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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增强韧性、发展可持续的

适应性能力和改善灾害风险管理的重

要途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所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这些解决方

案能够整合自然生境、过程和服务，

将其纳入连贯的全面的水资源管理体

系，特别是在城市环境中。除了发挥

传统的防洪减灾作用之外，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还具有多种其他功能，可

以通过恢复和保护自然资本、改善城

市空间的宜居性、提高韧性和促进更

加可持续的成果，实现一系列效益。

在这一过程中，水的可利用性和质量

得到提高，整体水安全也因此得到加

强，与水有关的风险下降，社会、经

济和环境协同效益不断增加a。

这些成果的实现，需要在城市范

围内建立混合型城市基础设施，优化

灰、绿、蓝方案组合，将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以不同规模、不同比例融入

已建成的城市形态。虽然混合资产的

设计和实施考虑得比较周全，但其规

模化的实施尚为有限，部分原因是由

于在实现与所有市场和非市场效益相

关的价值上，以及在理解这些效益在

a  WWAP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Assessment 

Programme).  2018.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Water. Report  launched during  the eighth World Water 

Forum in Brasilia,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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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益人之间的分布上存在挑战。

这一情况导致难以确保可持续的收入

流，也难以将未来收益内部化。而这

些收益是可以集中起来用于调动足够

资金的。因此，需要改进评估方法，

确定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获得的

效益，评估这些效益的价值，并确定

潜在受益者的分布，以便提供估值框

架，促进对混合基础设施的共同投

资，并最终利用适当的融资模式。

针对城市洪水综合管理，已经

推出一系列用于韧性建设的创新混

合方法。吸纳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的混合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认

可，反映出社会性质发生的变化以

及人们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日益渴

望。世界特大城市和亚洲各地快速

城市化的城市尤其如此。在这些城

市，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加强包

容性和可持续城市化，提高抗洪能

力，增加安全、包容、宜人的绿色

公共空间，从而有助于获得更积极

和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成

果。取得这些成果需要综合的、参

与性的和可持续的规划与管理，这

也体现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特别

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1，即建设具

有包容性、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

性的人类居住环境。同样，联合国

《2018年世界水发展报告：基于自

然的水方案》呼吁各国扩大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的应用规模，以减轻

与水有关的风险，特别是在气候变

化的大背景下。全球适应委员会里

程碑式的报告《立即适应：全球领

导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吁》a也呼吁

各国政府和企业大大加快对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的行动和投资。

在支持混合型城市基础设施和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概念方面，全球

已经出现多种做法b。这些做法有一

个共同点：即在城市规划框架内，

a  全球适应委员会。2019 《立即适应：全球

领导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呼吁》（Adapt Now  :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Resilience）。华盛顿

特区：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适应委员会。https://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362 许可：

CC BY 4.0 International。

b  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的水敏感城市、美国和加

拿大的低影响开发、联合王国的可持续排水系统和蓝

绿城市、新加坡的“活跃、美丽、清洁”水源计划，

以及荷兰的“河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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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并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

补充传统的工程方法。这类城市洪

水综合管理方法从整个集水区角度

出发，考虑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

环境目标。将城市韧性置于集水区

到海岸的框架内，体现了对地面水

文过程以及管理这些过程所需的综

水资源 生态系统
服务

需求管理

楼房和
公共区域

集水区
管理

规划和
城市设计

绿色基础
设施

资产管理

城市改造 弹性基础
设施

河流和
水道

智慧基础
设施

海岸

图1 城市水韧性办法

资料来源：Arup (2014). Design with Water.   https://www.arup.com/perspectives/publications/promotional-materials/

section/design-with-water。

合解决方案的重视。因此，这一理

念重视灰色、绿色和蓝色方案的所

有直接与间接成本和效益，并对洪

水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的一

系列撤退、适应和防御战略行动进

行权衡，旨在提高城市环境对洪水

影响的韧性（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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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1998

年至2018年期间，洪水影响了20多亿

人，约占这一时期所有受灾人口的

45%，估计造成超过十四万人死亡。

洪水的直接影响包括生命损失、生计

丧失、财产损失、农作物被毁、牲畜

损失、服务中断，以及因水传播疾

病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等。在这10年

间，洪灾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估计为

6560亿美元。这些数字由于系统性的

少报，实际价值可能要高得多。考虑

到对人类福祉的间接影响，自然灾害

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5200

亿美元。

日益频发的洪灾及不断变化的气

候条件预计将造成日趋严重的经济影

响。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经济

的不断发展和日益繁荣以及气候变化

的影响，都是洪水风险增加的原因。

气候变化预计将改变水资源状况，无

论是水的可得性和可变性，还是影响

洪水事件频率和严重性的诸多因素，

如降水、径流和海平面，都将发生变

化。据估计，到2050年，约有13亿人

（占全球人口的15%）将生活在洪泛

区。由于气候变化预测中包含大量不

确定因素，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有必要

采用更强有力的方法。洪水管理方法

的全面性和韧性因此得到提高，并增

加了情景规划使用，还结合了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能够产生一系列的协

同效益。

洪水——最频繁的自然灾害，
造成的损失大于其他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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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受洪涝灾害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受洪水影响最严重

的国家之一（见图2）。根据2017年

全球气候风险指数，中国是世界上第

31个受气候相关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

家，有超过67%的人生活在洪水易发

区。在中国654个大城市中，有641

个面临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从20世

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记录在案的洪涝

灾害损失增加了两倍多——从每年约

70亿美元增加到每年240亿美元，其

中2010年的年度损失最大，总损失

达510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

查显示，2011～2014年，62%的中国

城市遭遇了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

失高达1000亿美元。平均而言，每

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估计相当于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

20 2 0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约为

258.7亿美元（见专栏1）。 

快速城市化、土地利用模式的

转变和气候变化造成中国城市洪水风

险不断增加。城市化通常会增加不透

水地表面积，从而减少渗透，增加暴

雨期间的地表径流和峰值流量。城市

小气候和城市热岛效应可能会导致更

多的雷暴。同时，由于不断向密集的

城市地区迁移，越来越多的人口和

资产暴露于洪水风险之中。1978年至

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从17.9%提高

到59.6%，城市人口从1.72亿人增长到

8.31亿人。预计到2030年，城镇人口

将占总人口的70%。在不同的气候变

化情景预测下，中国中部、南部和东

部地区的降水量与最大5天降雨量同

时增加。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

调整和抗灾能力的提升，预计到2040

年，中国遭受洪涝灾害的直接经济损

失将增加82%，居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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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总经济损失

风险分布区间
1~4

5~7

8~10

总经济损失通过用脆弱性系数加权每个网格单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暴露于洪水的价值来计

