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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与建议

基础设施如今成为热门话题，因为公众和许多当选官员都普遍认为，由于年代

久远和投资不足，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不堪。实际上，美国的交通运输和

水利设施并非全都破败不堪，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尽管许多地方的公路、桥

梁和水利系统亟待维护，但从数据上看，国家总支出没有显著削减，资产状况

也未急剧恶化。更确切地说，美国的基础设施问题愈加微妙而富有挑战性。

基础设施的宗旨是提高工人与企业的生产力以及社会福利。单靠金钱无法实

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辅之以政策改革。通过直接的联邦支出或税收抵免大举扶

持修复或重建项目，可能对刺激建筑服务的需求有一定效果——即使这些项目

不能推进长期的优先事项或解决全国各地不同的需求。联邦政府应该将政策重

点放在鼓励增加对必要维护和现代化项目的公共和私人支出。

但是，即使我们筹谋为公共工程融资，增加支出也不能修复已破败的设

施，而且并非所有设施都破败不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最适合主持对勉力维持

的公共交通和其他大多数基础设施系统进行必要的修缮。而联邦政府则要在一

些更宏伟的地区举措上发挥作用，让整个国家受益。譬如，详细了解哪些地方

需要帮助和资源，从而指导国会、各州和城市审议政策调整、税收改革和预算

等事宜。

要了解问题，关键在于要知道在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

由谁负责或原因何在。虽然以往联邦政府有时候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各州和地

方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的责任。2014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交通运输和水利

设施方面承担了62%的资本支出和88%的运营与维护费用（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2015年）。虽然从政策角度很少把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一并考虑，但这两

大基础设施部门在现今的政策辩论中具有特别相关的共同特征：公有制占主导

地位、广泛利用免税融资、联邦政府统筹的复杂网络。1这些模式与由私营企业

主导的能源、电信、航空和货运铁路等部门形成鲜明对比。本报告明确了促进

1 我们与国会预算办公室（2015年）使用相同的定义。水利基础设施包括储水系统（水坝、堤坝、水库和集水区），淡水资源（湖泊和河流），以及

供水设施（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交通运输设施包括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公共交通，铁路，航空，以及水运（渡船、内河航道和沿海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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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S.1
联邦、各州和地方的基础设施支出总额占GDP的比例（1956 - 2014）

SOURCE: CBO, 2015, Exhibit 3, p. 10, based on data from the White House Of�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 
the U.S. Census Bureau, and 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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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5年，附表3，第10页，基于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析
局的数据。

和遏制美国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的维护与投资的政策，并提出了更好地与公共

优先事项相结合的措施。

过去60年来，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基本上与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如图S.1所示，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按2014
年美元标准化处理）自1956年来一直相对稳定。支出水平是否足够取决于具体

情况。 
1964年至1980年期间，公路方面的公共支出总额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

自此一直相对平稳。如图S.2所示，1980年至2014年期间，公共交通、铁路、

水资源和水利事业的支出占GDP的比例有所上升或保持相对平稳。自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修建州际公路系统以后，联邦政府几十年来在公路上的资金投入

一直在下降，即使汽车出行总里程数不断增加。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无论是

交通运输还是水利设施，相关的公共支出总额和人均支出都普遍上升，而且有

充分证据表明许多地方的支出再次回升。到2016年底，市政债券发行量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比1996年翻了一番还多；然而，联邦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债券发

行量在2017年出现下降。据行业分析师预测，仅水利和污水公用事业部门的支

出在未来十年将超过5,320亿美元，比过去十年增长28%（Nabers，2016年）。

如果这项新支出每年得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约2.5%的速度增长，那么，美国土木

工程师学会（2013年）等机构所测算的水利部门支出缺口基本上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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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交通运输部预计，若公路和桥梁方面的支出每年得以高于通货膨胀率约2.8%
的速度增长，一直持续到2032年，则所测算的维修积压问题将不复存在（美国交

