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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21 年 6 月 2 日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苏伊士基金会、法国开发署，与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 

和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签订四年合作伙伴关系新协议， 

共同支持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 
 

• 自 2009 年以来，来自四大洲 55 个国家的 300 名管理人员和服务主管接受了水务和环境

卫生服务战略管理专题的培训。 

• 这个将教培与科研大面积结合的项目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授牌，用以表彰其开展的研究

和培训工作，以应对保障全民享有优质水务和环境卫生服务的挑战。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AgroParisTech）、苏伊士、苏伊士基金会与法国开发署、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以及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承诺建立为期四年的世界一流合作伙伴关系，以

应对新兴国家面临的气候和城镇化挑战，立刻构建可持续环境。经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高

等理工学院（UCAD-ESP）和加纳的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KNUST）两所非洲高等院校

签订协议，上述学术合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壮大。相关教育和科研项目将在巴黎高科农业学

院的水研究中心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中心开展一系列强化培训课程，包括开展远程教学

（线上学习）。 

 
在为全民提供优质的水务和环境卫生服务的同时，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是公共和私营服

务运营商的巨大挑战，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于 2008 年设立的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

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是一个独特的培训和研究中心。该中心现已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近

300 名环境卫生服务管理人员和业务主管。它体现了苏伊士与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致力于加强这

类服务管理人员和业务主管的业务素养，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随着城市化和气候变暖加速，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苏伊士基金会和法国开发署将延续

其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中心以提供水务和环境卫生服务的战略管理培训，面向

中层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担任管理职务的运营或职能部门经理。此次与欧洲领先的管理培训

机构——法国 ESSEC高等商学院建立的新学术合作伙伴关系，旨在通过培训和研究活动，支持

并推动人类社会的生态及社会转型。这将有助于在战略及项目管理方面丰富有关以成果和服务

为导向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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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高科农业学院水研究中心教研中心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水研究中心充分依托蒙彼利埃大学的研究生态系统，并得到了区域内多所高

校的支持。其所在的巴黎高科农业学院是蒙彼利埃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下属的水资源体系动力学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成员单位，也是蒙彼利埃大学卓越研究联盟

（MUSE i-Site）发起的“蒙彼利埃大学卓越研究重点项目之水务倡议”（KIM WATERS）的支持

单位。蒙彼利埃市也是法国水务团队竞争力集群的所在地，并正在加强与水务部门专业人士的

联系。该教研中心可以说是“卓越中心的核心机构”。 

 

教研中心将从 2021 年起开设线上培训课程，巩固其在海外开展的教培活动，加强其国际影响

力。教研中心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 就供水和环境卫生企业的不同职能部门及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基础设施的运营、客户关系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资产管理、成本控制、财务等）开展培训，帮助管理人员提高业务

分析能力、制定中长期目标、构建相关行动计划并开展日常管理等； 

• 针对日常管理问题的培训： 战略管理和规划、按职能部门、机构关系、与利益相关方的关

系等划定职责范围并协调行动计划； 

• 项目管理培训：范围划定、项目运行监督、行动计划的设计、管理和审批、方法和工具、

故障排查等；  

• 国际培训课程：为水务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举办本地培训课程（尤其是非洲和亚洲国家）。 

 

“全民用水保障”国际行政管理硕士 OpT 课程，由教研中心组织开展并得到巴黎高科农业学

院的支持，获得法国大学校联合会（CGE）的认证，并已在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目录

（RNCP）中注册。 

 

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为法国环保部下属的致力于保护法国国内水资源的公共机构。水务

局作为教研中心的合作伙伴，提供配套教育资金，作为国际干预政策之一，提高水务和环境卫

生服务设施的普及度。 

 

教研中心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训，面向国际管理学院或位于非洲或亚洲的卓越中心，加强高等

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知识传授，以落实区域化培训的战略，并加强发展中国家合作培训组织的能

力建设。 

 

为项目运营同事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教研中心旨在通过完善服务管理，尤其是针对经济、政治、机制、管理状况和治理框架的相关

分析，支持促进饮用水和环境服务普及度的各类研究项目。研究大纲根据法国科学委员会（科

学委员会的成员均为各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专家）的建议拟订。教研中心作为水务和环境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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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交流的平台，旨在促进知识的进步和分享。教研中心每两年还组织一次

国际学术研讨会。 

 