算，以此获得风险估值。脆弱性权重是基于以往灾害的历史经济损失。将经济损失风险应用于

单位面积GDP暴露，得到经济损失风险。权重相对于1981～2000年20年间各地区和国家财富类别

（根据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分类）内损失的总指数。

图2 全球洪水总经济损失风险分布图a

专栏1 2020年中国南方洪灾

2020年，中国经历了与1998年大

洪水相当的极端降雨和洪水事件。从6

月初到8月中旬，累计降水量估计是长

期平均水平的1.7倍，是1961年有记录

以来的最高值。强烈的降雨导致主要

江河湖泊水位异常偏高，主要集中在

中国南方的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太

湖流域、巢湖流域和鄱阳湖流域。长

江三峡大坝最高水位时流量为7.6万立

方米/秒，达到建坝以来最大流量，也

是其最大下泄量。据报道，截至8月中

旬，27个省份的洪水已经影响到6350

多万人的生活，400多万居民被迫撤离

家园，219人失踪或死亡。得益于过去

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全面综合的洪水管

理系统，相对于降雨及洪水的严重性

和规模来看，伤亡人数相对较少。这

一系统需要建立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之

上，洪水预报和预警能力有所提高，

协调和洪水应对机制也得到改进。根

a  Dilley, Maxx, Robert S. Chen, Uwe Deichmann, Arthur L. Lerner-Lam, and Margaret Arnold. 2005.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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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8月13日国务院政策简报，洪灾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258.7亿美元（约合

1789.6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考虑

对经济流量和产出所造成的二次连带

效应。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官网，2020年8月13

日《国新办举行防汛救灾工作情况发布

会》，2020年8月24日检索：http://www.

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2311/43459/

index.htm。

[2] 搜狐新闻，《长江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2020年8月24日检索：www.sohu . com/

a/413987176_319303。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7月13日例行吹

风会，2020年7月16日检索：http://www.gov.

cn/xinwen/2020zccfh/11/index.htm。

[4] 人民日报：做好南方防汛 加强北方备汛，

2020年7月15日检索：http://www.mwr.gov.

cn/xw/mtzs/rmrb/202007/t20200714_1415861.

html。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8月13日例行吹

风会，检索：http://www.mwr.gov.cn/hd/zxft/

zxzb/fbh2020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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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城市环境的韧性，中国于

2013年底提出建立海绵城市的倡议，

旨在解决日渐突出的城市内涝等问

题。海绵城市倡议也反映了全球向城

市洪水综合管理方法的转变的趋势，

结合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解决方案，

利用灰色、绿色和蓝色基础设施减轻

城市洪水泛滥的风险。该方法通过在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整合若干理

念和做法以解决洪水问题——如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社区和环境福祉以

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海绵城市倡议

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采取自然

或半自然的措施模拟自然水循环，旨

在解决地表水泛滥问题，减缓高峰期

径流，提高城市径流的自净能力，同

时也加强水资源保护。通过独特的结

构性和非结构性举措的融合，海绵城

市有益于加强对城市水安全和城市宜

居性等诸多挑战的韧性，在城市水源

周围创造休闲空间，促进水文化的发

展，提高人们的认识，同时改善水资

源保护。

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全国

80%的城市区域实现海绵化。2015年

和2016年，由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水利部组成的工作小组选择了

30个城市进行了海绵城市的试点建设

（见图3）。资金投入约为29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2000亿元），其中，中

央政府的资金只占20%。首批16个试

点城市的投资需求估计为9.85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69亿元），要实现2020

海绵城市计划启动，通过整合基于自
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提高

城市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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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三十个海绵城市试点

资料来源：Zevenbergen, Fu, and Pathirana 2018a。

a  Zevenbergen, C., D. Fu, and A. Pathirana.2018.”Transitioning to Sponge Citi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Address Urban Water Problems in China.” Water 10: 1230.

年全国20%的城市区域“海绵化”的

目标，需要投资约122.6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865亿元）。据估算，在北京、

上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单位面积

的建设成本高达每平方公里1500万至

2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亿至1.5亿

元），甚至更高。

中国海绵城市发展的投资主要来

自于公共资金。每个试点均获得中央

预算拨款，连续三年约为每年5700万

至8600万美元。到2030年，扩大计划

规模所需的投资估计为1万亿美元，资

金缺口预计将由省级和地方政府、金

融机构以及私营部门和地方社区共同

承担。因此，需要一系列创新融资方

案，以确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所产

生的效益，并对这些效益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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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收入流变现，以实现可持续的资金

来源。

在整合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管理

解决方案上存在着一些挑战。促进从

传统方法向混合方法的过渡，需要考

虑到技术和物理问题、法律和监管问

题以及社会和体制因素等。但由于

实施海绵城市倡议的成本很高，财

政方面的挑战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尽管海绵

城市建设的市场和非市场效益得到

了广泛承认，但与水和洪水管理措施

有关的这些效益价值之间存在着错综

复杂的相互关系。虽然综合规划方

法有所改进，但这些效益往往没有

在设计考虑中得到优化。因此，需要

制定相关的战略以确保： 

●● 考虑了广泛的可能的资金来源；●

●● 所选择的融资方式符合基于自

然的和非结构性解决方案的独

特属性；●

●● 效益和成本公平分配，活动得

到公平资助；●

●● 决策过程透明；●

●● 资金的效率和效果，并能长期

发挥项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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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

解决方案能够产生广泛的有形的、可

市场化的相关效益，以及传统的效益

成本分析中通常没有考虑的无形的、

非市场相关的效益。通过吸收、过

滤和减缓雨水径流，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可以帮助缓解城市洪水、改

善水质。此外，通过增强自然生态

系统和改善城市环境的美感，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还能为生活和工作

在其中的人们带来一系列额外的有

形和无形的效益（见图4和图5）。

这些效益包括但不限于对未来气候

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市政设施价

值增加，以及通过提供城市绿色空

间来提高土地资产的价值。与传统

的灰色基础设施方法相比，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通常所需资本投资较

低，运营费用也较低。虽然在预测

未来的气候变化及其对城市景观的

影响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

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提

高韧性以及通过适应性管理来应对

未来气候变化的潜力。这些措施被认

为是“无悔”的措施，因为即使没有

气候变化，也能带来效益。

传统方法在确定洪水管理和减

灾项目投资回报上主要注重于避免损

失。这些方法的优点是易于计算，便

于向决策者解释，还可以提供与直接

干预成本相关的洪水风险降低的最佳

水平信息。但这些方法并没有反映出

环境、社会和经济协同效益的全面性

制定方法框架，确定和评估基于自然的城
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产生的广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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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洪保护，这一区域的优势还包括：

