月 12 日。飓风桑迪对 NCYDEP WWTPS 和水泵站的影响。网页。位于：
http://www.harborestuary.org/ppt/Sandy/KMahoney_san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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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道溢流 (CSO)，可能是水质损坏的主要来源，因为它们会带来原污水的细菌和病原体。在飓风桑迪期间，

纽约市水道有十个部分处理或未处理的废水排放口。项目区域内的 CSO 排水口预期将在任何未来类似于飓

风桑迪的事件中因 ESCR 项目而关闭。 

2.9.2.3 电气系统 

在飓风桑迪之后，联合爱迪生 (ConEd) 第 13 街道变电所发生爆炸，曼哈顿下城陷入一片黑暗。洪水和断线

也造成了停电。花了四至七天的时间才恢复了 75 万居民的用电。94电力损失限制了人们使用饮用水、电梯

和更高楼层通道、药物治疗制冷设备，并导致正常甚至应急照明以及加热和空调损失。这种影响可能对弱

势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联合爱迪生正在实施一项价值 10 亿美元的强化未来风暴硬化计划，旨在解决

飓风桑迪期间揭露的薄弱问题。95 然而，ESCR 项目将提供第一道防线，以免遭到沿海风暴和洪水的影响。 

2.9.3 住宅和商业影响（直接物理损坏和搬迁成本） 

与飓风桑迪相关的风暴潮在一些地方达到 14 英尺，仅在纽约市就造成了约 190 亿美元的财产损失，96包括 
ESCR 项目区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减少业务的主要原因是断电和通信受损，工人无法上班。97这在

下东城尤其如此，由于联合爱迪生第 13 街变电站发生爆炸，该区断电数天。下东城的商家表示，业务在飓

风桑迪过后中断了一个星期，直到两周后地铁服务恢复时才恢复正常。98下东城业务改进区 (BID) 为受飓风

桑迪影响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许多企业每天收入损失至少为 1,000 美元。 

对新闻文章和研究论文的查看结果表明，项目区域可能遭受了以下住宅和商业影响，并且由于 ESCR 项目，

经合理预期，这些影响在未来可能避免或显着减少： 
• 飓风桑迪淹没区域中大约 20% 的房屋变为不宜居住房屋。99  
• 曼哈顿下城 70% 的企业能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重新开业，曼哈顿下城 85% 的企业能够在 2 周内

重新开业。假设这些企业遭受了最小的建筑物损坏或者搬迁到其他地方。 
• 曼哈顿下城 65% 的办公室关闭不到一周。100  

 
94 2012 年 10 月 31 日。《飓风桑迪期间联合爱迪生发生爆炸，曼哈顿下东城震耳欲聋》（视频）。《赫芬顿邮报》。网页。位于：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10/30/coned-explosion-hurricane-sandy-video_n_2044097.html 
95《联合爱迪生计划有助于纽约为下一世纪的风暴做好准备》。联合爱迪生。网页。位于：http://www.coned.com/fortifying-the-
future/index.html 
96 Colvin, Jill 和 Shapiro, Julie。2012 年。《彭博社表示飓风桑迪对纽约市造成了 190 亿美元的成本损失》。DNAinfo。[网页]位于： 
http://www.dnainfo.com/new-york/20121126/new-york-city/bloomberg-says-hurricane-sandy-cost-city-19-billion。 
97 Evan Burgos。《下东城小企业的困境》。《纽约城市透镜》。网页。位于：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2013-
2014/nycitylens.com/index-p=8714.html 
98 Evan Burgos。《下东城小企业的困境》。网页。位于：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2013-2014/nycitylens.com/index-
p=8714.html 
99 CDC。2013 年。《飓风桑迪 1 周后的非致死性伤害》。十月。 
100 市中心联盟。《恢复业务：曼哈顿下城在飓风桑迪来袭四个月后的状态》。2013 年 3 月。[网页]位于：
http://www.downtownny.com/sites/default/files/pdfs/Back%20to%20Business-State%20of%20LM-Report_2013_Final_Reduced1.pdf  
 

http://www.downtownny.com/sites/default/files/pdfs/Back%20to%20Business-State%20of%20LM-Report_2013_Final_Reduce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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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飓风桑迪影响的企业中有 95% 是中小型企业，雇用人数不足 50 人。101 这些企业面临库存损失、

设备损坏，以及建筑物和内部空间损坏。飓风桑迪造成的业务损失会在下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因此，使用第 2.3 节：对建筑物和内含物的直接物理损坏和 第 2.4 节：搬迁中所述的评估方法进行分析，

以了解对住宅和商业建筑及其居民的影响。飓风桑迪预期在项目区域内造成了价值约 8.66 亿美元的建筑物

和内含物损坏损失。飓风桑迪预期将为项目区域内的居民和企业造成约 4,,900 万美元的搬迁成本。 

2.9.4 人类影响 

项目区域内约 95,000 名居民因洪102 水而面临流离失所的风险。遭受洪水灾害或流离失所者的人更容易遭

受精神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和更高水平的压力和焦虑症状。103此外，这些个人可能预期会减少

工作生产力，这可能会对长期收入产生影响。 

2013 年 5 月，CDC 发表了一篇题为《与飓风桑迪有关的死亡案例》的文章。根据报告，与飓风桑迪有关

的 117 个案例中有一例与 ESCR 研究区域直接相邻。大多数死亡来自风暴潮引起的溺水。104除了生命损失，

许多人因洪水而受伤。CDC 通过调查确定生活在淹没区的 10.4% 的居民在飓风桑迪后的第一周报告受伤；

其中超过 70% 的人受伤超过两次。105这些伤害主要来自疏散或修复受损/被毁的建筑物。106最常见的伤害

是手臂/手部切口，然后是背部扭伤和腿部切口。25% 的受伤人群接受了医院、急诊科或医生办公室的治疗，

尽管这种情况因家庭类型而异。 

使用第 2.5 节：人类影响中所述的方法对飓风桑迪造成的人类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见 表 46。ESCR 项目

