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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威胁 [+本地地图]
小企业是我们经济共同体的基础，因此应对环境变
化的风险是至关重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降低您的
风险：提高业务的弹性。这不仅是智能的为您规划
商业计划，而且还可以通过增加收入和客户忠诚度
来带来共同利益。企业计划是一项重要的教育性活
动并且为当地企业提供信息，用以考虑因环境变化
对您的企业发展和业务计划的影响。今天起就开始
与气候行动商业协会（CABA）合作辅助您更好的
计划您的商业版图！

现如今不断变化的气候变化导致了更频繁的极端天
气事件，如风暴，飓风，热浪和洪水。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发现，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在2017年
造成美国全国3060亿美元的损失，比2005年创下
的记录增加了40％。这些事件对小企业的员工，运
营以及财务造成巨大的影响。例如，在2012年飓风
桑迪之后，受风暴严重影响的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小
型企业中有四分之一在未来两年内停业。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和陆军工程兵团预测，
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增加6.5英尺，这足以淹没
许多东海岸城镇。科学家们预计，由于海平面上升
和风暴以及其他气候灾害导致的热浪和沿海洪水等
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这可能会对我们的经济造
成突然下滑，对小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马萨诸塞州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风暴潮
潜力估计比目前的平均涨潮高5到7.5英尺，这相当
于目前的100年洪水和2050年的100年洪水。研究
表明，到本世纪末，至少有一次洪水超过10英尺的
可能性为80％。这些变化对我们的业务，基础设施
和社区的影响在物理和经济上都具有破坏性。随着
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威胁，我们的沿海社区是对于
这些威胁最脆弱的人群，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

这对唐人街有何影响？
由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风险，世界银行将波士顿
列为全球第八大脆弱城市。 “波士顿商业期刊”发
现，马萨诸塞州从1月到3月经历的三次风暴对马萨
诸塞州企业的销售额高达9.5亿美元。

“小型企业可能受到风暴累积经济影响的打击最
大。” - 执行董事，Planalytics的Evan Gold谈到
（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司，为企业提供天气
研究）

温室效应就绪波士顿公司预测表明“到2030年，波
士顿的海平面可能会从2000年的水平上升至少9英
寸，到2050年将达到21英寸，到2070年将达到36
英寸。”他们的研究显示“建造的海平面”地球气候
系统的动力保证了变化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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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企業可能受到風暴累積經濟影響的打擊最大。”
—執行董事，Planalytics的Evan Gold談到
（總部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公司，為企業提供天氣研究)8

必须为气候变化的可预见影响做
出更具体的准备。“

该市的研究已经确定，唐人街的
主要街区“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遭
受暴雨洪水泛滥”以及“暴露在沿
海洪水的重大影响之中。”他们建
议企业“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
评估保险承保需求，并确定低成
本的物理适应性，以提高准备程
度。“

由于气候变化，气温预计会增
加。目前，唐人街的环境温度较
高，地表温度较高，使其成为波
士顿第二热能最脆弱的地区。城
市地区比郊区和农村地区更温
暖，创造了城市热岛效应。缺乏
绿色基础设施（公园）和缺乏公
共冷却中心（位于高级中心，养
老院，电影院，公共泳池等场所
的公共空调）意味着唐人街的人
口既有社会因素，也有环境因素
加热脆弱性，这种危害只会增
加。

温度升高会对人体健康和舒适产
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会增加能源
消耗，导致空气和水质受损。老
年人群以及儿童，低收入者和慢
性病患者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确保社区增加弹性选项，例如在
极端天气和高温事件期间进入冷
却中心是至关重要的。

气候行动商业协会正在与中国进
步协会以及弹性城市社区绿色司
法联盟合作，开展以社区为主导
的分布式资源微电网可行性评
估。

以社区为中心的微电网为当地经
济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通过
整合可再生能源，能源储存和能
源效率，减少当地企业的排放和
成本，同时确保社区网络的全时
恢复能力。这可以保证可靠的通
信，提供支持服务，食物和水，
可靠的热量，照明，冷却，并保
护负担得起的健康社区。

This map depicts a 
100-year flood,which 

has a 1% chance 
of occurring in a 

given year. These 
floods are predicted 

to occur more 
frequently in the 

future. 

This map depicts 
urban heat island 

hotspots. They 
are areas of the 

city with elevated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s
averaging at least 

1.25 degrees above 
the mean daily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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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現在力所能及的8件事
了解您的风险

您是否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运营风险？重要的是
要了解气候变化可能对您的业务资产和运营造成
的直接影响。查看当地的洪水地图并找到您的建
筑物，以确定您的财产是否容易暴露于洪水灾害
之下。在考虑扩张时，确定是否最好投资您的房
产或重新评估您的位置。确定您是否应该“购买，
出售，构建或移动”。

规划不同的场景

气候的变化是多方面的 - 您应该准备会有许多
不同类型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可能会破坏基础设
施，让您的企业失去一些基础供应。极端高温
可能会抑制销售并增加您的能源成本。通过制定
全面的计划，您不仅可以为气候变化的各种影响
做好准备，而且还可以帮助企业增加客户的回访
率。例如，如果您的企业为热浪做好了准备，它
可以作为社区的冷却中心，这有能够提供基础服
务以外的价值，有时甚至能够成为挽救生命的服
务中心。

制定应急计划

当危急情况发生时，了解该做什么至关重要。制
定逐步的应急计划：包括有关应急通信和运输
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应始终至少有一个人知
道确切的标准操作程序。随时准备好灾难供应套
件。查看www.ready.gov了解一些特定灾难的准
备技巧。