通运输部、联邦公路管理局和联邦公共交通管理局，2016年）。

人们认为美国的基础设施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引发了对于公共支出的广泛

争论。事实上，这一观点需要重新审视。相关“需求缺口”的计算方式各不相

同。就水利设施而言，考虑到诸如人口增长和系统老化等因素，有些需求是通

过估算维持监管标准所需的修理频率得出的。其他估算则使用调查数据来采集

关于未来规划项目的自报成本的信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定价和成本回收方

法是否恰当，也会影响对需求的看法。归根结底，需求评估对于政策和优先级

设定的指导作用并不可靠。

至少自1956年以来，各州和地方用于高速公路和水利设施的运营与维护费

用稳步上升。通过公债辅以某种公私合作模式 (PPP) 为新修大型改造项目融资

的体系，对于在单个州和地方辖区内的项目以及那些收入足以还本付息并应付

日常运营与维护费用的项目，总体上运转正常。在那些地方和区域经济蓬勃发

展，良好的治理理念得以贯彻，有收入来源回收可持续的运营与维护费用的地

区，基础设施往往得到良好的维护和现代化升级。

在其他地方，则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图 S.2
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的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按基础设施分类统计）（1956 - 2014）

SOURCE: CBO, 2015, Exhibit 15, p. 25, based on data from OMB, the U.S. Census Bureau, and the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 Includes water containment systems (dams, reservoirs, and watersheds) and freshwater (lakes and rivers).
b Includes water supply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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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15年，附表15，第25页，基于白宫行政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经济分
析局的数据
a 包括储水系统（水坝、水库和集水区）及淡水资源（湖泊和河流）。
b 包括供水和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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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联邦公路信托基金和州一级的饮用水和污水处理厂专项基金

未实现持续运营。

• 一些州际公路和货运系统的拥堵问题对地区经济造成影响。 
• 在没有运营补贴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系统在艰难支撑。 
• 跨辖区的关键基础设施问题难以通过现有的管理制度解决，例如，新泽西州

与纽约州交界处的哈得逊河Gateway 水下铁路隧道项目提案。

• 税基不断减少的社区在勉强维持道路、桥梁和水利系统，还要向债券持有人

偿还债务。

• 某些社区面临因水坝和堤防的结构受损而导致的洪水风险；沿海社区面临海

平面上升和降水分布变化的风险；许多社区由于暴雨排水系统规模不足或老

化而极易遭受洪灾侵袭。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基础设施维护或投资、经济或治理等问题。功能障碍有

多方面的原因。联邦政府支出的全面增长不太可能解决需要修复的基础设施问

题——无论这些资金是来自直接融资，还是对私人开发商的税收抵免，抑或两

者结合使用。要带来持久的变化，需要通盘考虑有针对性的支出优先项、政策

限制和地区差异。

尽管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承担大部分的责任，但国会可以与各州、地方政府

和私营部门携手合作，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的状况、融资和可持

续性（见下一页文本框）。

为了维持基础设施的稳定融资，国会应当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对市政债

券的利息免除联邦税收。在此期间，立法者应该恢复应课税的“建设美国债

券”(BAB)，并试行其他融资方式。此举旨在因应市场需求吸引足够的资金进入

基础设施领域，而不必在税收政策上向某一类投资者倾斜。 
免税市政债券是补贴地方政府有关基建项目借款的一种低效手段。不过，此

类债券的市场规模达3.7万亿美元，倒是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融资来源。为保证

政策连续性，应该保留免税市政债券，同时为其他的融资机制创造发展机会。

国会在2009年和2010年成功开展了建设美国债券的试点工作，提供了一条潜

在途径。建设美国债券可以设计为收入中性的政策。公共养老基金和其他类别

投资者不享受市政债券免税的好处，因为他们没有或只有极少的纳税义务。但

是，建设美国债券可以让他们“耐心”的资本投入到回收期长、却回报可观的

低风险基建项目中。

因此，建设美国债券应该恢复，为期十年，并确保无论国会设定何等水平的

补贴，这种补贴将在债券的有效期内得到兑现。在十年期结束时，国会应评估

对各州和地方基础设施支出和联邦预算的影响，并决定是否维持现状，永久保

留建设美国债券，还是限制或取消市政债券的免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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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会的十大基础设施建议