将保护下东城居民免受沿海风暴的人类影响。 

表 46.  飓风桑迪的人类影响（单位：千美元） 

损失类别 飓风桑迪 

心理压力和焦虑 $71,943 
失去的生产力 $40,905 
死亡 - 
伤害 $80,504 
总计 $193,353 

 
101 市中心联盟。《恢复业务：曼哈顿下城在飓风桑迪来袭四个月后的状态》。2013 年 3 月。[网页]位于：
http://www.downtownny.com/sites/default/files/pdfs/Back%20to%20Business-State%20of%20LM-Report_2013_Final_Reduced1.pdf  
102 人口数据来自 2015 年。尚未更新以反映飓风桑迪期间的情况。 
103 Rhodes, J., Chan, C.,Pacson, C., Rouse, C.E., Waters, M. 和 E. Fussell。2010 年。“飓风卡特里娜对新奥尔良低收入家长的精

神和身体健康的影响”。《Am J 矫正性精神病学》。四月；80 (2) ：237-247。 
104 Casey-Lockyer, M., Heick, R.J., Mertzlufft, C.E., Yard, E.E., Wolking, A.F., Noe, R.S 和 M. Murti。2013 年。“与飓风桑迪有关的

死亡 - 2012 年 10 月至 11 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周报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62(20);393-397。5 月 24 日。 
105 Brackbill, R.M., Caramanica, K., Maliniak, M., Stellman, S.D., Fairclough, M.A., Farfel, M.R., Turner, L., Maslow, C.B., Moy, A.J., 
Wu, D., Yu, S., Welch, A.E., Cone, J.E. 和 Walker, D.J.2014。《飓风桑迪 1 周后的非致死性伤害 - 纽约市大都会区，2012 年 10 
月》。《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周报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63(42); 950-954。10 月 24 日。 
106 CDC。2013 年。《飓风桑迪 1 周后的非致死性伤害》。十月。 
 

http://www.downtownny.com/sites/default/files/pdfs/Back%20to%20Business-State%20of%20LM-Report_2013_Final_Reduced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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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学校服务损失 

在飓风桑迪之后的第一周里，纽约市的 1,750 所公立学校被关闭。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许多学校仍关闭或

受损。在飓风过后一周里，受影响学校的学生被重新安置，其中包括位于 ESCR 项目区域 32 所学校的学

生。由于洪水损坏、停电和交通挑战，学校被迫关闭。截至 2012 年 11 月 16 日，事件发生三个星期后，

所有 86 所学校的学生都已返校，但仍然有 24 所学校仍在搬迁设施.飓风桑迪后第一周重新开放的学校的入

学率下降了 7%，在飓风桑迪后的前两个星期，搬迁学校的出勤率低于 33%。107ESCR 项目将保护学校和

居民免受沿海风暴的影响，使学生能够更快地恢复学业。 

2.9.6 公园损坏 

公园与康乐局 (DPR) 在桑迪登陆之前关闭了所有市内公园，后来公园仍然关闭了几天，以便进行公园检查

和清理。大多数公园在三天内重新开放，但近 400 个公园遭到严重损毁，并因重大维修而关闭。约 20,000 
棵街道和公园树木遭到破坏或倒塌。108  通过综合海岸保护设计抬升滨海公园和保护内陆公园，ESCR 将在

桑迪之类的未来事件中降低公园损坏的风险。 

2.9.7 业务中断（经济影响） 

飓风桑迪造成对建筑物的物理损坏导致纽约市的地方和区域经济遭受重大影响。业务活动中断，一些企业

被迫临时关闭，甚至永久关闭，或搬迁到其他地方恢复运作，导致产生行业产出损失。飓风桑迪造成美国

东北地区净经济损失约 200 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一以上集中在纽约市。109分析师使用 第 2.4 节：搬迁中描

述的方法来模拟由于飓风桑迪造成的业务中断的经济影响。110飓风桑迪造成的业务中断价值估计概述，请

参阅  

 
107 Livingston, Max 和 Rajashri Chakrabarti。2012 年。“超级风暴桑迪对纽约学校关闭和考勤的影响”。《自由街经济学》。[网页] 
位于 http://libertystreeteconomics.newyorkfed.org/2012/12/the-impact-of-superstorm-sandy-on-new-york-city-school-closures-and-
attendance.html#.VcNNB6PD-mQ。12 月 19 日。 
108  纽约市。2013 年。一个更加强大、更具韧性的纽约。 
109 纽约市。2015 年《纳入 1-9 修正案的 CDBG-DR 基金行动计划》。在线位于： 
http://www.nyc.gov/html/cdbg/downloads/pdf/CDBG-DR_Action_Plan_incorporating_Amendments_1-9.pdf。5 月。 
110 对 2015 年数据进行了分析，未进行更新以反映飓风桑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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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结果包括每种影响类型的直接、间接和诱导影响111，以及就业、劳动收入和产出损失112。 
  

 
111 直接影响指活动或政策导致的生产变化。间接影响指当地行业从其他地方行业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影响。诱导影响指某经济体对通过

重新投入增值部分所获得的收入所产生的初始变化（直接影响）的响应。 
112 就业指业务中断所影响的工作数量。劳动收入指所有形式的就业收入，包括员工薪酬（工资和效益）和所有者收入。产出代表了工

