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区和海港气
候适应总体规划

气候变化不是将不期而至， 而是它已经在这里了
金融区和海港气候适应总体规划是纽约市与社区的一个共同愿景，旨在打造具有应变力的 21 世纪滨水区。这一愿景应对了气候变化带来的越来
越多的危害，在改造滨水区的同时，使其能更好地为纽约人的子孙后代服务。以社区和监管部门的投入、气候科学、工程技术和可行性分析为基
础，该总体规划反映了一个可以实现的雄心勃勃的愿景。下一步是升级设计，并确定资金，使该总体规划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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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曼哈顿下城？

为什么是现在？

曼哈顿下城是纽约市交通系统、经济和城市生活的核心。它同时也是
工人、居民和来自城市、地区和世界各地游客的终点和关口。每天有
数百万人乘坐铁路、汽车和渡轮穿越曼哈顿下城，市民和货物在该
地区的高速公路、隧道和桥梁中流通畅行。曼哈顿下城每天有超过
415,000 名乘坐地铁和 PATH（横穿哈德逊河口岸管理局）通勤火车
的乘客，以及 93,000 名渡轮乘客，提供了跨越全部五个行政区和其
他区域中心, 如：中城区，泽西市和布鲁克林市的便捷连接。

到 2040 年代，曼哈顿下城的海岸线将开始经历，因海平面上升带来
的频发性潮汐泛滥，影响到街道、人行道、建筑物和关键基础设施。
到 2050 年代，这种水患将每月发生一次；并且，到 2080 年代，它
将每天都会发生。史泰登岛渡轮（该国最繁忙的客运渡轮航线）的白
厅码头（The Whitehall Terminal）将在 2050 年代开始看见运营影
响。到 2100 年，每日的潮汐将漫延 到珍珠街（Pearl Street) 内陆
的三个街区。如果不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将无法使用，
导致曼哈顿下城 (连同其关键的城市功能) 像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消
失。这种对我们的经济、交通系统和身份的毁灭性冲击，影响到了数
百万纽约人的生活和生计，是不可取的。

曼哈顿下城对其社区成员意味着什么？
纽约市的发源
地，这里历史
悠久！

曼哈顿下城发生的一切都会影响到我
们城市里每个角落的纽约人。
来自各个社区的纽约人在曼哈顿下城工作，从小企业主到土木和建筑
业工人，到医疗保健、教育、技术、公民和金融行业的人士。作为美
国最大的商业区之一，曼哈顿下城是该市和该区经济的中心。
近几十年来，曼哈顿下城已转变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多功能社区，为居
民、学生、工人和游客提供 24/7 的全天候服务和便利设施。在过去
的二十年里，这里的居住人口增长了 170%。今天的曼哈顿下城是一
个住宅社区，同时也是一个商业区、一个交通枢纽和和一个拥有着深
厚文化底蕴的所在地。
曼哈顿下城也是纽约市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然
而，该地区的人文历史其实早于3000多年前，当莱纳佩人（the
Lenape) 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就开始了。几个世纪以来，曼哈顿下城作
为转型和发展中城市的一部分，一直在不断重塑自己。今天，它仍然
是一个标志性的全球象征，也是面对变化时充满活力和韧性的典范。

