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发展整笔拨款 

灾后恢复（以下简称 “CDBG-DR”）计划 

重大修订编号12 

 由HUD 2016 年 3 月 30 日 

以下文件附件列表：8 号、9 号、10 号和 11 号行动计划修订 

部分：拟定资金分配表、最新影响和未满足需求评估、纽约瑞星房屋恢复计划、纽约瑞

星经济开发与复苏、纽约瑞星基础设施计划及一般管理。 

  

总结：  

12 号行动计划修订 (APA) 将解决下列问题：  

A. 拟定资金分配：分配表已进行更新，以反映根据未满足需求和额外资金来源在不同

计划之间重新分配的资金。 

B. NY Rising 经济开发与复苏：小企业拨款分配减少了 9350 万美元。计划已停止申

请，所减少的资金分配是对根据计划申请者数据的修改计划数据和未满足需求分析

做出的。这些资金已重新分配给 NY Rising 业主恢复、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以及公共

住房援助计划（详情见本修订案）。 

C. 纽约瑞星基础设施计划：已确认了用于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的额外州

和联邦资金来源。因此，将行动计划中的 CDBG-DR 资金分配减少 2.53 亿美元并重

新分配给 NY Rising 业主恢复、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以及公共住房援助计划（详情见

本修订案）。 

D.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为了解决这个计划的预算问题和未满足需求，对该计划增

加了 344,965,900 美元的资金分配。 

E.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为了解决这个计划的预算问题和未满足需求，

对该计划增加了 6900 万美元，总资金分配达到 7500 万美元。   

NY Rising 公共住房援助计划：拟定资金分配表中的金额已经更新并反映此前对公

共住房援助计划作出的 1000 万美元承诺（在 APA 8 中确认）。  

F. NY Rising 计划收入：更新了拟定资金分配表，添加了根据收购房产销售作出的计划

收入 1 亿美元的预测。   

G. NY Rising 管理和规划：分配资金增加了 30,034,100 美元，达到 220,844,100 美元，

是纽约州根据 2013 年 3 月 5 日联邦注册公告条款获得的纽约州 44 亿桑迪超级风暴

分配资金的 5%。  



 

 

H. 其他：根据需要更新。 

 

 

  



 

 

A. 拟定资金分配（注：与 B-H 项有关的所有更新均反映在下表中，已在 APA8 第 5 页

和第 46 页的表中作出。 

计划 APA 11    分配i APA 12 变更 计划收入预估 
经修订的 APA 

12 分配 

各项计划总计 
4,416,882,000 

美元  
  

100,000,000 

美元  

4,516,882,000 

美元  

          

住房 
1,959,019,206 

美元  
  

69,965,900 美

元  

2,375,485,106 

美元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 
1,053,311,524 

美元  

275,000,000 美

元  

69,965,900 美

元  

1,398,277,424 

美元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 6,000,000 美元 
69,000,000 美

元 
 75,000,000 美元 

临时抵押援助计划 48,000,000 美元      48,000,000 美元  

NY Rising 买断和收购计划 
620,207,682 美

元  
    

620,207,682 美

元  

NY Rising 租赁建筑恢复计划 
224,000,000 美

元  
    

224,000,000 美

元  

公共住房援助救济计划 7,500,000 美元  2,500,000 美元    10,000,000 美元  

          

经济开发 
216,500,000 美

元  
    

123,000,000 美

元  

小企业拨款计划  
183,500,000 美

元  

（93,500,000 

美元） 
  90,000,000 美元  

企业指导计划 3,000,000 美元      3,000,000 美元  

旅游业和营销 30,000,000 美元      30,000,000 美元  

          

社区重建 
728,432,794 美

元  
    

728,432,794 美

元  

NY Rising 社区重建计划 
728,432,794 美

元  
    

728,432,794 美

元  

          

基础设施和配套 
1,137,120,000 

美元  
    

884,120,000 美

元  

 地方政府和重要基础设施计划 
145,000,000 美

元  
    

145,000,000 美

元  

非联邦份额分摊计划 
480,920,000 美

元  
    

480,920,000 美

元  

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 
300,000,000 美

元  

（253,000,000 

美元） 
  47,000,000 美元  

帕克湾废水处理 
101,000,000 美

元  
    

101,000,000 美

元  

长岛电力局 
107,500,000 美

元  
    

107,500,000 美

元  

风暴与紧急事件恢复能力研究所 (RISE) 2,700,000 美元      2,700,000 美元  



 

 

          

设计与重建 
185,000,000 美

元  
    

185,000,000 美

元  

居住在海湾 (Living with the Bay)：漫流 (Slow Streams) 
125,000,000 美

元  
    

125,000,000 美

元  

生活防波堤：Tottenville Pilot 60,000,000 美元      60,000,000 美元  

          

管理和规划 
190,810,000 美

元  
  

30,034,100 美

元  

220,844,100 美

元  

B. NY Rising 经济开发与复苏  

变动描述：小企业拨款分配减少了 9350 万美元。计划已停止申请，所减少的资金分配是

对根据计划申请者数据的修改计划数据和未满足需求分析做出的。这些资金已重新分配给 

NY Rising 业主恢复、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以及公共住房援助计划（详情见本修订案）。
将在“经济开发”一节（APA8 第 23-32 页）中进行上述变动。 

APA8 第 23 页第 1 段： 

经济开发 

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超级风暴“桑迪”对整个东海岸的企业造成了广泛影响，这

一区域占美国经济产出的 10%。ii 尽管资产和设备的损坏主要集中在海岸线和滨河社区，

但是风暴的巨大影响仍然迫使全纽约州数以万计的小企业运营中断。iii 其中很多企业未

遭受有形损坏而是由于供电中断或道路损坏导致关闭，且未获得任何援助。 这些企业受

到的影响在短期内尤为明显。 

正如 APA6APA8 中所述，大多数灾区都会经历灾后重建的典型经济模式。由于灾后重建

的浪潮，很多与灾后重建相关的企业（特别是建筑行业）都将迎来行业的春天。一旦重建

工作走上正轨，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就会看到灾后恢复的明确经济利益。各家各户以及企

业都将借助自有资金、拨款和保险赔款来重建家园和工作场所，重新购置其中损坏或丢失

的所有设备设施。这将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建筑业和家居相关的零售业。  

从宏观层面而言，这种重建开支会对地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近期公布的超级风暴桑迪

相关经济影响研究也采用了这样的逻辑美国联邦商务部于 2013 年公布的超级风暴桑迪相

关经济影响研究也采用了这样的逻辑。iv 该研究承认超级风暴桑迪对整个灾区的企业造成

了巨大的损坏，但同时也声明，这种影响并不持久，经过重建工作后，实际上还将振兴地

方经济。用于灾后重建的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每年将创造约 88,000 个新就业岗位，并推

动经济产出增长。的确，联邦商务部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评估道分析中评估道，尽管风暴

导致企业暂时中断运营，有相对小的证据表明，从长期来看无论是纽约旅游或观光部门还

是其它行业，短期损失都是显著的。这些研究结果由纽约州收集的数据提供支持（下文详

细列出）。其中很多影响并没有立即在企业身上表现出来，因为超级风暴桑迪的登陆发生

于旅游业的淡季。另外，就在风暴之后的时期，纽约州在旅游发展计划方面的投资额显

著，以援助受灾的企业以复苏受灾的企业。 



 

 

然而，无论是对直接遭受有形损坏的企业还是对出现重要业务中断的企业，此次事件造成

的毁灭性影响都是挥之不去的。此外，当地生产和销售的直销市场中断也将长达数月；这

是超级风暴“桑迪”过后带来的明显余波。对于未包括在此次重建活动中的弱小企业来说，

风暴造成的影响可能是严重且持久的。由于资金匮乏和资源有限，很多企业需要援助才能

简单维持企业运营，还有很多企业可能要等数月之后才能开始重建。尤其是一些收入有限

的小企业和季节性企业，没有额外的援助可能根本无法重获新生。而且，很多小企业没有

资格获得 很多小企业没有资格获得小企业管理局 (SBA) 救灾贷款或没有经济实力来承担

额外债务，因而几乎没有多少资源来开始修复和重建。 

和 APA6 一样，纽约州对未满足经济发展恢复需求的分析使用以下可用数据来预估未满足

企业需求的美元数值在 APA8 中，纽约州对未满足经济发展恢复需求的分析使用以下可用

数据来预估未满足企业需求的美元计价数值：2014 年 12 月以来的 SBA 企业贷款信息；使

用 2012 年邓白氏企业数据得出的风暴相关企业损失与经济影响评估数据；FEMA 超级风

暴桑迪洪水淹没区域地图和人口普查数据。不过，在这一次的 APA在 APA8 中，纽约州

使用新的数据源增强未满足企业需求分析。这些来源试图呈现风暴（尤其是超级风暴桑

迪）的长期经济影响，并将纽约州的未满足企业需求置于经济在风暴及其之后如何反应的

背景之中。这些内容在下文中会更具体地阐述。 

在 APA6 中具体而言，纽约州利用利润损失分析增强了 HUD 分配方法；该分析对位于遭

受至少一英尺由超级风暴桑迪所造成之洪水影响的人口普查分区的所有企业进行分类。纽

约州使用来自 FEMA 建模任务组 (MOTF)-飓风桑迪影响分析的数据以及确切企业位置

（来自 APA6 所用的邓白氏数据集），完善其分析以包括：  

 桑迪期间洪水超过 1 英尺的人口普查区块之内的任何企业英尺的人口普查区块之内
的任何小企业；和 

 被确定位于洪水深度超过一英尺的洪泛区之内的企业。 

纽约州认为，下列这些相关的地理数据，加上其他数据源（广泛的活动性经济指标）较为

细致地概述了未满足企业需求的情况这些地理上更相关的数据，加上其它数据源更清晰地

概述了真正的未满足恢复需求。 

在本次更新中，纽约州使用从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 (NYSDFS) 收集的计划性数据和保险