苏伊士集团首席执行官兼苏伊士基金会主席康宇表示：“苏伊士和苏伊士基金会很荣幸能够继

续资助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的工作开展。我们的服务对生活质

量、健康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朝着立刻行动、共建可持续环境的目标，加强对水务和环境服

务的知识输入必不可少。我们资助的教研中心将通过高质量、国际化的培训，为发展中国家的

水务和环境服务从业者提供一个传授知识和提高技能的平台。”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院长 Gilles Trystram 表示：“全球水资源的保护、输配和水务服务是一项

重要课题。巴黎高科农业学院为能够继续实施过去几年来在全球开展的教育项目而深感自豪。

我们与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苏伊士和法国开发署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积极的、高度开

放的、且能够发挥各方的优势。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已取得一

定的国际知名度。我们将再接再厉，并期望通过该教研中心取得的经验推广至学院针对水务业

务开展的其他教育项目中。” 

 

法国开发署署长 Rémy Rioux 表示：“我很欣喜见证法国开发署继续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六提出的关于清洁用水和环境服务设施的相关工作开展。在与巴黎高科农业学

院、苏伊士和苏伊士基金会的合作框架下，法国开发署每年在水务和环境服务领域投入超过

10 亿欧元用以提高数百万民众的福祉，他们中大多数来自于非洲。通过这一合作项目，行业

利益相关方可在集合了广泛教育资源的教研中心获取相关培训，而该领域的工作又与优质教育

资源的获取、可持续城镇化和社区发展、性别平等等其他多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关联。这种

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是我们确保水务和环境服务管理事业投资取得高绩效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

组成部分。” 

 

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院长 Vincenzo Vinzi 表示：“在环境危机是人类面临的第一大挑战的

时代，确保可持续获取水资源等环境基本要素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ESSEC 高等商学院、巴

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苏伊士基金会和法国开发署形成的多方合作伙伴关系体现了我们共

同的愿望，即通过开展培训和研究工作，通过实施兼顾所有相关方利益和地理区域多样性的高

瞻远瞩战略，发起一场深刻的革新，以促进并影响人类社会的生态及社会转型。” 

 

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局长 Laurent Roy 表示：“在法国《OUDIN-SANTINI 法》的约

束内，六家水务机构将为其流域所在当地政府制定的水、环境服务和健康服务普及度的区域性

合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如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苏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倡议的，对于

正在开发区域性合作项目的国家，提高水务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技能水平可为水务服务和资源

http://www.suez.com/


 

苏伊士 

注册办公室：法国巴黎 Tour CB21 – 16 Place de l’Iris, La Défense Cedex，邮编： 92040 | 电话： +33 (0) 158 812 000 | 网站：www.suez.com 

上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13,450,316 欧元，SIREN（企业注册号）433 466 570 | 在楠泰尔的贸易和公司注册处注册 - 增值税号为 FR76433 466 570 

的可持续管理创造机会。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水务管理人员需采取灵活度高的策略，尤其是

在设备资产的管理、管网的防渗漏措施、污水处理后的无害排放与资源回用等方面。” 

 

媒体联络： 

 

Isabelle Herrier Naufle 

电话：+ 33 (0) 683 548 962 

电邮：isabelle.herrier.naufle@suez.com 

 

 

 

Elodie Vandevoorde 

电话：+33 (0) 678 361 952 

电邮：elodie.vandevoorde@suez.com 

 

 

 

苏伊士基金会 

苏伊士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支持为弱势群体持续改善基础服务（水务、环境服务和废弃物管理）普及性的一系列实

务工作。基金会也在法国国内通过就业促进和培训项目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自创立以来，苏伊士基金会每年投入

300到400万欧元预算，结合集团内的专家资源提供技术支持。 

苏伊士 

苏伊士集团自19世纪末以来，不断积累专业知识，通过保护健康并支持经济增长，助力人们持续提高生活质量。苏

伊士及旗下90,000名员工遍布全球五大洲，致力于保护和修复我们的自然环境要素：水、土壤和空气。在水务管

理、固废回收再造、土壤修复和空气治理等方面，苏伊士提供富有弹性的创新型解决方案，通过“智慧”城市优化

市政和各行业的资源管理，提升其环境和经济效益。集团向6,400万人提供环境服务，生产饮用水71亿立方米。苏

伊士还为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每年直接或间接创造了20多万个就业岗位，作为新资源的提供者，生产了420