一个居住、工
作、上学和
养家糊口的
地方

历史与现代的
交汇处

可以通往海滨
和海港景色

纽约市最棒的
社区之一

纽约市存活
的关键所在

可以用来享受
和放松的户外
空间

该市重要的就
业中心

我们不是在为现存的曼哈顿下城做规
划。我们是在为未来的曼哈顿下城做
规划，如果现在我们不采取行动，它
将每天都会被水淹。

有便利的交通
可以前往纽约
和新泽西其他
地区

这些言论是在公众参与关于曼哈顿下城重要性讨论的过程中收集的

虽然这个视图反映了 2100 年的日常潮汐泛滥，但如果不采取行动，
该地区最早将在 2040 年代开始频繁出现潮汐泛滥。

4 | 金融区和海港气候适应总体规划

除了潮汐泛滥，曼哈顿下城还将面临着更频繁、更强烈的风暴威胁，
比如飓风和东北风。2012 年，飓风桑迪摧毁了该地区，夺走了两人
的生命，还毁坏了建筑物、街道和基础设施。2021 年，热带风暴亨
利和飓风艾达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创纪录的降雨。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威胁只会越来越多。到 2050 年代，如果不采取行动，每年因
沿海风暴造成的损失，包括建筑损坏、医疗费用和服务损失，预计
将超过10 亿美元。到 2100 年，强烈的风暴将带来高达 15 英尺的
洪水，并将漫延到距离东河(the East River) 岸线五个街区的威廉街
(William Street）。由于降雨量增加和沿海风暴的共同影响，排水系
统也将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不采取行动，将导致街道和地下室
被洪水淹没。

如需查阅从现在到 2100 年的潮汐泛滥和沿海风暴的全面模拟，请访问
fidiseaportclimate.nyc/climate-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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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District

New
Jersey

混合型多用途

250,000 - 750,000 平方英尺

商业

地铁站

750,000 - 1,500,000 平方英尺

住宅

渡轮航线

1,500,000 - 3,000,000 平方英尺

公共设施

地铁路线

3,000,000+ 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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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

的曼哈顿下城工人来
自其他四个行政区

土地用途

20,000 - 250,000 平方英尺

N

1770

万名游客到该地区的主
要景点参观（年均）

50%

Seaport

其他渡轮码头

1000ft

21

的居民的增长
（自 2003 年以来）

高等教育机构

t Ri
Eas

Chinatown

纽约渡轮码头

500ft

170%

Lower
East Side

资料来源
LEHD 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就业统计数据 (LODES)。
汹涌澎湃：曼哈顿下城的经济复苏及其对纽约的意义。纽约市中心联盟，2015 年。
2019/2020 年曼哈顿下城的独特游客。受众研究与分析 (ARA)。纽约市许可的活动信息 - 历
史记录：纽约市开放数据。2019 年， N 种地铁和公交车的乘客量。MTA。0ft 500ft 1000ft
Primary Land Use Tax Lot Output (PLUTO).纽约市 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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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K
23K

550

次重大市民活动，例如：游
行、抗议和示威等（在过去
的十年中）

城市和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

建筑面积

曼哈顿下城

Tribeca

Hudson

曼哈顿下城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关口，
它作为一个交通枢纽、一个繁荣的住宅社
区、一个中央商务区， 同时也是数十家文
化和民事机构的所在地。曼哈顿下城及其
所有重要功能，对该市和地区都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这张图表和附带的数据反映
了，曼哈顿下城它对纽约市乃至其他地区
的重要性和主要功能。

14 条地铁线路
17 条渡轮航线
510,000 名通勤者
290,000 名工人
62,000 名居民
55,000 名学生

一个融合了文化、社区和城市生活的中心

River

曼哈顿下城的数据

370,000

Brooklyn

33%

的曼哈顿下城工人
来自纽约市以外

93,000

17%

的曼哈顿下城工
人来自曼哈顿

47,000

名日常乘客分别在曼哈顿下城，乘坐地铁、渡轮
和通勤火车（PATH）

纽约市经济和劳动力的推动者

$6.5

亿元 2019 年度的
税收贡献预算

1 / 10

的工作在
纽约市

10%

的纽约市评估财
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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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制定气候适应计划？
由于地势低洼的海岸线，曼哈顿下城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纽约市正在推进超过 9 亿美元的资本项目来保护该地区。2019
年，纽约市发布了曼哈顿下城气候适应性研究报告，这是一项全面的
多灾害气候风险评估，该评估突出了该地区的脆弱性。该报告确定了
应对和保护曼哈顿下城 70% 海岸线的资本项目，但该报告发现,，在
巴特里 （the Battery) 和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之间的区
域特别具有挑战性，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包括研究是否需要将曼哈顿
下城的海岸线延伸到东河（the East River)，以建设防洪基础设施。
这个总体规划将填补这一关键空白，实现一个具备应变能力的曼哈顿
下城。这些资本项目与总体规划相结合，构成了曼哈顿下城沿海防灾
(LMCR) 战略。