数据，以进一步完善对未满足企业需求的分析。 

未满足企业需求的计算方法 

本次分析中认为，申请了 SBA 企业贷款但未获批的企业具有未满足企业需求在 APA8 

中，纽约州的未满足企业需求计算方法如下：认定未满足企业需求的标准是申请 SBA 企

业贷款但未获批。这种方法依据的是 2014 年 10 月 16 日联邦注册公告中概述的计算方法

并以 SBA 商业贷款申请数据为基础。计算未满足需求时，将各县的 SBA 贷款金额平均值

乘以未获批准的贷款申请数。截至 2014 年 12 月，SBA 收到来自纽约市外的纽约企业贷款

申请共 5,132 份，其中 3,568 份（占所有申请的 70%）未获批准。因此，这些企业的未满



 

 

足需求的计算结果为未满足企业需求的计算结果为 4.196 亿美元。HUD 还使用公式（详情

如下详情见 APA8）上调此数字，以便解释企业因各种理由（信用、收入、利率等）而未

申请援助。最终这些企业经调整的未满足需求预估为 7.1131 亿美元。 

此外，本次分析还将受到实质性影响的企业减灾费用纳入考量。预计减灾费用相当于损失

价值的 30%。预计受到重大至严重损坏的企业减灾需求为 1.148 亿美元，其中包括在风暴

中遭受了有形损坏的企业和在风暴中受到了负面影响而急需减灾援助的企业。如表 19 中

所述，两者相加之后，未满足企业需求相比于 APA6 中的 5.042 亿美元，为 8.261 亿美

元。  

表 19：使用 SBA 数据预估的未满足企业需求（不包括纽约市）（单位：百万） 

受损企业 总计损失 
扣除已获取的 SBA 

贷款 

调整后的未满足需求 

- 修复 
减灾费用 未满足企业需求 

5,132 $610.2 $ 190.6 $ 711.3 $ 114.8 $ 826.1 

来源：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商业贷款申请数据（自 2014 年 12 月起生效） 

 

关于最新的 HUD 分配方法的解释说明： 

1. SBA 数据显示，2014 年 1 月至 12 月间，由于受到风暴影响而产生的受损企业数量

从 4,767 家上升到 5,132 家。这很可能是因为，自 APA6 之后，SBA 受理的申请数量

增加。 

2. 根据 HUD 分配方法，预估总计损失时要考虑获得批准的申请者的损失以及被拒的

申请者的损失。前者是提供给获得批准的申请者的全部 SBA 贷款总和。要计算被拒

申请者的损失，需要用每个县的 SBA 贷款平均值来预估平均一位被拒申请者的损

失，之后再乘以该县被拒申请的总数量。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就是被拒申请者的总

计损失估值。根据 HUD 分配方法，被拒申请者的损失需要采用以下公式相应上

调，将没有申请 SBA 援助的企业需求考虑在内： 

调整后的未满足修复需求 = 被拒申请者的总计损失 * （1 + 被拒申请者数量/总申请

者数量） 

经过更新，计算出的被拒申请数量为 3,568。 

减灾费用按照“严重受损”企业修缮费用的 30% 计算。根据 HUD 分配方法，遭受的损失共

计超过 30,000 美元的所有房屋都属于“严重受损”类别。因此，总金额超过 30,000 美元的 

SBA 贷款和损失超过这一数额的这部分被拒申请者的损失总额必须包括在内。这份采用

更新过的 SBA 数据分析得出，严重受损的房屋占到企业资产的 63%。HUD 分配方法已经

更新，以反映企业损失的更广泛预估。然而，SBA 数据计算得出的未满足企业需求并不

能反映在飓风中受灾亟待援助的企业总数HUD 分配方法已经更新，以反映企业损失的更

广泛预估。然而，纽约州认为采用 SBA 数据计算得出的未满足企业需求并不能反映在飓

风中受灾亟待援助的企业全貌。其主要原因是并非所有受灾企业都有资格申请 SBA 贷款



 

 

或有能力承担额外贷款。企业如需获得贷款资格，必须拥有良好的信用和资产作为贷款担

保，这就会将很多小微企业排除在外——这类企业通常资源最有限，需求也最为迫切。很

多企业主自知不具备资格，因而根本不会申请该计划。因此，上述未满足需求的计算结果

无法反映这部分企业的需求。此外，根据 SBA 贷款准则，对于有资格申请该计划且信用

等级高到足以获得其它融资渠道的企业，SBA 的利率高达 8%。高利率阻碍了部分小企业

申请 SBA 贷款。 因此，纽约州使用其它数据增强其分析。在本次更新中，纽约州利用计

划性数据和保险数据进一步更新其分析。  

评估未满足企业需求的其它数据 

未满足的经济开发需求还包括对中断的企业运营进行评估。在 APA8 中，纽约州对受灾企

业运营中断状况进行评估，作为经济发展方面的未满足需求之替代衡量方法，目的是考察

那些未申请 SBA 贷款却因运营中断以及缺乏基础设施支持后续运营而有未满足需求的企

业。超级风暴桑迪过境之后，电力供应大面积中断并持续数周，这一问题显得尤为尖锐。

公众已经开始担心，如果没有商业贷款以外的其它援助，小企业很可能举步维艰并最终倒

闭。v 

本次分析利用企业因运营中断而损失的利润来预计维修费用以外的未满足企业需求。不

过，和 APA6 中不同的是，纽约州认为最新的 HUD 分配方法更能反映风暴相关的经济混

乱情况。因此，本次分析从更侧重于地理的角度对小企业的损失情况进行估值。具体来

说，纽约州利用企业因运营中断而损失的利润来预计维修费用以外的未满足企业需求。在 

APA6 中，纽约州的分析对象为位于界线内记载的积水深度至少一英尺的人口普查分区的

小企业。结果利润损失理论分析的对象总共包括近 78,000 家企业。在 HUD 的更广泛评估

中，本次分析首先限定于位于上述人口普查区块或是积水深度至少达到一英尺的洪泛区的

的小企业在认识到 HUD 的更广义评估方面，APA8 将样本限制为同一人口普查区块之内

的小企业和确定位于洪水深度至少一英尺之区域的小企业。人口普查分区是最小的公共地

理人口普查区块，并且在稠密地区可能会包括小至城市街区或大型公寓建筑物。因此它们

都是企业所在社区非常本地化的评估。另一方面，人口普查区是较大的区域，每个区的居

民人数介于 2,500-8,000 之间，最佳规模是 4000 个居民。在给出这些结论后，分析进一步

将小企业的范围限定在了地理编码地址位于洪泛区内的小企业。这些附加条件对小企业是

否受到直接影响，或是其是否处于受到直接影响的社区，给出了更加细致和有针对性的分

析在展现这些结果之后，该分析进一步将小企业的数目限制到仅洪泛区内有地理编码地址

的企业。该方法的这两个补充允许更细致和精确地分析小企业是直接受灾还是位于直接受

灾的社区之内。vi  

和 APA6 一样，分析假设受影响的小企业已经关闭两周。vii下表给出了 APA6 更新中预估

的由于超级风暴桑迪而产生的利润损失情况，以及针对特定地理区域的参照性利润损失情

况。  

本次分析涵盖了位于洪水深度至少达到一英尺的人口普查区块的小企业。viii 为了预估利

润损失情况，分析假设这些小企业已经关闭两周，受影响的小企业预计有本次分析假设这



 

 

些受灾的小企业关闭两周且位于洪水深度至少一英尺之区域。ix  下表展现因超级风暴桑

迪导致的利润损失之预估，以及更小范围的地理区域的可比利润损失。  

在洪水至少一英尺深的人口普查区内，预计有 77,902 家，造成的损失预计达到家小企业

受到影响，带来 1.976 亿美元亿美元的损失。x 上述损失的 75% 左右发生在纳苏县和萨福

克县（表 20）。  

表 20：根据超级风暴桑迪导致的企业运营中断预计的未满足企业需求（不包括纽约市）（单位：百万美元） 

县 洪水积水至少 1 英尺的 

人口普查区的小企业 
年收入 预计因超级风暴桑迪导致的利润损失 

纳苏 28,943 $ 21,097.2 $ 58.3 

萨福克  35,529 $ 32,667.2 $ 90.2 

韦斯切斯特  10,265 $ 14,383.6 $ 39.7 

奥兰治  1,588 $ 2,688.9 $ 7.4 

罗克兰  1,287 $ 549.1 $ 1.5 

阿尔斯特  290 $ 165.5 $ 0.5 

总计 77,902 $71,551.4 $ 197.6 

来源：GOSR 采用邓白氏公司提供的企业数据以及 FEMA 公布的超级风暴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xi 