能够提升当地房产价值、激励投资的绿色空间

改善当地多模式联运

提高生物多样性
提供公园和农业用水

改善水质和道路径流

享用绿色空间提升福祉

改善空气质量

联系更加活跃的社区

图4 与城市洪水管理中基于自然的项目相关的效益

资料来源：本刊原创图，图片来自昆山城市发展投资公司。 

避免洪水损失

风险降低
供应服务

改善供水安全

文化服务
城市娱乐目的

水艺术和水文化

直接共同效益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调节服务
减少热岛效应
提高空气质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辅助服务
城市多样性保护
自然生境改善

间接共同效益

·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
·增加社区凝聚力
·增加商业价值
·改善商业环境
·增加土地和财产价值

直接效益

图5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可能带来的效益类型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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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性，以及通过综合的城市水管

理方法可以实现的韧性和可逆性等价

值。这样的创新需要采取新的价值评

估的方法，帮助识别并评估城市洪水

综合管理中可以产生的各种效益。

本文所描述的方法以联合国和世

界银行召集的水问题高级别小组所阐

述的“水资源的价值评估原则”为基

础，并通过五个步骤（见图6），将

三种常见的洪水类型（河流洪水、

图6 识别、评估和实现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方案综合价值参考框架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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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内涝和海岸洪水）包括在内，

目的是评估多种经济、社会和环境

效益，将这些效益变现，以帮助利

用各种资金来源并确定相关的融资

方案。全面认识各种效益并对其在

不同情况下的价值进行评估，为捕

捉非市场价值和利用私营部门和社

区融资方式奠定了基础。

步骤1：了解洪水发生的所在城

市的社会经济背景，包括具体地点

的目标和挑战

决策者需要从区域、城市和集水

区等多个层面考虑洪水造成的社会、经

济和环境影响。首先采用洪水风险评估

确定影响，结合洪水灾害评估和洪水脆

弱性评估。洪水灾害评估的主要输出

项是洪水发生的概率或频率、发生的

幅度和强度、发生的平均间隔时间。

洪水脆弱性评估的特点是基于暴露和

损害，用于量化某个社会经济系统

（指由人或资产组成的系统）易受洪

水不利影响的程度，并量化由此产生

的损害成本。根据洪水风险评估，采

用基于三项策略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

三级框架方案：撤退、适应和防御。

步骤2：系统地确定城市中所

采用的全部洪水管理和缓解干预措

施，包括从“灰色”到 “绿色” 再

到“蓝色”的各种基础设施解决方

案以及其他非结构性措施

传 统 的 洪 水 管 理 方 法 促 进 洪

水防御和缓解，主要通过防洪基础

设施来应对洪水灾害，这些基础

设施主要包括传统的工程结构，通

常被称为“硬”工程或“灰色”

基础设施。例如堤坝、防洪堤、

水坝、泵站、导流渠、雨水下水

道、排水系统以及相关基础设施。

作为对灰色基础设施的补充，城市

洪水综合管理越来越广泛地利用

“绿色”或“蓝色”基础设施或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以及非结构性措

施，包括土地使用分区、水敏感城市

规划、洪水管理能力建设、提高社区

洪水意识、洪水防范、预警和响应系

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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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系统地确定与已确定的

干预措施相关的全部潜在社会、经

济和环境效益

本研究确定了20个大类，涵盖

了从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

决方案中能够获得的广泛的环境、社

会和经济效益。其中，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在环境方面产生的协同效益包

括：改善自然生境、加强城市生物多

样性、改善水和空气质量、减少热岛

效应、减少沉积物和营养物质的迁移

以及富营养化。社会方面的协同效益

可能包括社区更活跃、联系更紧密，

噪音污染得到控制，心理和精神健康

的改善，就业机会增加，其中包括与

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直接相关的

工作。经济方面的协同效益包括提高

当地土地和财产价值、旅游业增长、

避免损失等。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还有

助于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与其他自然

灾害类似，城市洪水往往会对妇女、弱

势群体和穷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

为他们经常居住于不利的位置，洪水

更容易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而且他

们的恢复弹力水平也较低。

步骤4：通过更全面的效益成本

分析，评估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效益相关的价值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方面的实践提

供了易于量化的有形效益（避免洪水

造成的损失等）。但是，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实践也产生了有形和无形的影

响，这些影响可能难以量化或变现，

例如，生物多样性和公共绿地的舒

适性效益。尽管有许多研究试图量化

各种非市场价值，但可能既昂贵又耗

费时间。另一种策略是采用效益转移

法，根据文献资料合理地大致估算与

不同效益相关的价值（见图7）。水敏

感城市经济学投资框架（INFFEWS）

的评估工具利用价值数据库来生成非

市场效益的货币价值。该工具的当前

版本包含了20种效益类型的2000多个

非市场效益值。INFFEWS效益成本分

析工具基于稳健型经济学、透明度、

一致性和质量保证机制等提供较为可

靠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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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确定适当的融资办法，

帮助实现与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解决方案相关的价值

城市综合防洪管理方案有三个

主要资金来源：收费、税收和转移支

付。在提供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方

面，政府历来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

面提供资金，一方面制定有利的政策

和法规。但是，由于需要应对未来管

理城市洪水的必然挑战，仅仅依靠公

共投资往往是不够的。通过帮助确

定并评估更多的效益（图8），这些

工具可以更好地捕捉城市设施的改

善，并提供利用更广泛的融资渠道

的机会，有助于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应用，并持续改善生活质量和

城市景观。私营部门伙伴和社区共同

投资有可能释放额外的项目价值和收

入流，增加潜在的可用资金池，提高

项目效率。专栏2、专栏3和专栏4介

绍了该框架和方法在澳大利亚和中国

案例研究中的应用。 

成本分析法

趋避行为法

阶段性损失法

揭示偏好法

享乐价格法

旅行成本法

基础研究

非市场效益/成本

成本和效益

基于市场的效益/成本

效益转移方法

陈述偏好法

条件价值评估法

选择实验法

图7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相关效益的评估方法实例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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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深圳福田河——提供多样的社会、环境和防洪效益

资料来源：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塔拉拉河效益和成本比较

专栏2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塔拉拉河的自然化和湿地建造

城市概况

塔拉拉河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

亚州墨尔本市的克罗伊登外东郊（图

2.1）。2018年，墨尔本GDP为1026.7

亿美元，占澳大利亚GDP总量的7%，

人均GDP约7.05万美元。

项目简介

维多利亚州塔拉拉河项目的评估

采用了INFFEWS的效益成本分析工

具。项目初衷是将塔拉拉河的一段由

混凝土衬砌的河道和植草的河道改造

成自然化水道，同时改善邻近的自然

生境和开放空间；该项目还提议利用

已建成的湿地区域处理雨水，并收集

部分雨水用于灌溉邻近的休憩用地。

效益成本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确定了该项目的六项效

益，所有这些效益均利用直接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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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参考研究的价值转移进行变现。