免税债券

至少在未来十年内，对市政债券的利息免除联邦税收。免税市政债券需要作为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持续稳定的融资来源，同时要发展替代性的融资机制。 

应课税债券

恢复应课税的建设美国债券，为期十年，并试行其他融资方式。因应市场需求吸引足

够的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而不必在税收政策上向某一类投资者倾斜。 

交通运输部门的可持续收入

支持各州深入试点按里程收费的方法，并着眼于过渡到新的联邦制度，把征税与公路

使用更有效地联系起来。

长期优先事项

针对可能带来重大国家利益的较长期项目。为那些将提高生产力和复原力的交通运输

和水利改进工程提供资金，而不限于“准备就绪”的项目。

资金

重视资本投资，包括大力投资老化基础设施重建和采纳先进技术的新基础设施。通过

恰当的定价和成本回收进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并确保投资的可持续性，这是未来联邦

政府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交通运输和水利项目融资的条件。

维护

优先考虑联邦资产的维护，例如，关键性的军事基地、水坝、堤防、水闸、国家公

园、以及其他重要的联邦基础设施。

复原力

将自然灾害复原力以及对海平面上升、洪水频发等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力作为资本支

出的条件，以便减少未来联邦在灾害援助方面的支出。

效率

简化多个联邦机构之间的监管审查程序。在遵守环境和安全标准的同时可以提高效率。

更高效率

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与美国垦务局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国家水资源机构。

创新

为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提供充足的拨款。扩大现有的拨款计划，以激励交通运

输和水利系统的工程、建设、维护、以及运营等领域的创新。



vi    未到万事俱废时：美国交通运输和水利设施的融资与财务前景

“准备就绪”项目不一定就是优先项目。国会不应该像2009年的经济刺
激计划那样，将“准备就绪”作为联邦政府对非联邦资产投资的标准，而是要

有针对性地投资那些可能带来重大国家利益的较长期项目。国会应当与白宫、

各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制定一份旨在提高生产力和显著改善交通运输与水利服

务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清单。每个项目提案都要进行严格、透明的效益成本和

生命周期分析，根据对各州或国家层面的净效益的一致测算进行项目排序。例

如，铁路、公共交通和机场之间的客运接驳以及卡车、铁路和港口之间的货运

接驳是美国运输设施的关键节点。改进之后可以提高经济生产率，从而带来实

际的经济效益。应优先考虑那些关涉多辖区健康、安全和环境效益的项目，以

及那些共同确定利用联邦资本支出的首要事项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邦提供

资助的前提条件是，地区主办单位通过结合各种公私来源（包括适当的用户费

用和税收）获得配套资金。 

未来几十年，联邦政府的资本投资应侧重于大力投资老化基础设施重建和

新建基础设施。为此，国会应该将生命周期成本分析和投资的可持续性作为未

来联邦政府提供交通运输和水利项目融资的条件。并非所有设施建成后都需要

永久性的维护。一些基础设施可能需要随着人口数量、经济状况或公共优先事

项的不断变化而被拆除。在美国的联邦制体系中，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这些问

题上有决定权。但是，联邦基础设施支出应当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州政府和地

方政府证明其具备维护新置资产或翻新资产的能力。假设现有基础设施值得维

护，但缺乏可持续的运营与维护经费，那么，联邦政府投入更多的资金，只会

让本就为偿还现有债务苦苦挣扎的地方政府不堪重负。 

国会应该将首要的维护任务放在重要的联邦资产上。联邦政府有责任妥善

维护由美国国防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美国垦务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等资源

管理和国家安全责任机构所管理的庞大基础设施。应该基于公共安全、国家安

全、以及国家经济和环境效益确定直接联邦支出的优先顺序。例如，关键性的

军事基地，联邦属下的水坝、堤防、水闸、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附近的休憩

地、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历史遗迹。 

国会应要求各机构汇报在未来25年内维护其下辖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预算。

各机构须介绍其分析过程，即如何确定是否要维护、资本重组、只开展最低程

度的维护、抑或剥离持股。这将成为按需更新联邦资金预算的依据。

国会应该将各州和地方政府建设自然灾害复原力以及对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

化趋势的适应力的工作作为资本支出的条件。过去四十年，极端天气事件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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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实质上翻了四番。新的拨款为在新形势下调整老旧基础设施的设计