 在 APA8 中，地理位置更细化的方法大大简化了每个县的利润损失预估和纽约州企业的

整体利润损失预估。纽约州认为这种方法能够更准确地对受灾企业进行分类。此次分析表

明，有至少 9,370 家企业位于受到严重影响的洪泛区（洪水深度超过一英尺的任何区

域）。这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有其他企业遭受破坏并/或位于洪水深度不超过一英尺的

洪泛区。人口普查区块分析表明，有刚好超过 60,000 家企业就紧挨着洪泛区，在利润损

失方面预计占 1.55 亿美元（表 21）。HUD 分配方法的更新和很多企业利用业务中断保险

的可能性xii都支持纽约州在利润损失方面 1428 万美元的保守估计，以增强利用 HUD 分配

方法进行的未满足需求预估（表 22）。 

表 21：根据超级风暴桑迪导致的企业运营中断预计的未满足企业需求（不包括纽约市）（单位：百万美元）–人口普

查区块分析 

县 洪水积水至少 1 英尺的人口普查区块的小企业 年收入 
预计因超级风暴桑迪
导致的利润损失 

纳苏 23,004 $16,856.6 $46.6 

萨福克  992 $2,510.9  $6.9  

韦斯切斯特  1,774 $2,769.4  $7.6  

奥兰治  26,388 $26,171.8  $72.3  

罗克兰  291 $164.5  $0.5  

阿尔斯特  7746 $7,587.8  $20.9  

总计 60,195 $56,061.0  $154.8 

来源：GOSR 采用邓白氏公司提供的企业数据以及 FEMA 公布的超级风暴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 



 

 

表 22：根据超级风暴桑迪导致的企业运营中断预计的未满足企业需求（不包括纽约市）–洪泛区分析 

县 洪水积水至少 1 英尺的人口普查区块的小企业 年收入 
预计因超级风暴桑迪导致的利润
损失 

纳苏 6,752 $4,251.5  $11.74  

萨福克  15 $12.4  $0.03  

韦斯切斯特  132 $32.5  $0.09  

奥兰治  2,244 $670.2  $1.85  

罗克兰  1 $1.0  < $0.01  

阿尔斯特  226 $184.1  $0.51  

总计 9,370 $5,151.7  $14.3  

来源：GOSR 采用邓白氏公司提供的企业数据以及 FEMA 公布的超级风暴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 

 

这些方法大幅减少了每个县预计的利润损失，以及纽约州企业的预计利润损失总额。将关

注点从人口普查区级别转移到更精确的地点，并且采用新的 HUD 分配方法，可以更加准

确地分类受影响的企业，而不是假设受影响的人口普查区块中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同样的影

响。 

五个受灾最严重的郡县之保险数据： 

自 APA8 起，纽约州利用 NYSDFS 的数据收集了纽约市之外五个受灾最严重的郡县（纳

苏、奥兰治、罗克兰、萨福克及韦斯切斯特）的保险资料。资料表明，在这五个县中，有

超过 5,800 项保险索赔申请针对业务中断提出，付给索赔人超过 4995 万美元（其中，纳苏

县 2850 万美元，萨福克县 1088 万美元）。在这五个县中，总共收到超过 13,400 项针对商

业财产损坏提出的保险索赔申请，付给企业 1.7819 亿美元（其中，纳苏县 7928 万美元，

萨福克县 5486 万美元）。此外，收到超过 1,500 项针对商用汽车损坏提出的保险索赔申

请，索赔额共计 2267 万美元（其中，纳苏县 1767 万美元，萨福克县 357 万美元）。纽约

州现认为，应当对剩余未满足企业需求进行更新，以反映上述新数据。因此，纽约州通过

合计上述三类（2.5081 亿美元），简化了剩余未满足企业需求预估。这可能低估了因飓风

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及超级风暴桑迪而向企业赔付的保险金额。这主要是因为仅收集整理

了五个受灾最严重的郡县（不包括纽约市）的数据。 

受灾社区的经济环境 

一旦电力回复，重新开始业务运作，这些企业中许多都可以恢复一部分损失许多企业在电

力供应恢复重新开工后，弥补了一部分利润损失。还有一些企业因从事暴风相关业务活动

（特别是建筑业），灾后销售收入反而有所增加。其它企业应对这种暴风相关收入损失的

能力则相对较弱，尤其是小型零售商、渔业及建筑领域以外的服务导向型微小企业。xiii 

假设由于企业修复设施，进行重建和清理工作，因而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失业保险金申



 

 

领将回到正常水平。虽然从宏观角度分析，经济正在复苏，但是从个别企业角度并非如此 

为分析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小企业机构是否存在任何明显趋势，纽约州利用了美国人口普查

局之郡县商业模式 (CBP) 数据。具体而言，纽约州确定了超级风暴桑迪是否对五个受灾最

严重郡县内员工数少于 100 人的小企业数目产生任何影响。纽约州对 2011-2013 的 CBP 数

据进行分析，从而确定风暴前后的企业层次。根据县级 CBP 数据，从 2011 年到 2013 

年，五个县的小企业数目都有所增加。2011-2012 年和 2012-2013 年，五个县共分别新增 

531 家和 1,121 家小企业。尽管超级风暴桑迪带来了破坏性影响，但这与大萧条后的国家

经济复苏相符，表明在这些地区不存在任何与超级风暴桑迪相关的明显趋势。 

纽约州还提供证据（见下文）证明，虽然受灾地区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飙升，但这只是暂时

的，还会回到之前报告的趋势。然而这种宏观分析描述的是经济复苏的整体形势，并未从

个体企业的角度进行考虑。有些企业资源匮乏、融资渠道有限、保险赔款不足，这将导致

他们无法完全恢复运营或重获新生。除了 APA6 中给出的分析，纽约州还突出了受灾区的

许多经济复苏关键指标纽约州的小企业复苏工作详情亦详细列出。在本节中，纽约州利用

销售税收入和失业保险数据对风暴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分析。  

 

1. 销售税收入  

APA6 利用两周的利润损失来预计维修费用以外的企业需求，还使用了每周平均收入和估

计利润收入比率。本次分析检验了纽约州财政税务厅APA8 利用纽约州税务财政厅 

(NYSDTF) 的销售税收数据，以便从程度和持续时间两方面着手弄清楚超级风暴桑迪过后

不久被征收销售税的企业收入减少情况。  

从纽约州小企业销售税收入减少分析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超级风暴的销售税收

入数据增强了分析，从超级风暴“桑迪”的影响。为此，在纽约州邮区图上覆盖 的严重程

度和持续时间两个方面了解被征收销售税之企业收入减少的原因。  

本分析利用了四个数据源： 

1. SBA 企业援助总体 (Business Assistance Universe)； 

2. 纽约州税务财政厅销售税收入数据； 

3. FEMA 图来体现飓风艾琳和超级风暴桑迪影响地区地图； 

4. 纽约州数据结算所提供的纽约州邮区地图。 

整个州可提供 1,306 个邮区（总共 1,800 个邮区）的销售税数据，其中 466 个邮区至少受

到了这三场灾难之一的影响。为此在本分析中，将 FEMA 地图与纽约州邮区地图叠加，

构建了“受灾”和“不受灾”两个组别。组。本分析从两个方面着重于风暴对销售税收入的影

响：(1) 不同规模的企业（按照其收入确定）和 (2) 不同行业的企业（按照其北美行业分类

体系 (NAICS) 行业代码确定）。xiv 

在确定了受灾和不受灾的邮区之后，图 1 曲线显示每个组销售税收入的经时变化。 



 

 

图 1：受灾和不受灾邮区之间销售税的百分比变化 

 

来源：纽约州税务财政厅-按邮区划分的季度销售税收入数据（2014 年 8 月） 

 

在纽约州大约 1,800 个邮区之中，有 1,306 个邮区提供了销售税数据，其中有 466 个邮区

在三次灾害中至少受灾一次。分析集中地从两个角度阐述了风暴对销售税收入的影响：

(1) 不同规模的企业（凭收入规模区分）；(2) 不同行业的企业。所有行业和收入分类图标

和详细的数据表格参见附件所有针对行业和收入的图形以及详细的数据表都可在 APA 8 

附录 B。不过，分析显示，一般情况下，飓风 中找到。然而，本分析表明，一般而言，

在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超级风暴“桑迪”过后，销售税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之后

的时段里，对销售税没有明显影响。部分重要调查结果概括如下： 

 受灾区的企业（尽管只是一小部分，1,300 个邮区中有 466 个）缴纳的税是不受灾

区的 3.27 倍。这些结果主要来自于收入较高的较富裕邮区中的受灾企业所处地

区。 

 相比前几年的同个季度，收入在在受灾地区的企业，尽管数量较少，但产生的税收

大约是不受灾地区的 3.27 倍。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受灾企业地处较富裕的

邮区，活动和收入较多。 

 对于收入在 10,000 美元到美元和 100,000 美元之间的企业（第 4 组和第 5 组）缴纳

的销售税在风暴之后一般有明显的下滑），一般而言，销售税收入在风暴之后的季

度里下降的幅度大于往年同季。 

 在经历超级风暴运输和仓储业的销售税在超级风暴“桑迪”之后，运输和仓储行业缴

纳的销售税立刻出现大幅下降，连续两个季度降幅超过之后即大幅度下降，两个季



 

 