总效益净现值估计为2026.4万澳元，

而总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和运营成

本）净现值为1560.7万澳元，因此总

效益成本比为1.30（图2.2）。这意味

着预估的效益超过了预期成本。

在研究改变关键假设对总体结果

的影响时，采用了效益成本分析工具

中的敏感性分析。该分析确定，项目

效益成本比在0.49～2.53，效益成本比

大于1的总体概率为0.7。

   

图2.1 塔拉拉河位置和提案                                       

塔拉拉河效益和成本比较

成本效益
$0

$5000000

$10000000

$15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资本成本

维护成本

引水节约

河道和菲利普湾港口水质提升效益

美感提高

抑郁风险降低，促进健康

运动缺乏减少，有利于健康

生态改善，河流健康得到改善

图2.2 塔拉拉河效益和成本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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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3 中国深圳福田河生态修复项目

城市概况

深圳位于中国南部（见图3.1），

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拥有

1300万人口。2018年该市GDP达到3400

多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4万亿元），

人均GDP达到约28653美元（约合人民

币189568元）。位于深圳中心区的福

田河及其集水区因快速城市化及经济

发展遭受着生态环境恶化的困扰。

项目简介

2009年，深圳市水务局启动了福田

河生态改造，旨在综合解决城市洪水、

水质恶化等多种城市水问题。主要干预

措施包括雨水收集管道等传统硬性基础

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相结合，如

湿地建造以及修建带蓄洪区功能的福田

河中央公园。该项目产生了多种效益，

如表3.1所示。

表B.3.1 福田河生态改造项目综合效益

效益
总效益

（百万人民币）
占比

1 减少洪水风险 264.58 41.10%

2 邻近项目的房产价格上涨 163.53 25.40%

3 固碳 91.23 14.20%

4 通过维持地表水位和地下水位，减少了储水基础设施的投资 90.88 14.10%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

效益成本分析结果

根据INFFEWS效益成本分析工

具，项目产生的预期净现值（NPV）

为负634万元，效益成本比（BCR）为

0.99。受益人分布情况分析后发现，

深圳市政府的净现值为负，效益成本

比仅为0.76，说明该主要投资者无法

收回全部投资（见图3.2）。

该案例说明，非常有必要对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所能提供的综合效益

进行评估，而且根据“谁受益，谁付

费”的原则，明确受益人可以使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倡导者能够利用更

广泛的财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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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水务局
深圳市环保局
深圳市建筑工务署
深圳市旅游局
深州市住建局
居民和商家
附近地区开发商

利益相关方效益分配

               图 3.1 福田河位置                              图3.2 福田河项目利益相关方效益分配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根据谷歌图像原创。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

专栏4 中国昆山森林公园改造项目

城市概况

昆山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

三角洲太湖流域内，河网密布，地势平

坦（见图4.1）。昆山市常住人口约160

万，GDP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人均

GDP达240616元人民币（约合33975美

元），约是中国人均GDP的3倍。 

项目简介

昆山森林公园公司于2016年启动了

生态改造项目，旨在提高排水和蓄水能

力，加强城市湿地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修复，改善水质等。项目内容包括建设

多个人工湖和湿地，通过水循环系统

不断地将湖水抽出，经过湿地，再通

过小型太阳能水泵将水抽回湖中，去

除氮、磷等水污染物。湖泊系统还可

以作为圩区的雨水储存空间，提高该

地区的整体防洪能力（见图4.2）。

效益成本分析结果

根据INFFEWS的效益成本分析工

具，该项目产生了广泛的协同效益，包

括减少洪水损失、改善健康、空气质量

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加以及商业价值的

提升。整体来说，总净现值（NPV）为

5791万美元，总效益成本比为49.63。

而昆山森林公园公司的总净现值仅为

307万美元，效益成本比为2.71（见表

4.1）。综上所述，对更广泛的效益进

行核算，使投资理由更加充分，有利

于发挥更广泛的融资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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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圩区系统中的昆山森林公园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根据谷歌图像原创。

图4.2：昆山森林公园改造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昆山森林公园设计文档。

注：E1至E6代表园区东部的6块湿地，W1至W4代表西部4块湿地。 

表4.1 昆山森林公园项目主要协同效益

效益类型 效益（百万美元） 效益类型 效益（百万美元）

健康效益 23.244 减少用水量 1.084

改善空气质量 18.734 商业价值增加 0.517

减少温室气体 7.137 水质改善 0.182

减少水灾损失 6.843 改善生物多样性 0.049

房地产价值增加 1.963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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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洪水综合管理的每种情形

均面临不同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办

法，有不同的资金来源，可选择不同

的融资方案。此外，随着技术的进

步，政府进行政策、体制和部门改

革，以及地方能力的提高，供资和融

资可选方式范围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扩大。这些考虑因素将影响到收

入流，而收入流能够为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提供资金并促成新的融资形式，

推动政府、私营部门和社区之间建立新

的伙伴关系。因此，有必要探讨多种备

选方案，而不是仅仅采取既定的办法。

确定可持续的资金流对于项目的长

期成功至关重要。对于需要维持和保护

自然进程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说，

情况尤其如此。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解决方案可能具有重要的公共利

益要素，因此一个项目至少有一部分

非常适于通过政府资金予以资助。通

过识别、量化和评估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所产生的广泛效益，可以帮助证

明投资的合理性，并有可能提高政府

的预算拨款。此外，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可能实现私人效益，并刺激产生

额外的收入流。这些收入流可以私有

化并用于抵消项目成本，因此，私营

供资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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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机

会进行合作，实现公共和私人效益。

与水有关的“绿色”、“蓝色”

和“灰色”基础设施存在三个主要

的资金来源（见图9）。区分这三种

资金来源有助于了解产生现金流的资

金来源，以利用可偿还的资金来源。

这种区分也有助于区分终端用户的直

接资金、政府或其机构的间接资金以

及私人资金的来源。这三个主要来源

如下。

●● 收费：来自用户为特定服务所

支付的费用。例如，电力公司

向用户收取的电费，或自来水

公司向用户收取的水费。

●● 税收：来自政府为帮助支付其

辖区内的服务所制定的一般预

算或推出的专项税收。例如，

市或州政府可能会资助一个部

门提供洪水管理服务。

●● 转移支付：来自提供服务的政

府之外。例如，州政府可能从

联邦政府或国际发展机构获得

赠款。

娱乐设施

生物
多样性

公共卫生

经济发展

防洪

税收 收费 转移支付

成本和效益分配：
了解项目直接和间
接的效益和成本在
时间、地域和利益
相关者上的分配

谁来支付：
制定成本/效益分配
原则（如污染者付
费、受益者付费、
支付能力）

应该如何支付：确
定适当的资金组合

图9 考虑项目融资方案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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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非结构