从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到巴特里（the Battery)的区域是实
现具备应变能力的曼哈顿下城的一个
缺失环节。
金融区和南街海港社区在曼哈顿下城的地理环境中是独一无二的，因
此，在实施防洪系统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条一英里的路
段上，有着复杂的基础设施组合，其中包括：地铁隧道和站台、车辆
隧道、地下水电基建和高架公路，限制了现有土地上的建设。由于滨
水区的空间有限，再加上灵活的渡轮、船舶交通和其他海上作业的存
在，在这里建造防洪系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邻近地区相比，该
地区地势低洼，在沿海风暴期间会经历更大的风浪，进一步限制了可
以提供保护的防洪基础设施类型。
然而，解决这一挑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能在保留该地区
的基本功能和历史特征的同时，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滨水区。该
总体规划将防洪设施融入到这些社区的结构中，克服了高度复杂的技
术限制，并构想了一个改造后的公共滨水区，供所有人享用。

曼哈顿下城沿
海防灾应变
(LMCR) 战略

是什么让在陆地上建造这种基础设施变得如此具有挑战性？

美国陆军工程
兵团 纽约-新泽
西港口及支流
研究

东区 （East Side）
沿海防灾应变

曼哈顿下城沿海防灾应变

2.4 英里

New
Jersey

巴特里 (the Battery)
市沿海防灾项目
1.15 英里

布鲁克林大桥-蒙哥
马利沿海防灾应变

海港沿海防
灾应变

巴特里 (the Battery)
沿海防灾应变
0.33 英里

0.80 英里

金融区-海港气候适应总体
规划高度受限区 0.90 英里

Brooklyn

0ft

巴特里公园 （Battery Park）城市沿海防灾应变项目
其他社区，如下东区（the Lower East Side)，拥有辽阔的开放式空
间，可以容纳沿海防洪基础设施。
BROOKLYN BR

IDGE

PIER 17
PIER 15

带领者：巴特里公园市政府 (BPCA)
这包括一系列抗灾项目和排水系统改进，以减少巴特里公园市和部分
邻近社区的洪水风险，应对沿海风暴潮和海平面上升的威胁。

巴特里 (the Battery) 沿海防灾应变

带领者：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 (NYCEDC)，纽约市公园
该项目将提升和加固沿巴特里（The Battery）延伸的滨海大道，保
护这一重要的开放空间，同时保留其历史特征和灵活的海滨用途。设
计防洪设施旨在提供保护，防止海平面上升，直到 2100 年。

布鲁克林大桥-蒙哥马利沿海防灾应变 （BMCR）
PIER 1

1

带领者：NYCEDC，纽约市设计与建设局
该项目将永久性防洪墙与防洪闸结合起来，防洪闸在正常天气条件下
是隐蔽的，在沿海风暴期间翻转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防洪线。该项
目还包括改善排水系统和社区设施，例如：游乐场、长椅和座位。

1000ft

N

海港沿海防灾应变 (SPCR)

带领者：NYCEDC，市长气候应变办公室 (MOCR)
纽约市现在正在采取行动保护海港区，这是总体规划的研究领域中
最低层、最脆弱的部分。该项目将把滨海大道抬高约 3 到 5 英尺，
以抵御潮汐泛滥和沿海风暴，包括改善排水系统。该项目还将改善
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海滨通道。纽约市正在寻求联邦资金的帮助以
配合本市的承诺。

什么是气候适应总体规划？

这个总体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意保持灵活，
以适应未来的需求和优先事项。
该总体规划：
• 是一份长期决策的指导文件
• 以广泛的社区参与为基础
•

展示了这一地区未来的模样

相比之下，金融区和海港区沿岸的空间明显更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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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目标

当初设立该总体规划，想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在制定这一总体规划时，纽约市与曼哈顿下城社区、全市的组织和个
人、以及广大公众的代表密切合作，以反映大家对滨水区的共同愿
景。曼哈顿下城气候联盟 (CCLM) 是一个为指导该总体规划而成立的
利益相关者团体，它将居民、企业代表、社区组织、环境和抗灾应变
团体聚集在一起，积极塑造总体规划。

技术上的可行性
总体规划成功的关键是提出一个可靠且在技术上可行的防洪系统。
为此，该项目组进行了广泛的技术分析，包括研究东河（the East
RIver) 中的水在沿海风暴和正常天气条件下如何流动；该位置不同防
洪工具的可行性；以及，对水上运输和水生生态系统的潜在影响。该
项目组还研究了当前排水系统的工作原理，并制定了一个战略，来管
理拟议的防洪系统背后的雨水问题。