了解您的保险单

确保您的保单涵盖可能由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损
害。请注意，并非所有普通保险都包括洪水保
险。根据步骤1中确定的洪水风险，您可能需要
单独的保险计划。在高风险洪水区域内受联邦监
管或投保贷方抵押的房屋和企业必须拥有洪水保
险。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管理的国
家洪水保险计划提供可通过大多数领先保险公司
购买的洪水保险。

评估您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某些部分可能比其他部分更具风
险。例如，如果您的地下室易受洪水影响，则
不应将其用于存放可能被积水损坏的物品。其
他防灾措施包括备用发电机，在使用电力的设
备旁边使用防水涂料，以及被动空气冷却。

关键备用资本

备用资本是衡量安全性的标准，可确保持续运
营。企业运营需要三个基本的东西：供应，库
存和与客户接洽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备用
资本意味着有多种方法可以确保您获得供应和
交付。如果您只与一个供应商建立了关系，那
么如果您的业务受到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业务
中断，您的运营将面临风险。

参与社区

与您的社区共同进退。让您的客户了解您的业
务正在为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做准备。
确保他们了解弹性和它带来的机会的价值。为
了提高您所在社区的气候意识，您的企业可以
与当地政府机构一起举办活动，讨论您所在社
区对气候变化的准备情况。同时，如果您决定
帮助社区了解有关气候变化准备的知识，您的
营业地点将成为社区参与的中心，从而增加客
流量。

参与规划/政策

在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上，了解并上升到政策
制定层面。致电州立法委员或市议员，让他们
了解您对气候问题的立场，这些问题最直接影
响您的业务，例如碳的定价。同时，使用CABA
作为您在州议会大厦发生的最新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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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A如何提供帮助
CABA是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商业协会，旨在动员当
地企业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使命是通过赋予
企业权力来制止气候危机并保护当地经济。我们的目标
是成为企业最佳的实践地，并帮助您在未来几年因受气
候变暖而被影响的地区建立有弹性的业务。

加入我们的会员组织，欢迎您访问CABA的所有业务网
络。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企业主合作并对于评估新机会和
培养社区意识至关重要。我们与各种形状和规模的企业
合作。我们认为，为了使马萨诸塞州成为一个真正具有
恢复力的国家，所有本地企业都必须采取有弹性的思维
方式。

所有企业的运营方式都不同。从长远来看，CABA拥有
资源，员工和工具，可帮助企业提高可持续性和盈利能
力。我们的度量驱动型可持续发展计划通过在其业务模
式中进行小幅调整，帮助我们的成员企业评估其选择并
提供增值组件。请在cabaus.org找到我们。

更多资源
波士顿市
https：//www.boston.gov/departments/environment/
climate-action-plan
使用此站点查看波士顿最新的气候行动计划

FEMA洪水地图
https：//msc.fema.gov/portal/search？AddressQuery 
= chinatown %2C％20boston％2C％20massachusetts 
#searchresultsanchor
使用此站点确定您在波士顿的位置的洪水风险。

大都市区规划委员会
http：//www.mapc.org
使用此链接可以了解MAPC的101个城市，城镇，次区域
和Metro Mayors Coalition如何开展与气候相关的项目
和计划。

弹性MA 
http://www.resilientma.org/map/
使用本网站访问能源与环境事务执行办公室互动绘图计
划

气候中心海浪分析
http://sealevel.climatecentral.org/
使用此网站确定您所在县的风险等级以及您的洪水可能
性

洪水保险
www.floodsmart.gov
使用本网站了解您是否已经被保险或需要购买单独的洪
水保险计划

马萨诸塞州
www.malegislature.gov
使用此资源查找并联系您的立法者，告知他们您对气候
相关立法的关注。

中国进步协会，
http：//cpaboston.org/en/home
利用这一资源与中国进步协会联系，中国进步协会是一
个基层社区组织，致力于在大波士顿地区及其他地区实
现中国社区的完全平等和赋权。

联系我们
Michael Green，执行董事 michael.green@cabaus.org

程序总监Kristin Kelleher kristin.kelleher@caba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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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RESILIENCE WORKSHEET
In case of flooding or other emergency, please call:

Insurance Provider Information:

Regional Emergency Planning Team Information:

Fire Department Contact:

I have assessed my inventory
I know where my business (assets and operations)  is most vulnerable 
I have begun to prepare for future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hat may cause power outages and 
flooding 

I own a backup generator
I used waterproof paint
I have equipment that uses passive air-cooling
I replaced inefficient heating and cooling systems
I updated insulation (making sure it is functional)

I have redundancy built into my supply chain (more than one way to ensure that I have secured 
supply and delivery) 
I have developed a step-by-step emergency plan that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emergency 
communi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I have a emergency preparedness kit (food, medicine and water) 
My staff knows where to meet during an emergency 
I have enrolled with my city/ town for emergency alerts
I checked my insurance policy to ensure it covers damages that may be caused by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 am engaging in climate action measures:

recycling
composting
geothermal energy 
solar energy
bike share program
reduced energy use 
energy efficient systems
I participated in a MassSave Energy Assessment

I have developed a community network to rely on in disaster situations
I have let my customers know what my business is doing to prepare for sea level rise and extreme 
weather events
I have joined the conversation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communicated with my city councilors, 
state legislators, and federal representatives
I have joined the Climate Action Business Association to learn about best practices and gain further 
assistance to fully embrace a resilient way of thinking (email Kristin.kelleher@cabaus.org and 
mention BARS for free membership until January 2019)
I am Climate Resil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