性解决方案有诸多方面会影响某些形

式和来源供资和融资的相对吸引力。

通常情况下，能够给社区带来净效益

的项目由于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而无

法进行。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有几个

原因。

●● 所需投资规模较大。许多解决

方案（特别是结构性解决方

案）所需的资金数额往往很

大，很可能超出了地方甚至国

家支持项目的能力。中低收入

国家的情况尤其如此。

●● 利益相关者多元。有效的执行

往往需要许多利益攸关方在不

同时间段内采取行动。需要的

协调越多，交易成本就越高，

单一伙伴离开的风险就越大，

会因此破坏融资和供资安排。

●● 多种优先事项相互竞争。洪水

管理往往涉及对效益不确定的长

期项目的前期投资，而短期问题

的紧迫性往往排挤了长期项目，

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急

性事件常常压倒了长期风险。

●● 无法维持效益和可持续的资金

来源。洪灾发生后，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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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很容易获得。但要坚持实

现城市洪水综合管理项目的全

部效益，需要持续的资金来

源。基础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

必须得到维护和更新，以使其

在日常（例如，维持兼做蓄水

池的公园所提供的宜人环境）

和高峰期（例如，减少垃圾和

清理排水沟，使其在洪水期间

能够排泄大量的水）提供期望

的功能。政府和发展机构可能

会为建设提供前期资本支持，

（a）大型结构性解决方案

$

T

运行维护成本

（b）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T

运行维护成本资本成本

（c）非结构性解决方案

$

T

开发和加固/执行成本

（a）在最初的延迟
之后，效益完全实现

$

T
（b）效益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积累

$

T

运行维护成本

（c）由于缺乏维护、加固或
执行，效益会随时间的推移

而降低

$

T

图10 不同类型洪水干预措施的成本和效益概况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表。

但不确保受益人有财力或技术

能力在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对其

进行维护。

●● 确保成本和效益的公平分配较

难。城市洪水综合管理项目的

成本和效益分配在不同的利益

攸关方、地理位置和时间点

上，而且往往具有重要的公益

成分：也就是说，洪水管理的

效益往往具有非排他性。所面

临的挑战是确保受益者也公平

地承担成本。效益成本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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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实现某项成果的最有效手

段提供支持，还可以使成本和

效益的分配变得透明，但难以

判断这种分配是否公平。归根

结底，成本和效益的分配是由

有关社区（或社区代表）决定

的。要确定谁受益，从而确定

谁应该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付费，往往比较复杂。采用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项目往往

是涉及较多部门和利益相关者

的多功能项目，在汇集不同部

门资金时会面临更多挑战，与

相对简单的单一部门、单一层

面的项目相比，需要更多的

便利。

基于自然的非结构性解决方案

与传统的结构性防洪对策（如防洪提

和大坝）在成本、风险和效益方面有

所不同（见图10）。这些差异也会影

响不同融资方案的成本和适当性。例

如，基于自然的项目通常规模较小，

可能需要的初始资本投资较低，更具

“可扩展性”，因此，融资要求可能较

低，投资可以分阶段进行，并按照优先

顺序逐步进行。

城市中存在多种为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提供融资的工具，包括：

●● 公共预算；

●● 赠款和捐赠，包括发展资金、

慈善捐款、众筹等；

●● 土地销售或租赁收入、使用费

或受益人的自愿捐款；

●● 绿色金融，包括公共或私人融资

机构的贷款，以及绿色债券等。●

其他有潜力的创新融资工具包括： 

●● 商业改善区或税收增量融资区

（见专栏5）；

●● 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如信用

交易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支付

（见专栏6）；

●● 循环基金；

●●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或国企和

政府合作；

●● 社区资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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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 商业改善区和税收增量融资区

类型：公共融资

公共融资方：地方税

私人融资方：不适用

商业改善区（BID）最初是在加

拿大开发的，有明确的地理位置，当

地利益相关者负责监督和资助此处指

定区域的维护、改进和推广。特定区

域内的利益相关者与当地政府达成协

议，同意缴纳额外的税款以资助该区

域的改善。这种模式现在也用于资助

开发基于自然的综合洪水管理解决

方案。

为此目的设立的首批商业改善

区案例之一包括英国谢菲尔德的唐

河下游河谷域防洪工程。该项目旨

在改善沿唐河8公里长的50多个地点

的防洪设施，帮助保护500多家企业

和数千个就业岗位，并确保该河谷

仍然能够吸引新的投资。这些资金

用于防洪工程建设和人工湿地等绿

色基础设施的维护。商业改善区根

据企业从这些项目中获得的预期收

益，每年征收一次税。有望从该计

划中获得最大防洪保护的企业每年

按照2 .25%的较高税率缴税，显著

受益但受益程度较低的企业则按照

0.75%的较低年税率缴税。

同样，将用于一般城市服务的税

收收入按基准年一定比率冻结，即可

设立税收增量融资（TIF）区。所有

增加的税收收入（通常是由于房地产

价值增值）直接资助新开发项目或与

新开发项目相关的服务债务，直至税

收增量融资期结束，通常持续20～30

年。例如，美国芝加哥市将税收增量

融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工具，促进

整个城市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资料来源：谢菲尔德工商会，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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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6 雨洪信用额度交易

类型：政府法规

公共融资方：不详

私人融资方：雨洪滞留信用购

买者

2013年，华盛顿特区能源与环境

部（特区环境部）出台标准，要求面

积大于5000平方英尺的新开发项目必

须安装绿色基础设施，如绿色屋顶，

以求减少雨水径流。美国首都的开

发商必须满足50%的雨水就地滞留的

要求。对于剩余的50%，开发商可以

从本市自愿在未受监管地区安装绿色

基础设施或已超过受监管项目滞留要

求的其他方购买雨洪滞留额度。特区

环境部对雨洪滞留额度进行认证，认

证期最长为3年。卖家负责维护绿色

基础设施项目，并接受特区环境部的

检查。

为降低信用额产生者的投资疑

虑，特区环境部还为雨洪滞留额度引

入了价格锁定机制。作为最后的买

家，特区环境部同意以低于市场价的

价格向卖方购买信用额度。此举鼓励

卖家在市场上出售信用额度，同时也

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投资会带来合理的

回报。

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共发生

650多笔交易，每个信用额平均市场

价格为1.82美元，与特区环境部估计

的截至2017年的等值安装费3.61美元

相比具有吸引力。

资料来源： Odefey等人，2019年。 

中国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文件，

对海绵城市的融资工作进行了总体

指导。国家开发银行、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

支持海绵城市建设的通知》（建城〔

2015〕208号），概述了开发性金融在

支持海绵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该文件

详细介绍了项目库、信贷支持、协调

机制等内容。同样，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

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海绵城市建设

的通知》（建城〔2015〕240号），

对项目储备制度、信贷支持、利用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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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加强金融支持海绵城市建设