可实施性
除了技术可行性和社区参与外，总体规划还描绘了一条通往设计、许
可和审批、以及施工的路径。虽然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从资金到管
理和可施工性，但州和联邦的许可要求将对最终设计产生最大影响。
由于实施这些，将需要州和联邦的许可，所以至关重要的是，纽约市
必须仔细平衡这些要求与总体规划的目标和纽约市政策优先事项之间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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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OneNYC 2050 和纽约市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该总
体规划旨在指导金融区和海港在不影响子孙后代需求的情况下，适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

为了保护曼哈顿下城，我们必须在保
持活力和关键功能的同时，改造这个
滨水区，使其具备气候适应的能力。

曼哈顿下城气候联盟 (CCLM)由谁组成?

CCLM 的成员，即该总体规划的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包括来
自以下方面的代表：
Alfred E. Smith Houses Resident
Association, Inc.
Alliance for Downtown New
York
The Battery Conservancy
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
Financial District
Neighborhood Association
Manhattan Community Board 1
Manhattan Community Board 3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ew York League of
Conservation Voters
Pace University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Pasanella and Son Vintners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
Rebuild by Design

Resilient Cities Catalys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South Street Seaport
Coalition, Inc.
South Street Seaport Museum
Trinity Church Wall Street
Tri-State Transportation
Campaign
Trust for Governors Island
Trust for Public Land
Urban Assembly New York
Harbor School
Waterfront Alliance
Assembly Member Niou
Borough President Brewer
Council Member Chin
Congressman Nadler
Senator Gillibrand
Senator Schumer
State Senator Kavanagh

目标

以一个共同的愿景为基础

可持续性

原料

该总体规划旨在确定可行的应变解决方案，以使金融区和海港社区适
应气候变化的影响。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 (NYCEDC) 和市长气候应
变办公室 (MOCR) 启动了一个为期两年的公共规划进程，将纽约市
的机构、本地专家和由荷兰工程公司凯谛思（Arcadis）领导的跨学
科团队聚集在一起，共同塑造了该总体规划。该总体规划的最终成功
将有赖于促进广泛的社区支持、确保技术上的可行性，以及制定一个
明确的实施途径。

保护曼哈顿下城免受日常潮汐
泛滥和沿海风暴的影响，通过
建设新的沿海防洪
基础设施
兴建新的排水基础
设施来管理雨水

将气候适应的基础设施
整合到城市中， 通过
确保普遍的无障碍
设施和紧急车辆能
连接到滨水区和海
岸线，以及一条连
续的自行车道
建造新的应变性海
事设施，以支持渡
轮、历史性船舶和
其他海滨业务

改善公共滨水区，
通过
保护和加强现有
的公共场所
打造多层次滨水
开放空间
提供社区服务
用途

限制对东河（the
East River) 生态的
影响，同时尽可能
改善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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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具有防灾应变
力的 21 世纪滨水区？