度的下降幅度超过 200%，在前几年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在往年是史无前例

的。 

 在经历超级风暴相比于紧挨超级风暴“桑迪”之后，医疗和社会救助产业缴纳的销售

税相比前个季度下降了的上一季度，医疗和社会救助行业回落了 80%。 

 

2. 失业保险申领代表业务中断。利用失业保险索赔预估企业运营中断情况  

APA6 分析假设业务中断两周，并且给出了利润损失估值。本次分析使用了飓风分析假定

企业中断运营两周，并利用利润损失预估其影响。APA8 利用纽约州在飓风“艾琳”、热带

风暴“里伊”和超级风暴“桑迪”登陆时期纽约州的失业保险申领数据，从持续时间和程度这

两方面评估这些灾害对纽约州小企业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时期的失业保险索赔数据增强

了本分析，评估这些灾难对纽约州小企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以合理地假定，初请失业

保险索赔人数的飙升和续请失业金人数的持续增长都是就业中断的表征。尽管并非所有失

业人员都申请失业津贴，但失业金申请人数的飙升被认为很好地反映了广义商业周期中的

中断。 

初请失业金指申领每周失业金，无论实际上是否有支付津贴。此次分析审查了失业金申请

人数的经年变化，这是因为每周的失业金申请人数变化无常，并且通常能够反映就业的季

节性变化（沿海地区出于季节性目的裁员等）。这包括分析 52 周时段内的变化，并以月

度（四周）移动平均线体现变化情况。  

图 2 说明了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里伊”的影响。风暴事件之后，初请失业金人数极低，

表明整体劳动力市场并未受到风暴的消极影响。在按年对比变化方面，初请失业金人数无

增加迹象，而续请失业金人数则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在这个时期内的增长。  



 

 

 

超级风暴“桑迪”造成了史上第二高的损失数额。因此，相较于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里

伊”，其对经济的影响更大。图 3 展现超级风暴“桑迪”期间及其前后时期的每周申请失业

金人数，以便进行比较。  

在超级风暴桑迪之后的一周之内，人数明显飙升。这里假定在此期间，由于人们可能出于

种种原因而无法申请失业津贴，导致失业保险申请延迟。与 1 月份的第一周（常见的“圣

诞后裁员”）不同，桑迪之后的失业金申请与这个节日的风格不符。这表现在按年对比

中。该比较显示了显著而持续的飙升，持续近一个月，被认为是由始于 12 月的每周失业

金申请人数再度小幅飙升造成。   

FIGURE 2: NEW YORK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LAIMS (HURRICANE IRENE AND 

TROPICAL STORM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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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申请未获批准，也有些人在提交救济申请之后立即找到工作。因此尽管初请失业金人

数飙升，但他们不容易转化成续请失业金人数。在超级风暴“桑迪”过后，首次申领似乎转

为持续申领，这一情况反映出很多首次申请人已被系统受理。年同比数据显示续领失业金

人数达到峰值，这表明风暴对劳动力市场的确产生了暂时性的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大

致和首次申领的持续高峰期相当在桑迪期间，初请失业金人数看似转化成续请失业金人

数，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相当一部分初请失业金人数被纳入该系统。在按年对比中，续请

失业金人数飙升表明，风暴对劳动力市场有暂时性影响，但这种情况是短暂的，而且初请

失业金人数在大致相同时间内达到峰值。  

调查结果：申请失业保险金人数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风暴事件对劳动力市场有同等的影

响。在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里伊”之后，失业并不显著。超级风暴“桑迪”对劳动力市场

 

FIGURE 3: NEW YORK STAT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LAIMS (SUPERSTORM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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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有影响，但相比于季节性劳务模式，例如 1 月和 7 月申请失业金人数，影响仍然相对

较小。此外，初请失业保险金的持续时间和向更长期失业的转化（续请失业金人数）并不

明显。桑迪对失业的影响持续大约四周。这是早在 12 月发生的额外第二轮失业金申请所

致。这可能反映了，有些企业可能会等到充分评估损失和重新开张可行性之后再裁员。  

总而言之，结果似乎表明，尽管有超级风暴“桑迪”消极影响的迹象，但那些影响相当短

暂，至少在宏观层面上是这样。 

纽约州如何解决迄今为止的未满足需求 

小企业恢复计划于 2013 年春启动年 4 月发起。在其最初构想中，该计划提议提供拨款和/

或贷款援助给受到飓风“艾琳”、热带风暴“里伊”和/或超级风暴“桑迪”直接影响的企业。该

计划的承保标准和审核程序采用了当时最严谨高效的方法以当时最审慎有效的方式设计了

该计划的承保标准和审核流程。自从该计划首次发起以来，GOSR 修订了计划政策和程

序。这些活动的估计预算确定为 CDBG-DR 资金首批分配 1.585 亿美元，CDBG-DR 资金

第二批分配增加了 2500 万美元，为 1.835 亿美元。增加的资金从并入小企业恢复计划中的

季节性旅游业和沿海捕鱼业中调拨。自 CDBG-DR 资金第三批分配起，纽约州对计划进行

审查，确定用于本计划的 CDBG-DR 资金总降幅不会超过 9000 万美元。本分析基于对纽

约州内小企业之未满足恢复需求的重新评估（如上文所述）以及对计划活动和预计受益者

的详细分析。纽约州为小企业提供了广泛而多管齐下的延伸服务，持续超过两年，同时确

定其促进了潜在的合格企业主进行恢复。如上所述，SBA 贷款申请数据表明，纽约市以

外有超过 5,000 家企业申请了修复贷款，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申请未获批准。纽约州与

通过此 SBA 数据库和通过其他多种途径而识别的企业接触。该计划生成了超过 3,200 个申

请识别号，其中约有 1,500 项申请预计能够得到确认。余下的识别号综合了重复条目和/或

未曾寻求援助的条目，这可能因种种理由发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充分援助、停业/迁

出、所有权变更等）。 

 

 

小企业恢复计划 

2013 年第一季度，小企业恢复计划开始接受企业的申请。  该计划以广泛而持久的延伸服

务来识别所有潜在的合格企业主，并着重为以下群体提供延伸服务： 

 LMI 企业主； 

 为 LMI 人士提供经济机会的企业；  

 因风暴侵袭或影响而未能重新运营的企业；  

 沿海捕鱼业企业；以及  

 季节性企业。  

延伸服务应在纽约州的指导下进行，并通过以下资源和活动实现：  



 

 

 在线：灾后恢复资源的宣传，包括计划概述、情况说明书、宣传册、常见问题 

(FAQ)、行动计划以及有关小企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SBDC”）的 18 

个办公室的地址和营业时间的信息可在 http://www.stormrecovery.ny.gov/ 查看。  

 面对面：计划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机构可上门与您面对面交流，并有经过培训的企业顾问帮助潜在合格企

业主填写并提交申请。  

 通过电话：  

o 可拨打海外电话至潜在的合格企业主，包括在纽约州登记有接受援助意向的个人，以及那些已知

的已经向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FEMA)、小企业管理局 (SBA) 

和其他机构登记申请灾难援助的个人。  

o 申请人可拨打 GOSR 提供的 NY Rising 灾后恢复热线 1-855-NYS-

SANDY，并有受过培训的代表解答您的计划问题，指导潜在的合格企业主完成申请过程，并

提供申请进展的最新信息。 

 通过电视：通过付费电视广告来宣传可用的恢复资源。  

 通过合作伙伴机构：通过子受资助人的官方安排和其他非官方安排进行合作和协作，并与受灾地区的灾后

恢复非营利社区组织合作。  

 通过活动：计划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机构协调参与社区论坛、县政大厅、商会、企业协会会议以及其他当

地支持的社区活动。纽约州创建专业的标识牌、文件、广告和其他材料以支持和加强该计划的运作。延伸

服务可以其他语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西班牙语、俄语和中文。  

 残疾人士、英语水平有限的人士或需要以其他方式呈现计划文件的人士可以拨打 NY Rising 

灾后恢复热线 1-855-NYS-SANDY 获得援助，同时以合适的格式获取信息。  

此外，纽约州利用任何及所有当前可用的网络和其他电子资源，包括社交网络，以推广该

计划并及时向受灾的小企业传播信息和通知。与该计划相关的材料可以从 

http://www.stormrecovery.ny.gov 下载，同时纽约州及其该计划的合作伙伴也会根据需要和

请求将相关材料分发至公务人员、市政府、相关非营利组织和其他机构。还可使用直接邮

递、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企业主申请情况，发送预约通知、遗失通知、拨款结束、

支出进度和时间表相关信息以及其他必要的计划相关信息。 

截至 2015 年 3 月，计划已向超过 750 家受灾企业拨款超过 3000 万美元。该计划告知所有

活跃申请人，新申请人应在 2015 年 5 月 1 日前申请参与该计划。在 4 月期间，新老申请

人需填写并交回利益确认表和选择加入表，并寄至距离最近的小企业发展中心。相关申请

文件的截止日期为 2015 年 7 月 1 日。上述截止日期的相关延伸服务包括以下各项： 

 通过电邮向约 1,600 名申请人发送民选官员及协会名单； 

 通过网站； 

 通知 SBDC 联系申请人； 

 通过电话联系初步拨款受资助人。 

如上所述，大约有 1,500 项申请可能得到拨款确认。余下的识别号综合了重复条目和/或未

曾寻求援助的条目，这可能因种种理由发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充分援助、停业/迁出、

所有权变更等）。 



 

 