的政策措施进行了规定。国务院印发

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

75号）明确要求海绵城市试点要推

广PPP模式，吸引民间和社会资本

参与。

一个项目是否能吸引私营部门的

资金，取决于若干因素和条件，其中

包括：

●● 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 能够确保足够的抵押物；

●● 投资成功的概率和相关的风险；

●● 可接受的经过风险调整的收

益率；

●● 明确的退出战略；

●● 理念清晰，业绩突出。

鉴于面临的挑战，支持中国城市

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融资和供资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贡献。国

家以下各级政府（即省级政府、市级

政府、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依靠对

地方企业和家庭征收各种“预算外”

费用、收费、罚款和处罚；国有资

产，特别是土地的变现；以及地方投

资公司的建立来进行融资a。虽然这些

公司最初是作为国际开发组织贷款工

具而设立的，但现在作为地方城市基

础设施（包括防洪）投资的一种融资

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土地收

入一直是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

出让收入不属于预算收入，不需要与

中央政府分享b。为了克服直接融资

的限制，许多地方政府成立了地方政

府金融工具1，包括城市发展投资公司

（简称“城投”）和国有企业（见图

11）。然而，严重依赖土地融资可能

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导致许多城市的

土地过度开发。此外，地方政府的财

政健康也因此受到土地价格和土地资

产存量波动的影响c。

a  1994年的《预算法》禁止国家以下各级政府

在未经国务院明确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借款。地方投资

公司是国家以下各级政府获得投资的一种方式。 

b  Ding, C. 2003 “Land Policy Reform  in China: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 Land Use Policy 20(2): 109-120.

c  Campanaro, A.,  and  J. Masic.2017."Municipal 

Asset Management  in China's  Small Cities  and Towns: 

Findings and Strategies Ahead."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997，World Bank，Washington，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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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14～2020年地方政府收入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

注：*2020年为估算数。

资料来源：财政部，转引自《中国政策》，2020年9月4日，ww.policy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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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哪些融资方式支持基于自然

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是由

解决方案的直接和间接效益的价值来

确定的。这些价值通常依具体情况而

有所不同，由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受洪水影响的程度决定。鉴于中国

城市情况的多样性，这些价值的实现

以及适当的融资工具选择将进一步取

决于相关收入流的可承受性和可收集

性。在收入流有限的情况下，公共工

具和优惠资金等将对推动基于自然

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以及

利用私人资金等发挥重要作用。不

过，中国城市规划的多样性为各种

政策工具和融资方案创造了一系列

机会，特别是在高收入城市地区。混

合融资方案可以促进中等收入城市地

区向更绿色的发展模式过渡，并从多

种融资来源中获得更多资助。

由于其现金流状况限制了获得私

人融资和社会资本的机会，对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的诸多投资均存在独特

的风险。成功动员民间融资和社会资

本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这类项目有

相当大的市场、良好的投资回报（与

其他投资相比）、风险有限（或风险

可管理，不会造成太多复杂情况）。

在此背景下，中国海绵城市建设在动

员私营部门资金和社会资本方面广为

认可的主要挑战有以下几点： 

●● 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建设成

本高；

关于改进中国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解决方案可持续融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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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明确和可持续的回报机

制，收入流严重依赖政府或用

户支付，没有长期收入保障；

●● 在缺乏一套全面的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a。

为了利用更广泛的潜在私人资

金和社会资本来源，有必要为决策

者、投资者和从业人员提供一个更系

统、更全面的框架，以确定和评估与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相关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所带来的诸多有形和无形的

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混合基础设

施弥合了从“灰色”到“绿色”的连

续性，并且结合“蓝色”因素，对其

投资需要在公共部门的领导下，根据

a  张恒，郑兵云：PPP模式下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投融资问题及改进路径研究. 长春大学学报，

2019，29（4）：14-19。

当地条件，制定具体的国家政策和

工具。以下建议中所概述的框架，

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融资机制、确

定适当的融资方案，实现基于自然

的城市综合洪水管理解决方案的多

方面价值，支持中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

建议1

改进对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

理解决方案的效益确认和评估

要增加获得适当融资的机会，

就需要采取有力办法开展项目筹备以

及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评估。其中

包括财政承受能力评估、社会和环境

评估、风险识别、通过比较政府和私

人方案确定财政可行性，以及市场探

查。这其中应包括：确定从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中所获得的全部效益以及

与每项效益相关的价值；除此之外，

还应包括：采用创新技术，努力实现

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增强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以及在治理上确保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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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透明度和机构健全；特别重要的是

要确定所有受益人，并显示效益在不

同的利益相关者和受益人中的分配。

符合这些原则的投资支持物有所值的

主张，有利于延长基础设施资产的寿

命，而且会增加投资回报。为此，应

建立一个综合的数据库，收集与基于

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所

产生的每项效益相关的价值。

建议2

加强政策、体制和监管框架

中央政府应实施财政政策，加强

对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

方案的鼓励。这些政策应通过基于业

绩的补贴、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以及刺

激需求的利率支持和税收优惠，提高

公共资源的针对性。中国已经出台了

大量的部门规章和文件，但法律依据

还不够健全。各级部门和政府的利

益、诉求、行政流程各不相同，容

易导致政策意图的实现存在矛盾和

操作困难。 

中央政府应加快制定和出台海

绵城市相关的具体融资法律法规。例

如，需要明确PPP的风险分担机制，

以增强私营部门投资者的信心。省、

市级政府应成立水资源管理实体，设

立专门的办公室，指导海绵城市的规

划和实施，将其作为城市洪水综合管

理的核心内容。这将有助于统一管理

和监督城市水务相关的行政事务，避

免部门和管理机关各自为政，促进部

门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协调。鉴于气

候、地理、水文条件的差异，应鼓励

中国各城市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和自

然环境条件，制定最适合本市的具体

指导意见a。

建议3

改进公共资金的针对性，为基于自

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提

供服务

公共融资将在开发混合解决方

a  孙盈娅：PPP模式海绵城市常见问题及对策研

究. 科技创新与应用，2019，1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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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资助蓝色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

施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制定

政策，使人们能够投资基于自然的城

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政府还将

继续发挥重要的融资作用。公共资金

来源多种多样，包括一般收入资金及

专项收入，如与水相关服务的税费，

可用于资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

过有针对性的基于业绩的补贴以及对

国家优先项目有条件的转移支付，可

以提高政府资金的业绩。加强业绩预

期管理的安排、为改进工作提供支持

并监测进展情况，可大大推动业绩奖

励的实施，有助于为促进财政转移支

付创造积极的激励措施，并加强对结

果的问责。这种激励措施还可以将支

出从灾后应对措施转移到更具成本有

效性的预防措施上，例如将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纳入综合城市规划和集水

区级别的综合空间规划。机器学习的

应用使绘制符合城市特征类型的城市

规模景观图成为可能，从而为制定基

于绩效、适用于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

综合管理解决方案的投资框架提供了

基础。

建议4

利用市场机制推广基于自然的城市

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可以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推广