业生产的价值。在 IMPLAN 中，这些是数据集年份的年度生产估计值，以生产者价格计算。对于制造商，这将是库存的销售加/减变

化。对于服务部门，生产等于销售。对于零售和批发贸易，产出等于毛利润率，而不是总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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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飓风桑迪过后的业务中断  

影响类型 就业（工作） 
劳动收入（千

美元） 

增值  
（单位：千美

元） 

总产出 
（单位：千美

元） 
直接影响 3,024 $236,838 $634,668 $818,128 

间接影响 621 $72,420 $126,906 $165,389 

诱导影响 18 $1,348 $2,231 $3,204 

总影响 3,663 $310,606 $763,805 $986,721 

 

FEMA 的商业和家居安全研究所称，“因灾难关闭的所有企业中有四分之一从未再开业。”对于小企业而

言，该估计值更高。 

2.10 无行动替代方案 
根据 HUD 通知：CPD-16-06 的要求，应从现实角度考虑，如果未采取任何行动，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件。

第 2.1 节：灾害情景中所述的灾害情景预期不仅将持续到未来，而且也会由于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而恶

化。随着下东城人口变得更加密集和预期洪水淹没面积扩大，洪水风险将增加，更多的居民和建筑物将变

得易受到沿海风暴和地表洪水不断扩大的影响。 

如果未实施 ESCR 项目，下东城将继续遭受沿海风暴潮导致的大面积淹没问题。纽约市的居民、企业、关

键基础设施和数千名居民将继续受到越来越频繁和更强烈的沿海风暴的影响。如果不采取行动，飓风桑迪

等沿海风暴将继续对房产造成灾难性破坏，威胁居民的健康和安全，扰乱经济活动和居民的日常生活。 

本 BCA 估计了实施 ESCR 项目时预期避免的损失和增加的价值。BCA 估计了避免的房产损失、公共服务

损失、伤害和生命损失、精神压力和焦虑、生产力损失和业务中断的金钱价值。有可能使用年化的避免损

失预测在 5 年、20 和 50 年内的未来风暴影响。在考虑年化成本时，根据对 10%、2%、1% 和 0.2% 年度

机会沿海风暴事件的概率和后果的评估，研究区域内居民、企业主和纽约市政府的沿海风暴的累积成本在

五年内可能为 8.27 亿美元，在 20 年内为 22.2 亿美元，在 50 年内为 36.6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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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按类别总结了潜在的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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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如果没有采取行动的潜在影响（单位：千美元）* 

损失类别 5 年 20 年 50 年 

物理损坏 $248,965   $808,778 $1,398,737  
搬迁成本  $11,752   $38,178   $66,027  
业务中断  $253,298   $822,855   $1,423,082  
交通  $1,160   $3,768   $6,517  
服务损失  $6,854   $22,265   $38,507  
伤亡  $26,455   $85,939   $148,627  
心理压力和焦虑  $65,885   $65,885   $65,885  
失去的生产力  $37,427   $37,427   $37,427  
公园损坏  $57,480   $186,727   $322,934  
房产价值损失 $118,618  $151,744  $151,744  
总计  $827,921   $2,223,659   $3,659,646  

*基于中度情景和 7% 的折现率  

 

BCA 还考虑了 ESCR 项目增加的价值，包括预期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如果 ESCR 项目没有实施，这些效益

将无法实现。ESCR 项目预期将增强不相交社区之间的连通性，提供改善的娱乐机会，并通过增加和改善

的公园设施，增加自然环境中的生态系统服务。这些效益将有助于降低下东城的整体社会脆弱性并增加社

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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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值 
本节介绍用于量化与项目增值相关的效益与避免的损失的各种方法。这些效益包括：  

• 以减少能源使用、减少空气污染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形式提供的环境效益 

• 以娱乐价值形式提供的社会效益 

• 通过使研究区域更适合企业和居民在该地区共存而产生的美学效益  

3.1 环境价值 
ESCR 项目将增加树木的数量和预计可提供一系列环境效益

的植被数量（也称为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树木和植被提

供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价值可以进行量化，以估计它们对

社会的经济效益。这些效益被分类为碳封存、减少空气污染

物、节能、减少水处理需求、改善水质和授粉。 

3.1.1 方法 

美国农业部的《东北社区树木指南》（树木指南）、113纽约

街道树木普查、114 FEMA《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

和《地球经济学》等来源用于开发各种植被类型和效益的低

度、中度和高度效益情景。下面的 表 50 确定了哪些来源可提供

用于量化与效益成本分析中的树木和植被相关的效益美元价值，所

呈现的价值已标准化为 2019 年美元价值。平均高度效益和低度效益

情景以确定中度效益情景。表 49 概述了为每个效益情景开发每个植被

单位的效益值所采用的方法。 
  

 
113 美国农业部 (USDA)。2007 年。《东北社区树木指南》。[网页]位于：
https://www.itreetools.org/streets/resources/Streets_CTG/PSW_GTR202_Northeast_CTG.pdf.  
114 纽约市公园部。2016 年。街道树木普查。[网页]位于：https://tree-map.nycgovparks.org/ 

https://www.itreetools.org/streets/resources/Streets_CTG/PSW_GTR202_Northeast_CTG.pdf
https://tree-map.nycgovpark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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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低度、中度和高度效益情景方法摘要 

植被

类型 低度效益情景 中度效益情景 高度效益情景 

树木 每棵树的年度效益来源于《树

木指南》 
每棵树的年度效益是低度和

高度效益情景的平均值。 

每棵树的年度效益是 2005-
2006 年纽约街道树木普查的

平均结果。 

植被 

每植被平方英尺的年度效益由

来自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

展报告》的效益和在与纽约市

类似的环境中进行的植被性能

研究的结果综合得出。 

每植被平方英尺的年度效益

是低度和高度效益情景的平

均值。 

每植被平方英尺的年度效益由

来自 FEMA 的《最终可持续

发展报告》的效益和在与纽约

市类似的环境中进行的植被性

能研究的结果综合得出。 

 