截至 2016 年 1 月，在 1,501 项预计会收到确认的申请中，有 1,088 名合格申请人和 413 名

不合格申请人。若申请人未能符合计划要求及/或未能在计划规定的截止日期前提供要求

的文件，则认定为不合格。对于有计划规定的截止日期的所有情况，都会联系有未完成步

骤的企业。纽约州目前正在审查 1,501 项申请中的 228 项。在继续审查的过程中，该计划

预计不合格文件数量将增加。预计该计划将用大概 6 个月的时间处理剩余文件。截至 

2016 年 1 月，预计平均拨款额为 51,412.19 美元。 

总计 2,550 万美元，已向 665 家企业拨款总体而言，纽约州拟将 1,920 万美元。纽约州总

共计划从.23 亿分配的 CDBG-DR 资金中拨款 2.165 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中，小企业拨

款和贷款计划占 1.835 亿美元资金用于经济开发。小企业恢复计划占此款项的 9000 万美

元。剩余资金支持企业指导计划、旅游和营销。 

除去划拨预计留作小企业恢复计划之用的 9000 万美元将足以向合格申请人提供拨款。 

在 CDBG-DR 资金的部分之后，小企业的其他未满足需求预计为 6.23 分配之后，剩余的

小企业未满足需求预估为 4.665 亿美元（表 23）。  

表 23：未满足企业需求（单位：百万） 

受损企业 总计损失  扣除已获取的 SBA 贷款 调整后的未满
足需求-修复 

减灾费用 未满足企业需求 

受损企业（HUD 方法） $ 610.2 $ 190.6 $ 711.3 $ 114.8 $ 826.1 

+ 洪泛区利润损失预估  $14.2 

减去纽约州瑞星计划拨款：减去针
对业务中断、商业财产和商用汽车
损坏赔付的保险金额 

 $216.5250.8 

减去纽约州 Rising 计划分配  $123.0 

剩余未满足需求  $623.80466.

5 

来源：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SBA) 商业贷款申请数据（自 2014 年 12 月起生效）、计划数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FEMA 淹没区域地图。  

受灾社区  

纽约州政府预计重灾区的税基将受到长期影响，因为其房产在暴风的摧残下已经贬值，而

从价税收也会随之降低。FEMA 仍在调整其基准洪水位建议图，以便确定洪泛区范围，并

且最终确定保险赔偿要求和洪灾风险隐患正在调整洪峰基线海拔建议地图和/或多个社区

的初期洪水保险费率图以确定洪泛区，进而确定保险要求和隐性洪水风险。这些变更以及

之前的洪水泛滥证据将导致许多沿海区域的房产贬值。 

此外，重灾区的许多企业都在重建的道路上举步维艰。根据对邓白氏公司提供的数据和 

SBA 贷款信息的分析，在长岛、斯塔顿岛、洛克威、雷德胡克、卡茨基尔的某些区域

（如普拉茨维尔和温德姆），小企业都受到严重影响，并且尚未获得用于重建或恢复到灾

前水平所需的资金。纽约州将继续密切监控这些社区。 



 

 

经济振兴需求 

超级风暴“桑迪”、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里伊”对纽约州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给皇后

区、布鲁克林区、长岛区、斯塔顿岛和曼哈顿下城区的部分地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损失。

这些洪灾区有成千上万的企业超级风暴桑迪、飓风艾琳和热带风暴里伊在纽约境内造成大

面积破坏。数以万计的企业坐落在洪涝区域或洪涝区域附近。这些企业或是业务运营遭受

有形损坏，或是至少因电力供应中断和运输网络不畅而长时间关闭。  

没有遭遇洪水的企业甚至也受到了影响，包括业务结构和内容方面的损失，风灾和由于停

电、道路关闭和附近企业遭遇洪水而造成的业务中断即使企业在洪水中幸免于难，也会遭

受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建筑结构和设备设施的损坏、狂风带来的破环以及因电力供应中

断、道路封闭和企业附近地区的洪水泛滥而造成的业务中断。尽管无法完全掌握企业遭受

的损失情况，因为并非所有企业都申请了联邦政府的援助资金；然而，SBA 贷款申请数

据显示，纽约市以外有超过 5,000 家企业申请了修复贷款，其中约三分之二未获批准。 

通过 SBA 拒绝提供援助贷款的企业数量，我们可以确定纽约市以外地区的未满足企业需

求金额为 8.26 亿美元（包括预计的减灾费用）。这一数据反映的是这个数字是通过 HUD 

分配方法中列出的未满足需求分配方法算出的未满足需求。本次分析还将重灾区小企业因

无法正常运营而产生的未满足需求涵盖在内并更新，这些企业因长期电力供应中断，导致

了业务量、收入和利润损失。根据上述的保守假定，纽约州确定这些重灾区小企业的利润

损失至少为 1400 万美元。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建后，许多行业能够从这次损失中恢复

活来，经济总体来说也在重建过程中得到增长，但是业务中断和物质方面的损失对于许多

小企业来说还是有负面影响，有些小企业甚至由于这次的损失而永久性停止运营。xv 纽

约州估计，在排除 CDBG-DR 资金拨款后，本区域的剩余未满足需求为 6.24纽约州认识

到，许多企业因遭受风暴相关损失而获得保险赔款。为运用这一事实，纽约州保守假设企

业收到 2.508 亿美元左右的保险赔款。这样的假设极为保守，因为这只涉及五个郡县的三

类损坏和中断。总的来说，纽约州指出，很多行业都能够在重建过程中获利来弥补诸多损

失，而且整个经济也会随着这一过程实现增长。但许多小企业还是会受到业务中断与有形

损坏的负面影响，有些甚至因为这一次损失永久关停。xvi 分配的 CDBG-DR 资金都算入

后，纽约州预计该地区的剩余未满足需求为 4.665 亿美元。 

 

C. 纽约瑞星基础设施计划  

变动描述：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为 APA 8 中经 HUD 批准的受保项目。APA 

8 发表之时，该项目正处于早期规划阶段，资金来源还有待最后敲定。自 APA8 发表以

来，项目设计和资金来源已加快确定，项目的进一步规划已完成，最终作出了如下变动。

项目总费用现预估为 3.885 亿美元，结合使用了联邦和州资金来源。确定了加大资金投入

后，项目所需的 CDBG-DR 资金数额正在减少。项目将在 APA 8 中确定的流域铺设下水

道，直接惠及大约 8,000 个家庭。这一设计工程过程将进一步细化项目费用和范围。萨福

克县、纽约州国土安全和紧急服务署各个流域的工作正在开展中，并由联邦协调审查，同



 

 

时与纽约州萨福克县国土安全与紧急服务局 (DHSES)、纽约州环境保护局 (DEC)、联邦紧

急事务管理署 (FEMA) 和 HUD 协同合作，进行联邦审查，在每个流域内开展工作建立合

作伙伴关系。   

萨福克县海岸恢复计划拟解决萨福克县及县内居民的明确恢复需求并减轻超级风暴桑迪之

后的降雨、沿海洪灾和风暴潮引起的污水系统故障和不利环境影响带来的破坏。如上所

述，自 APA8 发表以来，进一步规划已完成，虽然未满足需求保持不变，但用于计划的 

CDBG-DR 资金已发生变动，反映出已确定其他资金来源。上述变动反映在对 APA8 进行

的以下更新中，替换了“废水系统”一节（APA8 第 37 和 38 页）及“受保基础设施项目”一

节（APA8 第 72-74 页）中的内容。   

APA8 第 37 页第 5 段： 

废水系统 

萨福克县 70% 以上的流域通过定点处置系统进行管理。这些定点系统很多位于很浅的地

下水中在萨福克县，70% 以上的废水都是通过定点处置系统进行管理的。县内许多家庭

的定点系统位于很浅的地下水中，并在洪水事件中都受到了损坏。这使得污水进入地下水

和地表水。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定点化粪池系统也不能有效处理氮，导致大量富氮污水流

入该县的地下水，然后再行进到地表水或渗入饮用水蓄水层。xvii萨福克县最近发布了

《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报告》。xviii纽约州划拨了 2014 年 1 月，萨福克县发布了一份其

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报告的执行摘要。xix 纽约州确定将 3.83885 亿美元用于萨福克县海

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该计划拟由萨福克县负责延长县内四地的排水管长度。该计划获

得了联邦批准，纽约州还从；该计划由萨福克县推动，拟在该县的四个区域扩建下水道。

纽约州最初确定 CBDG-DR 基金中划拨资金高达 3 亿美元，并且从清洁用水国家循环基金

融资 8,300 万美元低息贷款，由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并通过由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 (EFC) 

和 DEC 管理管理的净水州立循环基金来筹措低息贷款 8300 万美元。之后，用于计划的 

CDBG-DR 资金数额发生变动，增加了新的资金来源，包括使用 FEMA 减灾补助计划 

(HMGP)、纽约州帝国州发展公司 (ESD) 和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 (EFC) 净水州立循环基