朝南鸟瞰图
拥有防灾应变力的海滨未来图示

金融区-海港气候适应总体规划将确保曼哈顿下城，能够抵御海平面
上升和日益强烈的沿海风暴的影响，同时将新的防洪系统融入到城市
结构中，并创建一个为所有纽约人的子孙后代服务的海滨。
该总体规划成功的核心是需要确定技术上可行且可靠的基础设施，以
保护从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到巴特里（the Battery) 的
这一英里范围，免受未来潮汐泛滥和沿海风暴的影响。主要的设计挑
战是，在实现这些防灾应变目标的同时，继续提供进出该滨水区的无
障碍通道、重建渡轮和海事用途，使其具备适应力，并尊重东河 (the
East River)的生态平衡。总体规划还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温馨的入
口处、多层次的开放式空间，以及与滨水区现有历史景点的紧密联
系，改善人们对滨水区的体验。
作为总体规划的一部分，经过详细的研究，纽约市得出结论，要实现
这些目标，需要将曼哈顿下城的海岸线延伸到东河(the East River)
，为建造防洪基础设施创造出所需的空间。由于沿海滨的空间如此有
限，而且大部分滨海大道都建在桩基支撑的结构上，所以需要一条延
伸到东河的海岸线来建造防洪堤。除了用于防洪墙的空间外，纽约市
还提议扩建海岸线，以确保社区不会与滨水区隔开。
该设计方案将无缝地将防汛基础设施整合到一个新的多层次的公共滨
水开放空间中，供所有人享受。上层将保护人们免受沿海风暴的侵
袭，配有掩埋式防洪墙，是抬高的开放空间的两倍，可以供人欣赏海
港和城市的广阔景色。较低层的滨海大道将临近水面，连接码头和渡
轮。这条海滨大道的高度足以在海平面上升时保持干燥，并被设计成
在沿海风暴中的防洪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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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正在优先考虑被动型防洪，这意味着永久性地提高海岸线的高
度，以保护该地区。由于海平面上升，该地区最终每天都会面临水
患，因此需要采取被动措施；每天去部署防洪闸是不可行的。此外，
金融区和海港的地势较低，加上沿海风暴期间强烈的海浪作用，使得
仅仅依靠防洪闸不太合适。在选定的位置，防洪闸将伴随被动洪水防
御系统，限制地铁隧道的额外重量，并为紧急和维修车辆提供到达海
岸线的入口。在没有沿海风暴的情况下，这些防洪闸将隐藏起来，开
阔河流的视野，并提供直接通往沿海的通道。

松树街湾（Pine Street Cove）朝北视图
拥有防灾应变力的海滨未来图示

纽约市还提出了新的雨水基础设施，防止雨水倒灌和淹没新的沿海防
洪基础设施后面的区域。传统的或“灰色”基础设施与绿色基础设施
的结合，将有助于管理雨水径流，在大雨和沿海风暴活动期间，限制
对下水道系统施加的额外压力。

这种防洪系统为改造滨水区带来了一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创造了一个比以
前更好地为纽约人服务的地方。
这个滨水区不是一块白板。防洪需要融入现有的城市结构，继续支持
为城市和地区服务的各种用途。滨水区的渡轮码头将重新开发为新
的现代化设施，并为未来的扩展提供空间。人们将能够通过常见的和
引人入胜的入口进入滨水区，这些入口皆为普遍的无障碍设计。自
行车道和海滨大道将被替换和改善，提供从布鲁克林大桥 (Brooklyn
Bridge) 到巴特里（the Battery) 之间安全和不间断的连接。
该滨水区的设计也将有助于推进纽约市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新的海岸
线边缘将融入生态改善的机会，为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提供新的栖息
地。以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将贯穿始终，帮助管理雨水、提供阴凉处
并降低当地夏季温度。此外，该总体规划确定了，将可再生能源融入
作为沿海各种新建筑或结构的一部分的机会。

14 | 金融区和海港气候适应总体规划

简介 | 15

接下来是什么？
该总体规划在规模上而言，可与那些对纽约市未来至关重要的其他主
要基础设施项目相媲美。这些项目包括扩大和翻新曼哈顿和新泽西之
间的东北走廊的“门户计划”（Gateway Program），或确保城市
淡水供应的“水隧道3号计划”（Water Tunnel No. 3）。该总体规
划可能需要 15 到 20 年的时间才能全面实施，耗资超过 50 到 70 亿
美元。没有一个资金来源可以支付全额费用；因此，它需要考虑各
种本地、州和联邦政府的资源 （包括现有的和新的）。至关重要的
是，纽约市将需要获得州和联邦实体的许可，才能继续前行。下一
步，纽约市将继续推进设计进程，并在未来的工作阶段与社区和监管
机构密切合作。

采取行动
这一刻，属于所有在曼哈顿下城工作、居住、旅行和享受生活的纽约
人，他们希望帮助建设一个更具备应变力的宜居城市。该总体规划是
缩小曼哈顿下城沿海防灾应变战略中重大差距的第一步，但工作并非
就此结束。纽约市需要您；您的理念、您的倡导、您的参与，将使这
个总体规划成为现实。

了解更多关于下一阶段的工作以及您如何参
与， 请浏览：fidiseaportclimate.nyc.

儿童在社区开放日绘制的
#MyResilientLowerManhattan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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