表 50.  年度环境效益美元价值和来源 

植被类型 单位 效益 低度 
估计 

中度效益

（平均值） 
高度 
估计 

 树木 

年度美元/树 空气品质  $8.68 $9.12 $9.56 
年度美元/树 节能 $36.06 $78.73 $121.40 

年度美元/树 碳封存 $1.05 $3.47 $5.89 

年度美元/树 减少雨水径流 $11.66 $13.57 $15.48 

年度美元/树 总年度效益 $57.44 $104.89 $149.81 

  
植被 

年度美元/平方英尺 空气品质  $0.005 $0.006 $0.007 

年度美元/平方英尺 碳封存 $0.0004 $0.001 $0.001 

年度美元/平方英尺 水质 $0.008 $0.008 $0.008 

年度美元/平方英尺 授粉 $0.003 $0.003 $0.003 

年度美元/平方英尺 总年度效益 $0.016 $0.017 $0.019 

 

图例：  
价值 来源 

 E. Gregory McPherson, James R. Simpson, Paula J. Peper, Shelley L. Gardner, Keliane E. Vargas 和 
Qingfu Xiao。8 月 2007 日。《东北社区树木指南：效益、成本和战略规划》。美国农业部 (USDA)。 

 纽约市公园与康乐局。2005-2006 年。街道树木普查。 
纽约市公园与康乐局。2015 年街道树木普查。 

 FEMA。《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Jun Yang, Qian Yu 和 Peng Gong。2008.“量化在芝加哥绿色屋顶清除的空气污染”。《大气环境》 

42,7266-7273。 
 Kim, J., Whalen, J., Fleur, M. “一步一步：景观性能效益方法”。《景观性能系列》 

 



东海岸防灾项目效益成本分析 
  

arcadis.com 
效益成本分析 99 

 

3.1.2 假设和避免效益重复 

• 树木的效益基于净增加 399 棵树。 

• 景观区域的价值基于购买和安装景观美化的成本估算。所有景观区域都被认为有所改善（不是新

的），且价值折扣 50%，以避免在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发生重复计算的效益。然而，现有植被将实现

环境效益，改善植被预期会带来更大的效益。 

• 分析师认为，添加的树木是完全开发的中型树；因此，计算的效益涉及中型树。 

• USDA 的《东北社区树木指南》考虑了一段时间内的树木发病率 (33.95%)。该假设被纳入《树木指

南》提供的数字和低度效益情景的考虑范围内；因此，它不会作为单独的函数包括在计算中。高度

效益情景不考虑树木的发病率。 

3.1.3 结果 

表 51 所提供的结果针对 ESCR 项目实施计划的新种植植被和改善植被。生态系统效益超出了项目保护水

平的使用寿命。基于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和 FEMA 减排政策 FP-108-024-01，通常

向环境效益分配 100 年的使用寿命；因此，年度效益以 100 年使用寿命进行折现，以获得现值。与新种植

的或改善的树木和植被特征相关的运营和维护成本被记录在 O&M 项目成本内，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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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ESCR 项目的环境效益 

植被类型 年度低度效益价值 年度中度效益价值 年度高度效益价值 

植被 $7,170 $7,734 $8,297 

树木 $26,481 $48,352 $69,065 

总年度环境效益 $33,652 $56,086 $77,362 

以 7% 折现率计算的现值 464,000 美元 795,000 美元 1,127,000 美元 

以 3% 折现率计算的现值 1,028,000 美元 1,762,000 美元 2,496,000 美元 

3.2 娱乐效益 
城市公园可提供娱乐机会和审美享受、促进身心健康、增强社会联系和提供教育机会，从而帮助提高城市

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可持续性。115ESCR 项目建议通过增加新的公园要素和增强其他要素来改善东河公园。

预期会改善运动场、网球场和篮球场、蜿蜒小径、绿色开放空间、主题游乐场和水景。这些公园改善工作

将增加居民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的机会，从而增强使用设施者的健康和幸福感，增加社会资本116和改善较大

社区的生活质量。117 有两种方法来量化改善的户外娱乐机会：1) 增加的户外娱乐（娱乐效益）的消费者报

告价值，以及 2) 公园改善工作（健康效益）而引起的活动增加相关的健康效益。由于存在潜在的效益重复，

如第 1.4 节：减少重复的效益或潜在的重复计算中概述，以及缺乏提供身体活动和减少的健康成本之间的

直接和特定相关性的来源，健康效益分析的结果未纳入效益成本比，但在第 4.0 节：定性效益的第 4.1 节：

健康效益中有所介绍。 

3.2.1 娱乐效益 

公园改善工作带来的娱乐效益量化了预期增加的户外娱乐的消费者价值。在这种方法中提供了两种计算娱

乐效益价值的方法，并用作娱乐效益的低度、中度和高度价值情景。低度价值方法基于 FEMA 的《最终社

会可持续发展方法报告》，并为每平方英尺的空间分配价值。中度和高度价值方法使用地球经济学和美国

陆军工程兵部队 (USACE) 来源来估计和计算基于全州活动天数和计划公园改善工作的娱乐活动的增加而带

来的价值。这两种方法都需要 ESCR 项目拟议的新建的和改善的公园建筑面积，而这些面积来自项目成本

估算。 

 
115 Zhou, X. 和 M.P. Rana。2011.“城市绿地的社会效益”。“评估和可访问性测量 

的概念框架”。《环境质量管理：国际期刊》。 
116 Gomez, E., Baur, J.W.R., Hill, E.和 S. Georgiev。2015 年“城市公园和对社区的心理感觉”。《休闲研究杂志》。 
117 Lestan, K.A., Erzen, I.和 M. Golobic。2014。“城市邻里开放空间对健康相关生活方式的作用”。2014。《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