金。确定了上述额外资源后，用于项目的 CDBG-DR 资金总额现变为 4700 万美元，该项

目仍为受保项目。 

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是解决下水道系统的未满足需求和提升公众健康和水质

迈出的重要一大步。大南湾水域有超过 53,000 个地块没有排污设施；该计划拟在上述地

点铺设超过 10,000 个下水道 

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是处理县未满足恢复需求方面迈出的重大步骤。该计划

将提供促进公共卫生和水质提升的下水道系统，假以时日，将使沿萨福克县南岸的湿地和

沼泽地区恢复，从而为社区提供更多的自然风暴防御措施。在大南湾流域有 53,000 多个

无下水道的地块；该计划拟在其中的 8,000 多个地块铺设下水道。在没有下水道的地区，

超级风暴“桑迪”的洪水造成了显著但无法量化的破坏。例如，从住宅区化粪池溢出的污水

将未经处理的物质引入饮用水系统和水体中，对公共卫生和环境资产造成危害。此外，居

民区化粪池和污水池因海水渗入而受损，长此以往这会造成化粪池和污水池遭到腐蚀，且

无法排水的风险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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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保基础设施项目 

GOSR 和 DEC 以及萨福克县合作，拟延长位于大南湾四个重点流域的社区下水道。该计

划获得了 CBDG-DR 基金拨款，并且从清洁用水国家循环基金获得 8,300 万美元低息贷

款，由纽约州环境设施公司 (EFC) 和 DEC 管理。 该计划将在受到超级风暴“桑迪”影响导

致化粪池系统受损的地区安装铺设下水道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帮助萨福克县从超级风暴

“桑迪”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些处置措施将防止化粪池系统未来因洪灾而受损，发生下水

道阻塞和地下水污染等情况，并且将减少对自然海洋保护系统有不利影响的氮污染的发

生。 

GOSR 与 DHSES、DEC 和纽约州协同工作，拟在沿大南湾四个重点流域的社区扩建下水

道。该项目结合使用 CDBG-DR 的 4,700 万美元资金及通过 FEMA HMGP、ESD 净水州立

循环基金等其他来源筹措的资金。通过在化粪池系统遭到超级风暴桑迪破坏的地区安装下

水道和污水基础设施，这一举措将帮助萨福克县从超级风暴桑迪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些

措施将防止未来的化粪池系统泛滥、污水倒流和地下水污染，并减少对自然海岸保护系统

产生不利影响的氮污染。 

在萨福克县，70% 以上的废水都是通过诸如用于废水处理的污水池和化粪池等定点处置

系统进行管理的。这些定点系统很多位于很浅的地下水中，并在洪水事件中都受到了损

坏。这使得污水进入地下水和地表水。另外，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定点化粪池系统也不能

有效处理氮，导致大量富氮污水流入该县的地下水，然后再行进到地表水或渗入饮用水蓄

水层。xx 

下水道系统的延伸对于社区重建和恢复来说相当重要。在超级风暴“桑迪”中遭遇洪灾的所

有四个流域内的房屋。项目的申请开发阶段将确定具体项目地点，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损失

历史情况、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风暴灾害恢复力。由于延长了下水道，住户将通过污水支管

连接到新的污水总管。 

在上述社区的重建和恢复中，下水道系统的扩建是一个关键因素。四个流域的沿岸房屋在

桑迪期间都经历了洪水侵袭，项目边界已根据洪水淹没历史、地下水深度及进入地表水的

行程时间等地区特征予以确定。该计划的设计阶段将用于根据地理因素和其他因素进一步

细化地块位置。下水道扩建完成后，房屋将通过污水支管连接到新的污水总管。 

【本节第 4-5 段内容不变】 

地理分布条件：大南湾位于火烧岛（一个障壁岛）和长岛的大陆之间。上述区域被选中是
因为化粪池系统不合格、人口密集、地下水位浅、以及富氮地下水进入地表水的行程时间

短等诸多原因。 

该项目区包括四个流域：  

1.以马斯蒂克 (Mastic) 为中心的 Forge 河流域：该项目将解决因超级风暴桑迪造成
的影响，并减少对 Forge 河和大南湾的大量氮污染。该项目的规划阶段将确定在 

Forge 河流域定点化粪池系统因超级风暴桑迪而遭受破坏的地块。 拟建项目将会把

本地区的各地块连接到一个新的污水收集系统，该系统将流向位于市政房产的新污

水处理厂（将进行先进的氮处理）。此外，此地区地下水的氮浓度已达饮用水的最



 

 

大污染限值，且如果污水处理设施不进行升级，预计氮浓度将继续上升。该社区将

存在并易受饮用水受污染的风险。  

2.以北巴比伦和西巴比伦为中心的 Carlls 河流域：该项目的规划阶段将确定定点化
粪池系统因超级风暴桑迪而遭受破坏的地块。 该项目将消除风暴的影响，并减少 

Carlls 河和大南湾的氮污染和病原体污染。目前，Carlls 河中超过 60% 的总氮负荷

来自化粪池系统。拟建项目将会把当前下水道区 3 号-西南下水道区内的各地块连

起来，并将下水道区扩展到包括北巴比伦和西巴比伦地区的一些地块。  

3.以大河 (Great River) 为中心的 Connetquot 河流域：超级风暴桑迪过后，污水泛滥
造成地表水受损，并导致 DEC 紧急关闭贝类养殖区 15 天。实际的水质影响则持续

了更长的时间。该项目的规划阶段将确定定点化粪池系统因超级风暴桑迪而遭受破

坏的地块。该项目将解决 Connetquot 河、Nicoll 湾和大南湾的氮污染和病原体污

染。拟建项目将将位于大河地区的地块连接至下水道区 3 号-西南下水道区。

Connetquot 河产生的氮占大南湾总氮量的 15%；它是氮的最大来源。Connetquot 河

中 60% 的总氮负荷来自化粪池系统。  

4.以 Patchogue 为中心的 Patchogue 河流域：由于桑迪带来的严重泛滥，该流域的
定点卫生处理系统导致水质变差、氮浓度升高，超过了萨福克县卫生服务部所设置

的限制。该项目的规划阶段将确定定点化粪池系统因超级风暴桑迪而遭受破坏的地

块。 该项目将消除风暴的影响，并减少 Patchogue 河和大南湾的氮污染和病原体污

染。拟建项目将会把各地块连接到 Patchogue 的下水道系统。 

影响和未满足需求评估用途：如影响和未满足需求评估中所表明的那样，给排水处理设施
受到严重破坏，导致许多社区没有适合的下水道系统而且缺乏净水。损失包括电气系统故

障，抽水设施和处理工厂由于海水和海浪受到损坏。这些处理设施无法使用，导致数百万

吨的未处理污水被排放进入公共水域。这一情况在长岛尤其严重，在长岛，氮和其他污染

物的处理排放也是一大问题。大约 3 百万居民的饮用水从脆弱的地下含水层，这些水来自

地表。纽约州州长库默指示 DEC 和科学界重要人士以及风暴灾害恢复力以及水质的利益

相关者，就长岛氮污染问题密切磋商。 

影响和未满足需求评估的用途：正如影响和未满足需求评估所示，在萨福克县，70% 以

上的废水都是通过定点处置系统进行管理的。这些定点系统很多位于很浅的地下水中，并

在洪水事件中都受到了损坏。这将未处理的物质引入饮用水系统和水体中，对公共卫生和

环境资产造成危害。长岛的氮等污染物仍然是一个持续的问题，近 300 万居民的饮用水来

自于由地表补给的敏感地下蓄水层。州长科莫指定 DEC 就氮污染情况下长岛风暴防御和

水质方面与主要科学家和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密集的磋商进程，调查结果为本项目在萨福克

县的进展提供了支持。 

 

2014 年，萨福克县被授予 IBM“智慧城市大挑战”补助金。一支由 6 名 IBM 专家组成的团

队在该县致力于帮助解决推动社区恢复和水质污染方面的挑战，并发布了“智慧城市大挑

战”报告。该报告确定萨福克县目前使用定点化粪池系统的房屋有 360,000 处，其污水处

理基础设施与处理升级所需资金仍存在 70 亿美元的缺口。 

 



 

 

大南湾水域有超过在大南湾流域有 53,000 个地块没有排污设施。该计划拟在上述地点铺

设超过 10多个无下水道的地块。这一举措拟在其中的 8,000 个下水道，缓解由于海水渗入

和腐蚀导致定点系统故障风险性升高的压力多个地块铺设下水道，以减轻对定点系统的压

力，该压力来自于因海水渗透和腐蚀而造成的越来越高的故障风险。由于气候变化，灾害

性天气事件和继发性洪灾的频率和级别预计均将增加。萨福克县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行动

纲要 (萨福克县的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执行摘要（2014) 和纽约州“纳苏县和萨福克县海岸

恢复和水质提升计划建议措施和拟定推进计划” (2014) 强调了依赖这些脆弱系统的严重风

险 年）和纽约州的“纳苏和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建议措施和拟定推进计划”（2014

年）强调依赖于上述易受攻击系统的严重风险。 

【本节第 4 段内容不变】 

透明且包容的决策流程：超级风暴桑迪之后，GOSR 和纽约州立机构已经通过行动计划开

发过程、NY Rising 社区重建计划以及参与由 DEC 和其他实体组织的活动与讨论吸引公众

和民选官员参与其中。利用这种三管齐下的办法，GOSR 实现了包容的决策流程。 通过 

APA8，纽约州还与公众就本项目进行讨论。 

【本节第 3-5 段内容不变】 

长期效力和财政可持续性：作为该项目计划流程的一部分  

【本节第 1-4 段内容不变】 

在该计划的规划过程中，GOSR 每天都致力于每天与 FEMA 的超级风暴“桑迪”超级风暴桑

迪 SRO（桑迪恢复办公室）项目并且安排专人负责，和其他州和联邦合作伙伴一起合

作。技术人员评估了项目的长期可行性可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海平面上升、热浪

和其他可能影响萨福克县的气候变化因素。  

）、州立机构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研究该计划。技术人员继续评估海平面上升、洪灾、热