基于市场的方法，为投资基于自然的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创造积极

的激励措施。其中一个新出现的领域

是雨水权交易系统的开发。在该系统

中，政府根据某些规则向使用者分配

权利，并允许雨水权所有者之间进行

自由交易。这一规定通常包括要求超

过一定规模的新开发和再开发项目对

雨水进行当场收集或保留处理。例

如，昆山市在2013年颁布了一项法

规，要求所有新开发地面均必须应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建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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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  中国第一份雨水购买协议

2020年9月25日，长沙市高新区

园区公司与湖南雨创环保公司在湖南

省绿色发展海绵城市论坛上签订了国

内首份雨水购买协议。

根据该协议，长沙市高新区公园

公司将以自来水价格的20%向湖南雨

创环保公司购买雨水，用于园林绿化

和保洁。湖南雨创环保公司从2014年

开始致力于雨水的收集和利用，至今

已利用雨水0.5万立方米，仅相当于过

去6年总雨水量的2%，这意味着雨水

利用的潜力还很大。

资料来源：《长沙晚报 》（2020）https://

www.icswb.com/h/168/20200925/677746.html。

水权交易奠定了基础。如果建立了适

当的市场，雨水权就可以进行交易。

深圳的城市规划者也在逐步推行雨水

管理费和雨水排放权交易制度。《深

圳市雨洪利用系统布局规划》要求今

后住宅区对雨水全部进行收集利用。

对未投入利用设施或未达到利用指标

的住宅区，将收取“雨水排放费”。

超过要求的住宅区可以获得雨水信用

额度。这些信用额度可以出售给未

能完全达到要求的住宅区（见专栏

7）。在土地开发商被确定为主要受

益者的情况下，可采取特定要求，鼓

励投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例如将

建筑容积率与开发商对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的投资承诺挂钩。这些规定

为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机

会，使业主或开发商能够通过购买基

于数量的“信用额度”来履行其部分

义务，而这些信用额度可以通过对异

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蓝色”和

“绿色”投资产生。此类举措的成功

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基础和充足的地方

开发活动，以推动对信用的需求，同

时也需要基于当地条件制定的准则、

明确项目的边界和独立的监督机构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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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5

设立专项循环基金，投资基于自然的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专项循环基金可以引导投资，并

提供负担得起的信贷，以支持混合融

资解决方案。该基金可作为2020年设

立的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见专栏8）下

的一个窗口，具体侧重于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这样，对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所进行的投资就能够与其他“绿

色”项目密切协调，并充分利用各种

共同利益和环境成果。专项循环基金

的优势包括以下几点：

●● 政府与合作方、投资者之间风

险共担，有助于建立信心；

●● 发挥私营部门、政府和金融机

构的比较优势，更有效地整合

技术、行政和财政资源a；

●● 效益定义及分配上的透明，满

足不同股东的期望；

●● 退出方式灵活多样，包括项目

清算退出、股权回购/转让、

资产证券化等，能够有效消除

投资者对投资周期长的担忧。

a   安国俊：绿色基金发展的国际借鉴. 中国金

融，2016，16：30-32。

专栏8 中国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4日，国家绿色发展基

金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885亿

元人民币。业务范围包括一般股权投

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和绿色发展咨

询，如环境保护、污染减排、节能减排

等，特别是在长江经济带地区，旨在为

绿色发展创造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

财政部为最大的股东，持股比例

为11.30%；其次是国家开发银行、中

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各持股9.04%；第

三大股份来自交通银行，持股比例为

8.47%。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及相

关部门、机构也在基金发起人之列。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部（2020年） http://

www.mof.gov.cn/zhengwuxinxi/tupianxinwen1/202007/

t20200715_3550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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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规对此类机制进行了规

定，经批准的信托计划设立信托公

司，作为受托人，可以向社会公开发

行基础设施投资信托凭证，募集信托

基金发起人

政府主管部门

普通合伙人

政策性专项基金

有限合伙人

政策性银行

海绵城市生态发展指导基金

有限合伙人

社会资本

金融机构

普通或有限合伙人

社会资本

普通或有限合伙人

1.建立基金

优惠政策支持

监督基金投资

2.实施PPP

运营SPV 咨询公司

3.特许经营协议

运营收入

使用者支付

政府支付

补贴

资源补偿

5.转让给政府、出
售资产、资产证券
化、撤回上市

4.实现收入，
包括SPV收入

图12 海绵城市建设中促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引导基金示意图

注：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SPV=特殊目的实体。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图。资料来源：本出版物的原始数据。

资金。然后，受托人可以根据批准的

信托计划和国家规定，将收益用于投

资与海绵城市倡议相关的基于自然的

投资项目（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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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6

发行绿色债券，用于基于自然的城

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新兴的绿色债券市场有潜力帮

助城市环境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筹

集资金，特别是在收入来源充足的地

区。自2013年以来，绿色债券市场增

长了10多倍，2017年发行了3890亿美

元的贴标绿色债券，而且中国自2007

年推出绿色信贷政策以来就已经被公

认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所

提供的全面、可持续的政策，包括监

测和评估的具体规定a，可以进一步

促进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

决方案的推广。2012年银监会发布的

《绿色信贷指引》和2014年绿色信贷

统计制度的出台，旨在首次尝试界定

绿色信贷（包括监测环境效益的工

具）。随后，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债券

发行人参考《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

a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2018. 

Coun t r y   P r o g r e s s   Repo r t :   Ch i n a .   Wo r l d   Bank , 

Washington,   DC.  http:/ /documents.worldbank.org/

curated/en/703201520918257947/pdf/124200-WP-

CN-ENGLISH-SBN-Country-Progress-Report-China-

PUBLIC.pdf.

目录》，该目录列出了6类（31个子

类）符合绿色债券融资的项目。虽然

债券在海绵城市融资中的应用一直有

限，但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2016

年达到约3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00

亿元）。2017年发行数量翻倍，规模

相近，为海绵城市相关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的投资提供了希望。2018年5

月和10月，浙江省安吉县城市发展公

司（城投公司）分别发行了两期海绵

城市绿色债券，每期5亿元人民币，期

限均为7年，专门用于投资安吉县东部

海绵城市示范区的建设。

与海绵城市赖以生存的传统信贷

机制相比，绿色债券具有诸多优势，

其中包括收益率低，可以有效降低融

资成本。此外，由于债券周期较长，

可以更有效地管理上游银行的资产期

限错配，也有利于促进绿色产业的发

展。然而，大多数绿色债券是由银行

发行的，平均发行期限仍在3～5年，

对于支持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

理解决方案所需的投资来说，可能太

短。要延长这些债券的期限，就需要

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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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入。这些机构投资者通常不熟悉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