卫生杂志》。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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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分析步骤 

1. FEMA 方法学 

FEMA 采用每平方英尺 0.13 美元118作为绿色开放空间的标准年度娱乐价值。该年度娱乐价值是使用全国、

农村和郊区的愿意支付价格 (WTP) 研究产生的。119将 FEMA 的愿意支付价格 (WTP) 应用于新的和增强的 
ESCR 公园设施的总面积，以估计公园改善的娱乐价值。再次以 50% 的折现率计算改善的（增强的）空间

价值。 

2. 地球经济学方法 

评估娱乐效益的地球经济学方法也考虑了消费者剩余价值。该价值基于某些娱乐活动，如远足、骑自行车

和野餐，而不是增加的娱乐空间的建筑面积。为了生成对东河公园当前娱乐活动的估计价值，纽约州居民

的基准娱乐活动收集自纽约州全面综合户外娱乐计划 (SCORP)。娱乐活动数据以活动天数的形式提供，活

动天数是给定人群在一年内进行娱乐活动的总天数。更简单地说，活动天数可以被认为是娱乐活动与总人

口的比率。由于当地使用率不可用，可用全州活动天数得出东河公园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居民的当地活动

率。结果是东河公园四分之一英里范围内人口的目前休闲活动日数。 

将 USACE 单位天数价值 (UDV) 120 应用于当前娱乐活动天数的估计数量来量化娱乐效益，然后将得到的娱

乐效益分配到东河公园的总面积，以产生每平方英尺娱乐空间的基准效益（中度估计：2.29 美元和高度估

计：6.87 美元）。USACE UDV 根据活动类型提供一系列可能的娱乐价值，分析师使用最高和最低的适用

价值来产生一系列效益。将基准效益价值应用于新建的和改善的公园特征区域，以估计因项目而增加的娱

乐价值。改善的设施以 50% 的折现率计算。 

3.2.2.1 娱乐效益限制和假设 

• 为避免重复计算与附近公园的公园改善计划相关的效益，分析师从 0.25 英里的 ESCR 公园改善区

域内的人口中移除了距离另一个公园 0.25 英里内的居民。 

• ESCR 研究区域内的公园改善工作分为新建的公园或改善的公园。被重置的公园设施的效益被视为

改善设施。本方法中提出的娱乐效益仅包括净新建面积和改善面积的效益，改善面积价值以 50% 

 
118 价值已被标准化为 2019 年美元价值。 
119 务必注意，FEMA 考虑的研究在所分析的人口的大小和构成以及娱乐空间类型方面是有限的，因此导致计算出的城市环境娱乐效益

价值较保守。Brander 和 Koetse（2011 年）对不同的享乐价格和条件价值评估结果进行了荟萃分析，发现在两种类型的分析中，开

放空间价值和人口密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城市公园价值高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开放空间。Jim 和 Chen（2010 年）在香港对享乐价

格进行了研究，发现高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了城市开放空间的价值。作者认为增加的人口密度导致公园使用的增加，加强了当地居民之

间的关系，因此增加了公园的价值。 

Brander, L.M. 和 M.J.Koetse。2011 年。“城市开放空间的价值：条件价值评估和享乐定价结果的荟萃分析”。《环境管理杂志》。

92 (2011) 2763-2773。10 月 

Jim 和 Chen。2009 年 8 月 31 日。“邻里公园和景观因素对高层住宅价值的外部影响”。《土地使用政策》 27，662-670。 
120 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2016 年。经济指导备忘录，2016 年财政年度 16-03 单位天数娱乐价值。位于： 
http://planning.usace.army.mil/toolbox/library/EGMs/EGM16-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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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现率计算。50% 的折现率是一种转移方法，基于纽约市房管署 (NYCHA121) 工作人员对因拟议

改善附近 NYCHA 房产的设施而导致预期使用增加现象的反馈意见。 

• 评估改善/增强公园设施和空间价值的不同方法是估计设施增加的使用寿命，并计算延长使用寿命

的娱乐效益。本分析中采用简单的折现方法以便于审查。 

• 先前进行的研究的结果适用于研究区域。FEMA 价值依赖于研究，范围有限，但被认为适用于全国

区域。这种方法不考虑已知会影响评估娱乐效益价值研究结果的位置特定因素，例如人口密度、居

民年龄和收入分布。122 

• 分析师认为，纽约市每年活动天数与人数比率和全州范围内是相同的。户外需求调查是为全州户外

综合娱乐计划收集的主要数据。虽然这些数据在全州范围内收集，但它是唯一可用于支持对目前娱

乐活动进行估算的主要数据来源。 

3.2.3 结果 

与新建的和改善的公园空间相关的量化娱乐效益的两种方法中的结果各以低度、中度和高度价值效益情景

在表 52 中呈现。这些效益的现值可以与其他防灾值和固有值相结合，以确定效益的总现值与效益成本比例。 

表 52.  低度、中度、高度效益情景的娱乐效益结果（单位：千美元） 

效益  低度效益情景 
中度（平均）效

益情景 
高度效益情景 

总年度效益  $145   $2,621   $7,869  
总现值，7% 折现率123 $1,134,899 $20,390,477 $61,223,715 

总现值，3% 折现率 $3,753 $38,015,492 $114,143,953 
*包括新的和改善的休闲空间，并即减少是空间作为减少。 

3.3 美学效益 
ESCR 项目包括防洪措施以及公园改善工作，这可能使研究区域对现有和未来居民及企业更具吸引力，从

而可能对居民和当地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有吸引力的观点是可以促成这种积极影响的因素之一。增加美学