浪及其它可能影响萨福克县的气候变化环境条件将可能对该计划的长效性产生何种影响。

环境审查流程由 GOSR 希望能在实施该项目的部分区域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与 FEMA、

HUD、DEC 及联邦许可机构密切磋商后进行协调。 

对于某些项目区，GOSR 预计业主会获得直接的环境效益，并达成恢复目标。其中包括连

接到支管项目的房屋，该项目将污带来水系统和化粪池迁移、固涩和止损并直接惠及水

质。为了评估长期可持续性及其效果为评估长期可持续性和效力，GOSR 将和包括与萨福

克县、DHSES 及联邦合作伙伴（包括 FEMA 在内的联邦伙伴在和 SRIRC 中合作，以实现

以下目的的其他合作伙伴）协同工作，解决以下问题： 

 审查并确定解决项目长期环境防御因素所需的研究和监督协议；  

 形成并研究风暴潮模式及飓风和频繁的东北风暴可能对大南湾产生的影响及气

候变化频频发生如何导致成效较慢凸显；  

 研究雨雪事件导致萨福克县污水系统和化粪池受到损坏后，对单一源饮用水蓄

水层的影响，这些事件导致饮用水系统被污染的风险增加及；  



 

 

在施工前确定需要实施的措施和方法，表现本项目会带来纯正面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特别

是随着家庭和企业连接到排水渠道，湿地沼泽将重获新生，并为这些社区提供更多的自然

防御措施。此外，随着水质的提升，受超级风暴桑迪影响的受灾地区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行业，如渔业、农业和旅游业，在未来的灾害中能够更快恢复。 

GOSR 计划充分利用 SRIC 协调今后萨福克县的各个污水处理项目。包括利用将在未来的

任何萨福克县下水道项目中继续充分利用 SRIRC 会议程序进行项目规划和开发方面的更

新，以此作为环境评议之后协调联邦以及州环境评议程序的主要方式，并把公共流程的结

果反馈回 SRIC进行协调。其中包括利用 SRIRC 会议议程提供项目规划与开发方面的最新

进展（作为协调联邦和州环境审查流程的主要手段）、遵循环境审查及将公共过程结果汇

报给 SRIRC 进行更新。GOSR 已经在 SRIRC 上提过该项目一次，计划在已于 2015 年 3 月

和 2015 年 5 月附加计划和方案开发完成之后将更新内容加入 SRIC。 月两度向 SRIRC 提

出本项目，并将在关键项目发展阶段继续提出。 

 

D.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  

变动描述：为了解决这个计划的预算问题和未满足需求，对该计划增加了 344,965,900 美

元的资金分配。对项目预算的所有引用已进行更新，已反映修正后的数据，并纳入提议资

金分配表和表 10（APA 8 第 15 页）中。提议资金分配表发生的变动已在本次修订 A 节中

确定，表 10 的变动如下。 

表 10：纽约州 CDBG-DR 提议资金分配总额（单位：百万，不包括纽约市）– 业主计划 

计划 拟定资金分配总额 

NY Rising 业主恢复计划 $1,398.28 

临时抵押援助计划 $48.00 

NY Rising 买断及收购计划 $620.21 

总计 $2,066.49 

来源：GOSR 计划性数据，自 2015 年 12 月起生效 

E. NY Rising 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  

变动描述：为了解决这个计划的预算问题和未满足需求，对该计划增加了 6900 万美元，

总资金分配达到 7500 万美元xxi。对项目预算的所有引用已进行更新，已反映修正后的数

据。  

 

F.  NY Rising 公共住房援助计划 

变动描述：拟定资金分配表中的金额已经更新并反映此前对公共住房援助计划作出的 

1000 万美元承诺（在 APA 8 中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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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住房援助救济计划 (PHARP) 



 

 

在最初的行动计划中，纽约州已经承诺拨款 1,000 万美元用于援助这些机构。由于余下的

需求已经确定，纽约州将作出决定，用最适宜的方法来满足这些需求。 

纽约州承诺通过 NY Rising 住房计划提供 1000 万美元来帮助遭受风暴毁坏的住房管理局。

剩余需求确定后，州政府将确定满足这些需求的最适当方式。公共住房管理局的其他援助

可能通过纽约瑞星基础设施计划下的非联邦分享配套计划或 纽约瑞星 社区重建 (NYRCR) 

计划来提供（视情况而定）。 

 

G. NY Rising 计划收入  

变动描述：更新了拟定资金分配表，添加了 NY Rising 买断及收购计划收入 1 亿美元的预

估。如纽约州行动计划所述，“纽约州在计划收入方面将遵守 24 CFR 570.489 要求。所有

项目收入将收归纽约州。” 

 

H. NY Rising 管理和规划   

变动描述：纽约州分配资金增加了 30,034,100 美元，达到 220,844,100 美元，是纽约州根

据 2013 年 3 月 5 日联邦注册公告条款获得的纽约州 44 亿桑迪超级风暴分配资金的 5%。

APA8 第 45 页“分配方法和资金分配概述”及第 95-96 页“一般管理开支”中的内容作了修

改。 

APA8 第 45 页第 5 段： 

虽然受让人最多可以将 HUD 认为受让人可能花费高达 CDBG-DR 拨款总额中的总拨款的 

5% 用作一般管理费用，在第三次分配中 GOSR 还是选择将新的拨款全额用作直接项目开

支。因此，管理和计划预算线不变。用于一般管理成本。  

 

APA8 第 95 页第 11 段： 

纽约州从纽约州将从 CDBG-DR 资金中拨款 190,810,000 美元用于一般管理资金拨款 

220,844,100 美元用于一般管理工作。这可能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公众教育，利用现有的

管理基础设施开展工作，并扩展已有的项目，实现效率最高而管理成本最低。  

虽然联邦注册公告中设置了一般管理开支的上限（CDBG-DR 拨款支出总金额的 5%），

纽约州还是选择不把资金用于管理，而是用于项目规划。因此管理和计划预算仍和第二次

分配一样2013 年 3 月 5 日，联邦注册公告规定了一般管理支出上限（CDBG-DR 总拨款的 

5%）。在 APA12 中，纽约州选择将资金全额投入到其有权管理的方面。纽约州将大力鼓

励受资助人（即子受让人和子受资助人）减少管理花费，这样增加用于项目活动的资金。 

 

I. 其他：根据需要更新。 



 

 

变动描述：第 47 页表 30 已进行更新。该表体现了根据 APA8 计算出的未满足恢复需求 

(URN)，但未从 URN 中扣除项目分配（采取干预措施前，住房占 URN 的 51%）。APA12 

中，该表还显示了更新后的 URN，表明经济开发 URN 有所减少。按绝对值计算，住房 

URN 不变，基础设施 URN 不变。该表还显示了最新的资金分配建议，与 CDBG-DR 预先

估计的分配资金紧密相关。 

APA8 第 47 页第 1 段： 

拟议资金用途 

本节详细介绍由 GOSR 实施的现有计划和新计划。纽约州修订了对于住房、经济发展以

及基础设施计划的影响和未满足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对计划和预算进行了调整。此外，此 

APA 包括“设计与重建”项目。总的来说，这些分配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估计的未满

足需求。  

APA6 和 APA8 之间，纽约州住房和经济开发方面的未满足需求分别下降了 43% 和 11%。

在第三次资金分配之前，基础设施方面的未满足需求减少了大约 3%；在第三次资金分配

后，这一方面的剩余未满足需求预计会减少 19%。尽管如此，使用基础 HUD 分配方法来

看，基础设施方面的未满足需求占比仍超过一半。同样，第三次分配重点放在基础设施项

目上（包括 NYRCR 项目和 RBD）。经过第三次分配， CDBG-DR 对这一方面的拨款拟定

的预算分配大约为 49%。住房项目占纽约州剩余未满足需求的大约 36%。同样，住房计

划的拟定预算分配和 APA6 一样，不发生变化，这一区域的资金分配大约占到 46%。按绝

对值计算，经济开发的剩余未满足需求最小。这体现在拟定的资金用途上，分配给这些项

目的资金大约占到 5%CDBG-DR 资金第三批分配着重于基础设施计划（包括 NYRCR 计

划和 RBD，如 APA8 所述）。第三批分配中，预算将 CDBG-DR 的大约 49% 分配到这个

领域。CDBG-DR 资金预分配中，住房项目占了本州未满足需求的大约 51%；最新的 

APA12 预估中，增至 52%。因此，纽约州拟将投入到住房计划中的 CDBG-DR 资金预算

分配从总分配资金的 46% 增加到 55%（不包括管理和规划资金）。按绝对值计算，经济

开发的剩余未满足需求最小。这反映在拟议资金用途上，大约 3% 的资金被分配到这些计

划。未满足和计划实施情况将随着计划的实施而持续进行评估。州政府仍致力于帮助业主

和承租人，并且正在努力实施这两个计划以满足社区恢复过程中的需求。州政府将继续根

据需要在之后的 APA 中进行调整，以确保这些社区的未满足需求在可行的范围内得到解

决。  

虽然纽约州持续存在未满足需求，其当前资源分配将首先解决纽约州社区的优先事务，用

于修复和加固遭受风暴毁坏的住宅单位、建造额外的保障性住房、振兴企业、重建整个州

的关键基础设施。  

表 30：按活动分配的资金占未满足需求（单位：百万）的百分比（APA8 和 APA12） 

  APA8（HUD 分配方法） APA12（HUD 分配方法） 



未满足需

求*  

占未满

足需求

的百分

比 

资金分配 
占拟议分配

的百分比 

未满足需

求*  

占未满

足需求

的百分

比 

资金分配 
占拟议分配

的百分比 

住房 $3,969.30 51% $1,959.02 46% $3,969.30 52% $2,375.49 55% 

经济开发 $840.30 11% $216.50 5% $589.50 8% $123.00 3% 

基础设施 $3,041.47 39% $2,050.55 49% $3,041.47 40% $1,797.55 42% 

总计 $7,851.07 100% $4,226.07 100% $7,600.27 100% $4,296.04 100% 

注：以上各项未包括管理费用 $190,810,000$上表中的总计不包括 220,844,000 美元的管理开支。在本分析中，社区重建计划及设计与重建分配包含

在基础设施计划中。 此处用于基础设施的 CDBG-DR 资金分配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资金已由纽约州确定的其他资金取代。 