案，因此需要努力提高对蓝色投资概

念的认识，并制定相关的标准准则。

此外，还需要对绿色债券发行前后海

绵城市投资的环境和生态效益进行综

合评估，以满足投资者的识别需求。

本报告中确立的方法可以用于促进这

种方法的实施。

建议7

制定专项资产支持方案，利用基于

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的未来收益

资产支持方案提供机会，将基础

投资的未来收益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财政补贴作为确保融资的基本

资产，为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

理解决方案提供资金（见图13）。这

一方法能够汇集规模较小、往往缺乏

流动性的单个资产，便于向潜在的投

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融资方案的优势

包括： 

●● 投资者更加关注项目未来的效

益，发行人短期内须分红或支

付利息，可以有效节约现金

流，降低融资成本；

●● 有效调整债务结构，降低债务

规模，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

和资本运营效率a。

中国已经将这类方法运用于污水

处理项目的服务费收取权上，还可以

将其应用于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

管理解决方案投资。通常情况下，对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

案的独立投资无法从单个利益流中产

生足够的现金流，但可以将其汇集起

来，创建针对潜在投资者、能够调动

a  贺璟：当PPP遇上资产证券化-首批PPP项目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经验启示[J]，财会研究，2019，

10：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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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监督
和委托人

中国证券
登记/交易所

污水处理
公司

污水处理
公司

投资担保
公司

资产支持
专项计划

计划经理/
推广机构

基金监督
和委托人

登记、
委托、
交易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基金认购

余额支付承诺

资产转移

筹款

财务担保

图13 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可能的资产支持计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

资源的资产支持型证券（见图13）。

建议8

完善洪水保险和风险分担机制

洪水保险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资

金来源，能够在提高中国应对洪水灾

害的效率和效果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a。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

国已推出若干洪水保险试点项目b，

但洪水保险仍然有限，灾害应对仍然

严重依赖政府资金。例如，2016年7

月的洪水造成的损失中，仅有2%被认

为已经投保，而在美国，平均70%的

房屋都有保险c。中国有洪水保险的

a  iang, Y.,  C.  Zevenbergen,  and Y. Ma.  2018. 

“Urban Pluvial Flooding and Stormwater Management: A 

Contemporary Review of China’s Challenges and ‘Sponge 

Cities’ Strate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80: 

132-143.

b  Walker, G., T. Lin, and Y. Kobayashi. 2009. “Is 

Flood Insurance Feasible? Experienc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ndaluyong City,  the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c  Liu, Z.  2016.”The Development  and Recent 

Advances of Flood Forecasting Activities  in China.” in 

Flood Forecasting:A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T.E. 
Adams and T.C. Pagano, 67-86.Amsterdam; Oxford, UK, 

and Waltham, Mass. , US: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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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通常作为一般财产保险的一部

分，虽然一些商业农业保险计划包括

洪水保险，但这些计划通常仅限于高

收益地区的特定地点，这些地点的风

险很明确。试点项目的经验反映了全

球的经验，表明洪水保险在以下情况

下最为有效： 

●● 保险人能够评估风险（包括通

过获取洪水数据），并对监

管框架和减灾措施的有效性有

信心；

●● 保险购买者能够准确评估其风

险，能够采取缓解措施，并且

有适当的保险产品覆盖剩余

风险；

●● 风险池足够深（如通过国家计

划或进行再保险）。●

由于中国保险市场相对不发达，

在需求不旺盛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不

可能开发此类产品。高成本限制了保

险产品的发展，尤其是在高风险地

区。因此，中国应该考虑建立洪水相

关风险的保险基金。这类基金可用于

发展全国性的洪灾风险池，并作为开

发和实施其他种类的灾害风险融资解

决方案的平台。 

● 保险购买者能够准确评估其风

险，能够采取缓解措施，并且

发和实施其他种类的灾害风险融资解

决方案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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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供资和融资的适当组合将取决

于相关收入流的可负担性和可收集性。

在收入流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资金仍将

是投资公益事业的关键，而与这些公

益事业相关的诸多效益均是基于自然

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所产生

的。要改善政府资金的部署，则可以

通过适当的公共资金组合、结构化的

激励措施和专项政策工具进行，出台

政策促进对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

管理解决方案的采纳和私人资金和社

会资本的持续参与。这些措施包括：

利用政府资金作为成本分担的杠杆；

有针对性地提供基于业绩的补贴和有

条件转移支付；采取监管措施促进基

于市场的方法；创造积极的投资激励

中国海绵城市项目未来的成功

和规模，以及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解决方案的推广，均需要适当

的可持续资金和适当的融资渠道组合

支持。基于市场价值的一般性房产税

通常为地方政府投资提供有效的收入

来源，因为这些税收与房产价值所提

供的公共服务密切相关，拥有稳固不

变的基础，而且可见度高，有助于健

全地方官员问责机制。然而，中国征

收房产税的经验仍然局限于几个试点

城市，需要探索其他措施创造地方收

入，用以支持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

合管理解决方案。鉴于城市条件的多

样性，可以根据当地条件有针对性地

制订多种筹资和融资方案。 

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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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建立专门项目工具，发行面向

机构投资者的专用债券；在项目受益

人之间汇集投资，推广新的资产支持

工具；为绿色债券市场制定蓝色基础

设施准则；邀请保险公司参与开发适

当的产品，同时建立洪水风险保险基

金，建立全国性的洪水灾害风险池。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自然的

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可以衍生

出诸多直接和间接的协同效益。但传

统的项目经济分析方法并没有很好地

把握这些衍生效益的价值。改进价值

评估的方法，充分确定和说明与基于

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所

产生的效益相关的不断变化的价值，

将有助于增加资金来源和融资选择，

提升长期可持续性，并提高城市环境

的宜居性，促进向更加绿色的发展模

式过渡（见图14）。

30个试点城市实例

·甘肃西宁
·宁夏固原
·云南玉溪
·江西萍乡
·广西南宁

·广东珠海
·山东青岛
·福建福州
·福建厦门
·山东济南

·上海
·北京
·广东深圳
·浙江宁波
·湖北武汉

财政能力

总体建议：
·提高对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解决方案所产生的效益的认可和评价
·建立有利的体制、政策和管理框架
·将投资从洪水后的恢复过渡到洪水前的预防
·将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中
·试行房产税，创造可靠的收入来源

建议：
改进对基于自然的城市
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
综合效益的评估，以便
从不同渠道，如水、卫
生、环境、城市（规
划）等方面，利用更有
针对性的公共资源

建议：
通过不同形式的混合
融资（如政府和社会
资本），利用社区资
源和私营部门补充公
共投资

建议：
通过不同的融资工具，
如债券、基金、保险和
交易市场，吸引私营部
门参与；出台法规鼓励
土地开发商投资

图14 针对当地条件的有关改善基于自然的城市洪水综合管理解决方案融资的建议

资料来源：本出版物原创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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