或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基础设施理念创造了机会。国会应借鉴许多州和城市的做

法，通过法定途径将复原力指导方针纳入到联邦基础设施投资中。复原力措施

如执行到位，有可能限制或削减联邦在灾害援助方面不断增长的支出。据美国

政府问责局估计，2005至2014财年间联邦灾害援助支出至少达2,770亿美元，并

且将来还有可能增加（美国政府问责局，2016年）。 

国会应支持各州和地方政府制定构建公私合作关系的通用标准。美国在交通

运输与水利设施方面的公私合作经验可谓好坏参半，成功主要取决于各州和地

方的谈判人员是否擅于平衡公众利益与金融风险。从私人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这类投资的市场分散，充满政治风险，而且项目的时间安排也存在不确定性。

在各州不同的规则之间周旋，对投资者来说是一种负担，还平添了政治不确定

性。联邦政府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协助解决税务和审批流程问题。 

联邦政府应简化涉及多个联邦机构的监管审批程序，同时执行适用的环境、

健康和安全标准。围绕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达成共识在民主社会中是一项具有挑

战性的业务，因为往往有多个公共目标并存，且经常相互冲突。作为美国政府

权力制衡机制的一部分，行政程序旨在让利益相关方能够以保护健康、安全和

环境为由参与、审查和干预监管决策。试图以加快基建项目的名义来绕过公众

参与和破坏受到广泛支持的保障与标准，可能会导致项目延迟或陷入僵局。但

是，有时候多个机构会轮番履行监管职能，缺乏协调。经验表明，诚如建设美

国投资倡议协调工作组于2015年所建议的那样，通过整合信息收集和组织各机

构之间步调协调的公共宣传和审查过程，可以提高效率。

国会应结束美国陆军工程兵团与美国垦务局由来已久的分治局面，把两者合

并成一个联邦水资源机构。合并将有利于强化联邦政府在水利设施及其维护方

面的一致性作用；有利于与各州、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实现更和

谐、更公平的水资源管理局面；有利于国会统一监督这两个机构的水利设施项

目。把各交通运输形态管理部门整合为更加统一、更加一体化的美国交通运输

部，也可能更有效率，但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乃至各形态管理部门的监管

责任盘根错节，也可能会更难实施。政府重组的成本很高，必须对比整合技术

专长和鼓励水资源与交通运输综合管理的潜在效益加以仔细权衡。

国会应该为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提供充足的拨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

设与维护。我们在美国交通研究委员会现行的竞争性同行评审拨款机制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项基础设施研究议程。这应该扩展为跨部门的综合基础设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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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用以协调联邦政府各个机构的需求和资源。该议程将促进基础设施配置

这一新理念的发展，改进建筑方法和材料、工程设计、成本效益和效率、以及

系统运行的各环节。

广泛采用更新的建筑方法、更耐用和可持续的材料以及传感器技术，可能

会对基础设施维护工作的演算产生深远的影响。新材料领域取得的进步，可以

延长道路、桥梁和管道的使用寿命。新的道路覆盖物已研发出来，并已经在其

他国家投入使用。传感器可以帮助确定维护需求和操作问题。道路技术必须适

应无人驾驶车辆的时代。智能道路是交通运输专家们长期以来的梦想，在不远

的将来会实现：我们已经有了探地雷达和嵌入式传感器，可以实时报告基础设

施的状况。目前的政策和融资机制需要改变，以鼓励更多的过渡性试验和试点

项目。 
提高跨辖区管理和以分析支持决策的能力，应作为研究重点，至少与上述有

关新技术的课题一样重要。对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地方、

州和地区等各级政府机构如何转变思路，应对基础设施运营与投资方面的跨辖

区决策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