设施的效益可以通过享乐定价（从住房市场统计分析推断的愿意支付价格 (WTP) 值）和每平方英尺的标准

值来量化。ESCR 项目不是改善研究区域内公园和游乐场质量的几个计划之一。对其他公园的改善工作也

将对居民和地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可以通过享乐定价估计。使用享乐定价方法来估计效益的价值时，几

乎无法知道研究区域中的哪个公园改善计划具有更大或更小的影响。为避免可能重复计算与研究区域内其

 
121 纽约市房管署是一个公共机构，负责全市五个行政区的 328 个公共住房开发项目。 
122 Brander, L.M. 和 M.J.Koetse。2011.“城市开放空间的价值：条件价值评估和享乐定价结果的荟萃分析”。《环境管理杂志》。

92 (2011) 2763-2773。10 月 

123为了将未来效益与目前成本进行比较，年度效益的现值使用适用于项目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效益年度美元价值的折现率计算。现值

表示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的娱乐效益总价值。项目的寿命为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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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公园改善计划相关的效益，美学效益在本文中使用 FEMA、《东北树木指南》和纽约市公园与康乐局树

木普查提供的标准值来进行量化。 

3.3.1 数据来源 

•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124：这份报告包含每年每英亩绿色开放空

间的美学价值。 

• 《东北社区树木指南》（2007 年）：这份报告为公共树木的美学效益提供了价值。 

• 纽约市 (NYC) 公园部（2005-2006 年）街道树木普查：普查的结果用于获得纽约市每棵树提供的环

境和社会效益。 

3.3.2 方法 

分析师使用 FEMA 的《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中提供的方法来评估公园具体改善工作的美学效益。

FEMA 的报告使用效益转移方法125来获得每年每英亩绿色开放空间的美学价值。分析师将该价值标准化为 
2019 年美元价值，并转换为平方英尺。将该值应用于新建的和改善的绿色公园空间面积，以评估美学效益

的价值。改善空间价值以 50% 的折现率计算。 

树木还可以增加公园和周围地区的美学质量。美国林务局的《树木指南》和纽约市街道树木普查提供了每

棵树的年度审美价值，分别用于开发低度等和高度效益情景。来自两个来源的每棵树的年度价值被标准化

为 2019 年美元价值。平均高度效益和低度效益情景以确定中度效益情景。将每个情景中每棵树的年度价值

应用于 ESCR 项目产生的树木净增长。 

3.3.3 假设 

• 可以使用计量经济享乐价格方法估计绿色开放空间的美学价值。文献表明，绿色空间可以将房产价

值增长 2% 至 20%，更多的城市地区会有更多的增长。作为 ESCR 一部分计划的公园改善将与研究

区域其他公园的改善同时实施。研究区域的所有公园增强计划将增加社区的美学质量，使得难以确

定一个项目是否将具有比另一个项目更大的影响。为避免重复计算研究区域中其他项目的效益，房

产价值增长没有用于确定美学效益。 

• 使用 FEMA 方法考虑了新的或改善的娱乐空间（包括绿地和硬景观）。 

• 分析师认为，FEMA 用于确定标准值的先前的研究的结果可转移到研究区域。FEMA 值基于 FEMA 
认为适用于全国的研究。研究表明，较高的人口密度导致城市公园和开放空间的价值大幅增长。126

由于使用了 FEMA 标准数据，本分析中未考虑城市地区的增值。 

 

124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2012 年。《最终可持续发展效益方法报告》。2012 年 8 月 23 日。 
125 效益转移方法将先前进行的初级研究结果应用于另一地理区域。 
126 Brander, L.M. 和 M.J. Koetse。2011 年。“城市开放空间的价值：条件价值评估和享乐定价结果的荟萃分析”。《环境管理杂

志》。92 (2011) 2763-2773。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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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师认为，添加的树木是完全开发的中型树；因此，计算的效益涉及中型树。 

• USDA 的《东北社区树木指南》考虑了一段时间内的树木发病率 (33.95%)。该假设被纳入《树木

指南》提供的数字和低度效益情景的考虑范围内；因此，它不会作为单独的函数包括在计算中。高

度效益情景不考虑树木的发病率。 

3.3.4 结果 

表 53 概述了与绿色开放空间和树木相关的美学效益。这些美学效益针对在作为东海岸防灾项目一部分拟议

的自然改善工作，并不会重复计算研究区域内其他公园改善工作的效益。 

表 53.  公园空间和树木的美学效益 

 年度低度效益情景127 年度中度效益情景 年度高度效益情景 

公园空间和年度效益 $19,242 $19,242 $19,242 

树木和年度效益 $19,075 $32,672 $46,269 

总年度效益 $63,777 $77,374 $90,971 

现值，3% 折现率 $1,640,974 $1,990,564 $2,340,668 

现值，3% 折现率 $880,174 $1,067,684 $1,255,471 

 

  

 
127 绿色开放空间的年度效益以美元/总平方英尺的附加空间表示，而树木的年度效益以移出树木总数的美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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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量化效益 
由于数据不足，ESCR 项目可能会提供本 BCA 未评估的其他效益。这些效益描述如下。 

4.1 健康效益 
研究发现，对公园的物理改善工作和增加的通道可以增加公园用户数量和运动频率。128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 (CDC) 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使用公园和/或娱乐区可以增加当地居民的运动频率。129 CDC 研究的

结果表明，“创建或增加体育活动场所的通道会导致每周锻炼三天或更长时间的人数百分比增加 25.6%”，
130 而通道可通过修建步道或减少对这些地方的障碍实现。ESCR 项目的实施预期将增加东河公园通道，增