* 未满足需求预估不包括 CDBG-DR 资金和计划收入的分配

https://www.census.gov/geo/maps-data/data/tallies/census_block_tally.html
https://www.census.gov/geo/maps-data/data/tallies/census_block_tally.html
https://www.census.gov/geo/maps-data/data/tallies/census_block_tally.html
http://suffolkcountyny.gov/Portals/17/Reports/SC%20Comprehensive%20Water%20Resources%20Management%20Plan%20Executive_Summary.pdf
http://suffolkcountyny.gov/Portals/17/Reports/SC%20Comprehensive%20Water%20Resources%20Management%20Plan%20Executive_Summary.pdf


公众意见 
州长风暴恢复办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torm Recovery, GOSR) 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公

布了行动计划  12 号  修正案  (APA 12) 以便征求公众意见。此次  GOSR 开始接受 
www.stormrecovery.ny.gov 网站上以及通过邮件收到的意见。此外，2016 年 1 月 25 日还

在萨福克县召开了公开听证会。意见征求期于 2016 年 2 月 12 日下午 5 点正式结束。 

这些听证会的法律公告和意见征求期在三个主要的非英文报纸 El Diario（西班牙文）、

Russian Bazaar（俄文）和 Epoch Times（中文）以及 Long Island Herald 报纸（包括 East 
Rockaway Herald、Oceanside Herald 和 Rockville Centre Herald）上发表。 

此修正案根据要求（通过电话或以书面形式）可向残疾人提供。APA 12 有中文、俄文

和西班牙文翻译版本，根据对英语水平有限的、有五岁或以上成员的家庭人口普查数据

所进行的分析，这三种语言是纽约州受风暴影响的地区最常用的语言。 

GOSR 并未在公开听证会上或通过美国邮政收到有关 APA 12 的任何意见；但是，通过 
www.stormrecovery.ny.gov 收到了一个意见，该意见以及 GOSR 的回复如下所列。 

意见 

Health and Welfare Council of Long Island（长岛健康和福利委员会）对有关纽约州的

临时抵押资助 (State's Interim Mortgage Assistance, IMA) 计划的疑问和建议发表了意

见。他们要求确保预算出足够的资金以满足 IMA 计划中合格申请人的需求。 

他们还要求 GOSR“在行动计划 12 号修正案中包含一项向 HUD 提出的请求，即将每

个家庭的 IMA 上限扩大到超过目前的上限”。长岛健康和福利委员会在 APA 10 意见

征求期期间提出了类似的请求。他们对 APA 10 的意见要求将 IMA 计划延长到超过 20 
个月。 

回复 

联邦法规将临时抵押资助限制在最多 20 个月。鉴于 NY Rising 计划中的房主可能会流

离失所超过 20 个月，承担租房费用以及支付抵押贷款费用后，GOSR 于 2015 年 8 月向 
HUD 提交了豁免请求，请求将临时抵押资助延长至 36 个月。 

在 APA 12 公众意见征求期期间，HUD 批准了 GOSR 的豁免请求并发布了联邦公报通

知，为纽约州提供替代要求以便允许临时抵押资助的延期 (FR-5696-N-18)。 

对于合格的申请人，GOSR 现在可以提供长达 36 个月的 IMA 资助。当前对 IMA 计划

的拨款适合于参与的程度，包括向申请人提供长达 36 个月的资助。 
 
作为对此意见和 HUD 的替代要求的回复，GOSR 已在 APA 12 里更新了 IMA 计划描述，

以反映资助可提供长达 36 个月以及获得延期的要求。 
 

http://www.stormrecovery.ny.gov/
http://www.stormrecovery.ny.gov/


i APA11 is pending 尚待 HUD 批准。 
ii Guy Carpenter, Post-Sandy:Damage Survey，2013 年 10 月发表，2014 年 1 月 15 

日检索，http://www.guycarp.com/content/dam/guycarp/en/documents/dynamic-content/2013%20Oct%20Post-

Sandy%20Damage%20Survey%20Publish.pdf 
iii APA 6 通过评估位于洪灾人口普查区的企业数量，从广义上确定企业受到的影响（根据邓白氏公司 2012 年度企业数据以及 FEMA 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23 日））。在本分析中，纽约州采用更细致的衡量方式，更精确地反映预估企业影响。 

iv 飓风桑迪经济影响——新泽西与纽约之潜在经济活动损益。美国商务部经济学和统计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于 2013 年 9 
月编制。在线访问网址：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s/documents/sandyfinal101713.pdf 。分析包括 13 

个县（包括纽约市全部五个县）。 

v 美国参议院两党工作小组的飓风桑迪救灾报告，《初步响应与恢复报告》(Preliminary Response and Recovery Report)，2013 年 2 月。 
vi 人口普查区块是最小的地理人口普查区，在 2010 年人口普查时有超过 350,000 个人口普查分区。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 https://www.census.gov/geo/maps-

data/data/tallies/census_block_tally.html。人口普查区是较大的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人数介于 2,500-8,000 

之间。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人口普查区与分区编号区，网址：https://www.census.gov/geo/maps-data/data/tallies/census_block_tally.html  
vii FEMA 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  

viii FEMA 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  

ix FEMA 桑迪洪水淹没区域文件（2013 年 4 月 18 日）。  
x 邓白氏公司 2013 年公布的营业地点、营业收入及员工数量等数据。假设利润为企业两周收入的 7.2%。在本次计算过程中，小企业的定义为员工数量少于 100 

人的企业。  
xi 表 17 唯一的变动是将“年收入”更换为小企业年收入。APA6 则采用所有企业之年收入。 

xii 利用从纽约州金融服务管理局向私人保险公司（占受超级风暴桑迪影响地区之保险市场的 95% 以上）收集的数据。截至 2013 年 10 

月的上述数据表明，在纽约州受灾最严重的郡县内（纽约市以外地区），保险公司收到 5,806 项业务中断保险索赔申请。  
xiii 美国商务部经济学和统计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办公室，《飓风桑迪的经济影响》(Economic Impact of Hurricane Sandy)，2013 年 9 

月。在线访问网址：http://www.esa.doc.gov/sites/default/files/reports/documents/sandyfinal101713.pdf。 

xiv 按照其 NAICS 行业代码确定。 
xv Brian Patrick Eha，《飓风桑迪过境六个月后，许多企业仍在蹒跚复苏》(Six Months After Hurricane Sandy, Many Businesses Still Struggle to 

Recover)，Entrepreneur 网站，2013 年 4 月 29 日发表，2014 年1 月 27 日检索，http://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26520. 

xvi Brian Patrick Eha，《飓风桑迪过境六个月后，许多企业仍在蹒跚复苏》(Six Months After Hurricane Sandy, Many Businesses Still Struggle to 
Recover)，Entrepreneur 网站，2013 年 4 月 29 日发表，2014 年1 月 27 日检索，http://www.entrepreneur.com/article/226520. 

xvii 纳苏和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建议措施和拟定推进计划。纽约州环境保护部和其它纽约州机构和政府。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线访问网址：http://www.lisser.us/lireportoct14.pdf。 
xviii 萨福克县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萨福克县政府。2014 年 1 

月。在线访问网址：http://suffolkcountyny.gov/Portals/17/Reports/SC%20Comprehensive%20Water%20Resources%20Management%20Plan%20E

xecutive_Summary.pdf。  
xix 萨福克县综合水资源管理计划。萨福克县政府。2014 年 1 

月。在线访问网址：http://suffolkcountyny.gov/Portals/17/Reports/SC%20Comprehensive%20Water%20Resources%20Management%20Plan%20E

xecutive_Summary.pdf。  
xx 纳苏和萨福克县海岸恢复和水质：建议措施和拟定推进计划。纽约州环境保护部和其它纽约州机构和政府。2014 年 10 月 28 

日。在线访问网址：http://www.lisser.us/lireportoct14.pdf。   

xxi 纽约州在 APA11 中确定了共管公寓和合作公寓计划的分配额，尚待 HUD 批准。APA12 基于本规划修订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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