强现有的娱乐设施，并改善相邻社区之间的连通性。因此，分析师预期公园中体育活动的频率和数量会增

加，从而增加符合身体健康指引的居民人数。增加的运动会改善健康，从而降低医疗护理成本并提高工人

生产力。 

很难估计多少新建的/改善的公园空间和哪些类型的改善工作将导致更多的人锻炼，假设人们因为锻炼而达

到健身指导的要求，那么需要的医疗关注较少。由于缺乏来源说明增加的体育活动和减少的医疗保健成本

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潜在的重复计算娱乐价值的效益，健康效益不包括在 BCR 中。 

4.2 避免的紧急服务部署 
在飓风桑迪之后，需要设备、燃料和人力资源来减轻洪水条件，包括发电机、除湿器、拖车、水泵和其他

机械。所需设备的数量以及设备在人行道和街道上占用的空间影响了该地区的交通和行人流通。车辆和行

人必须改变穿过该地区的行程，这样增加了通勤时间，并可能影响通勤者对交通方式的决定。此外，居民

抱怨空气质量和噪音污染，这两者都与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有关。这些抱怨还表明，该设备对该地区居民的

生活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通过减少风暴潮造成的洪水风险，ESCR 项目将减少与洪水事件后清理相关的

重型机械和设备的需要，从而减少研究区域的交通、环境和生活质量问题。市府响应者也将在研究区域减

少灾后响应所需的时间、能源和资源，从而避免使用市府和联邦紧急资金。 

4.3 降低洪水保险成本 
ESCR 项目的潜在效益是降低保护区域内业主的洪水保险费。由于 ESCR 项目对未来洪水保险费的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因此无法量化这一效益。 

  

 
128 Tester 和 Baker。2009 年。“平整运动场的地面：评估环境干预对公园使用和体育活动的影响”。《预防医学杂志》48：316-
320。 
129 Kahn 等人。2001 年。《增加体育活动：关于社区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的报告》。[网页]位于：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rr5018a1.htm  
130 Sherer, P. 2006 年。“公园的效益：为什么美国需要更多的城市公园和开放空间”。《旧金山：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rr5018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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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ESCR 项目将成为一个国家性和全球性的范例，以便城市环境适应气候变化造成的增加的沿海洪水风险。

ESCR 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曼哈顿下东城的沿海洪水的风险，通过综合景观和城市设计干预措施，改善

社区与海滨的联系和对海滨的享受方式，并在东河公园内保留和增加娱乐机会。市府项目团队和 ESCR 设
计团队制定了平衡这些设计目标的首选项目，以便根据现有资金和现场条件规划一个切实可行的项目。 

BCA 分析师使用低度、中度或高度估计效益，将 ESCR 项目成本与防灾、社会、经济和环境项目效益进行

了比较，发现 ESCR 项目具有成本效益（请参阅表 3、表 4、表 54 和表 55）。使用 7% 的折现率，项目

效益现值的低端估计为 19.9 亿美元，项目成本为 14.3 亿美元，表明 BCA 比例至少为 1.40。 

1,000 多栋建筑物和近 10 万名居民将受益于实施的 ESCR 防洪系统。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避免的年化

总损失约 1.56 亿美元，包括避免的直接物理损失、业务中断、搬迁成本、房产价值损失、对关键基础设施

的影响和人类影响，而洪水风险降低带来的环境、娱乐和美学增值效益每年接近 24 万美元（请参阅表 56、
表 58 和 表 59）。ESCR BCA 的结果表明，该项目不仅可以减少沿海洪水的风险，还可以提高东河公园的

质量，提供更多的娱乐设施和海滨通道。 

表 54.  项目情景结果（低度估计效益） 

折现率 总成本  总效益  效益成本比例  
7% 折现率 
 $1,426,167,825 $1,987,009,511 1.40 

3% 折现率 
 $1,466,726,486 $3,572,935,571 2.44 

表 55.  项目情况结果（高度估计效益） 

情景 总成本  总效益  效益成本比例  
7% 折现率 
 $1,426,167,825 $2,980,697,443 2.17 

3% 折现率 
 $1,466,726,486 $5,243,992,131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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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避免的损失结果低度情景（单位：千美元） 

效益 
10%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2%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1%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0.2% 年度机会

事件效益 
年化效益 

现值（7% 折现

率）* 
现值（3% 折现

率）* 

直接物理损坏 
总建筑物损坏成本 $167,578 $462,282 $592,189 $823,411 $37,776 $521,337 $971,967 

总内含物损失 $71,603 $197,877 $266,163 $403,759 $16,587 $228,908 $426,770 
公园损坏 $71,257 $144,162 $206,484 $229,258 $12,551 $173,213 $322,934 
房产价值损失*     $9,111 $57,568 $65,033 
搬迁 
搬迁 $7,833 $30,794 $44,267 $78,122 $2,566 $35,415 $66,027 
业务中断 $176,073 $728,680 $899,446 $1,230,041 $55,309 $763,302 $1,423,082 
人类影响 
心理压力和焦虑131 $29,908 $53,494 $65,885 $86,555 $4,716 $65,885 $65,885 

失去的生产力 $16,989 $30,394 $37,427 $49,191 $2,679 $37,427 $37,427 
伤亡 $37,130 $65,269 $79,708 $106,136 $5,776 $79,720 $148,628 
关键和基本资产 
交通 $2,319 $2,419 $3,822 $2,869 $253 $3,495 $6,516 
公共设施 $1,516 $18,637 $31,202 $53,805 $1,503 $20,740 $38,668 
避免的总损失  $582,206 $1,734,008 $2,226,594 $3,063,146 $156,903 $1,987,010 $3,572,936 

 
 
 

 
131 根据 FEMA 方法，将项目设计的保护水平避免的精神压力和焦虑以及生产力损失作为一次性总付价值加入项目效益现值，因为精神压力和损失的生产力效益仅在前 30 个月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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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避免的损失结果高度情景（单位：千美元） 

效益 
10%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2%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1% 年度机会事

件效益 
0.2% 年度机会

事件效益132 
年化效益 

现值（7% 折现

率)* 
现值（3% 折现

率)* 

直接物理损坏 
总建筑物损坏成本 $347,997 $774,225 $969,377 $1,142,136 $64,337 $887,902 $1,655,381 

总内含物损失 $182,400 $414,550 $532,874 $670,767 $34,771 $479,869 $894,655 
公园损坏 $71,257 $144,162 $206,484 $229,258 $12,551 $173,213 $322,934 
房产价值损失*     $36,444 $230,271 $260,132 
搬迁 
搬迁 $25,359 $83,732 $111,191 $158,549 $6,734 $92,938 $173,272 
业务中断 $176,073 $728,680 $899,446 $1,230,041 $55,309 $763,302 $1,423,082 
人类影响 
心理压力和焦虑133 $50,150 $92,352 $106,193 $120,057 $7,838 $106,193 $106,193 

失去的生产力 $28,500 $52,513 $60,362 $68,262 $4,456 $60,362 $60,362 
伤亡 $59,780 $108,750 $124,811 $143,625 $9,270 $127,934 $238,516 
关键和基本资产 
交通 $2,319 $2,419 $3,822 $2,869 $253 $3,495 $6,516 
公共设施 $12,311 $49,574 $71,718 $105,423 $4,001 $55,219 $102,949 
避免的总损失  $956,147 $2,450,958 $3,086,279 $3,870,987 $268,269 $2,980,697   $5,243,992  

*计算为 1% 年度机会洪水的一次性损坏  

 
132 1% 发生机会事件的效益减少，因为该项目旨在针对 1% 发生机会的浪涌高度事件，并且减轻超过该高度的 75% 的损坏。 
133 根据 FEMA 方法，将项目设计的保护水平避免的精神压力和焦虑以及生产力损失作为一次性总付价值加入项目效益现值，因为精神压力和损失的生产力效益仅在前 30 个月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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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增值效益结果，低度情景（单位：千美元） 

效益 年度效益 现值（7% 折现率） 现值（3% 折现率） 

康乐局 $146 $2,013 $3,753 
环境的 $34 $480 $1,063 
美学 $64 $880 $1,641 
总效益 $243 $3,373 $6,457 

 

表 59.  增值效益结果，高度情景（单位：千美元） 

效益 年度效益 现值（7% 折现率） 现值（3% 折现率） 

康乐局 $7,869 $108,599 $202,468 
环境的 $77 $1,104 $2,445 
美学 $91 $1,255 $2,341 
总效益 $8,037 $110,958 $20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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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持续项目效益的风险 
以下小节介绍了可能影响项目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主要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适应这些风险的措施。 

5.1.1 海平面上升情景 

ESCR 设计团队在确定项目保护水平时使用了特定的海平面上升预测数据。然而，设计团队已经考虑了使

系统适应更高的 SLR 预测值的可能需求。如果项目需要适应更高的 SLR 预测，项目效益将随着项目的总

体成本而增加，因为更严重洪水事件造成的避免损失将作为效益纳入。 

5.1.2 ESCR 项目功能损失 

ESCR 项目的某些要素需要在沿海风暴到来之前进行人为干预才能有效。对人为干预的需求增加了在灾害

事件期间 IFPS 可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风险。此外，IFPS 将需要定期维护，以确保所有元素完全正常发

挥功能。市府正在制定强有力的运营和维护手册及应急准备计划，以缓解这种风险。这些措施将有助于市

府确保定期维护防洪系统，并有助于市府获得该项目的 FEMA 认证。 

5.1.3 其他防灾措施 

正如本报告从头到尾所述，曼哈顿下城正在进行几个防灾项目。这些项目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住房，

但不向私人住宅和企业提供洪水保护。若已识别，本 BCA 不包括经历了多道防线的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效益，

以避免可能的重复效益。这是一种保守的方法，因为 ESCR 项目将是纽约市防御沿海风暴和洪水影响的第

一道防线，并且肯定会为具有第二道防线的建筑物带来效益。 

5.2 项目实施可能面临的挑战 

5.2.1 实施时间表 

ESCR 项目得到了纽约市市长办公室的全力支持和承诺，并由纽约市设计和建设部的项目管理部门负责。

项目于 2019 年 4 月通过了市府的土地利用审查程序 (ULURP) 认证，预计将于 2019 年 9 月获得市规划委

员会和市议会的批准。虽然此时预计会被批准，但意外的问题可能会延迟实施，从而延迟本分析中提出的

项目效益。项目还需要进行环境审查才能继续进行，正在与 ULURP 流程协调进行。最终的环境影响声明

预计将于 2019 年 9 月发布。 

5.2.2 技术风险 

此时，ESCR 项目设计仍处于最终设计阶段的早期。岩土工程技术数据和公用事业调查仍在进行中。这些

数据和信息将在项目达到 100% 最终设计时确定和整合。预期在 ESCR 项目达到最终设计之前将确定和解

决任何技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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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利益相关者参与 

社区外展在设计过程中至关重要，以增强广泛的社区支持。公众已经并将继续通过公开听证会和公共评议

期参与设计过程，以便将社区的反馈纳入项目设计。市府将确保所有公众人群和团体都能得到项目信息，

并有机会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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