万吨再生原料。集团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提供100%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为我们的环境、健康和气候带来积极影

响。苏伊士集团2020年的总收入达172亿欧元。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是受法国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监管的生命科学和环境产业研究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和研究领域的

一所全球重点知名院校，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致力于应对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挑战：通过可持续的土地资源管理、自然

资源的保护、创新驱动和生物经济学研究，为全人类做出贡献。 

教研中心自成立以来开展的工作（2009 年至 2020 年）： 

 

• 完成了 13 期“全民用水保障”国际行政管理硕士 OpT 课程培训（7 期为法语班；6

期为英语班）； 

• 来自四大洲 55 个国家的 243 名学员接受了国际行政管理硕士培训，并获得“市政供

水和环境服务经理人”资格证书；  

• 来自亚洲和非洲的 100 多家水务和环境服务公司和机构持续推选其管理人员攻读国

际行政管理硕士项目； 

• 参加每期培训班的有 50 多名讲师、水务和环境部门的专业人士、30 名左右的专业导

师，其中约 20 人来自苏伊士； 

• 来自 20 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的 48 名总经理完成了战略管理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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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藉由科研以及对接的高等教育组织间的关系，通过与法国和国外各大院校合办的工程类课程、硕士及博士项

目，以及在“巴黎高科农业学院行政管理培训”教育品牌下长期开展的一系列专业教育类项目，为生命科学和环境

领域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工程师、博士生和管理人才。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在法国各地设有 10 个中心和校区（其中 4 个在巴黎核心区），下设 5 个培训和研究部门、22 家

联合研究单位、1 家研究和开发单位、1 处实验农场、2 个技术中心和多个被称为 InnLabs 的第三方开放式平台。

学院共有 2300 多名学生，其中 13%为博士生。学院的教学研究人员为 250 名。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是巴黎萨克雷大学的创始成员院校之一，也是巴黎高科（ParisTech）体系的成员和法国农业、

食品、动物健康与环境研究联合体（Agreenium）的成员。 

 

法国开发署 

法国开发署负责落实法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合作政策。法国开发署通过资金支持等措施，加快实现世界发展一致性

与韧性。法国开发署携手合作伙伴，与发展中国家人民一起打造解决方案。法国开发署的团队在法国本土、海外法

属地区以及 115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 4000 多个项目，致力于促进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平、性别平等、教育

和健康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并藉此体现法国和法国人民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与贡献。 

 

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 

法国 ESSEC 高等商学院创立于 1907 年，是全球管理领域的知名教育机构，拥有 EQUIS、AACSB 和 AMBA 认证

“三冠王”的称号。ESSEC 高等商学院拥有 7,060 名本科生，提供全方位的管理课程，并与世界一流大学建立了合

作关系。学校研究生规模为 62,000 名，在法国和新加坡聘用有 142 名全职教授，包括 19 名因其研究质量和影响力

而受到认可的名誉教授。ESSEC 高等商学院享有卓越的学术传统，秉承为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创新服务的开放精

神。2005 年，ESSEC 在新加坡设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亚洲校区，即 ESSEC 亚太校区。该校区的开设有利于学院将

其专业知识传授到快速扩张的亚洲区域，从而更多地参与亚洲的发展。2016 年，ESSEC 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设立

了新的 ESSEC 非洲校区。ESSEC 的国际化发展为其学生和教职人员开展研究并了解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态势提供了

便利。 

 

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 - www.eaurmc.fr | www.sauvonsleau.fr   

罗纳-地中海-科西嘉水务局是受法国环境部监管的国家公共机构，其使命为修复水资源和水生环境使其保持健康状

态。根据“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水务局根据用水客户的用水量和排污量收取相关费用。这些客户包括家庭、当

地政府、工业企业、农场主等。收集到的款项被重新用于当地政府、工业企业、农场主和行业协会改善水和环境质

量的工作，如完善环境服务系统、减少有害物质的污染、节约和共享水资源、恢复因扩散性污染（杀虫剂和硝酸

盐）而造成的集水区水质的退化、保护战略性饮用水水源、修复河流、海洋、退化或濒危湿地的生态功能等...... 水

务局在《2019年至2024年管理计划》框架内采取行动。该计划列明了六年期的主要工作重点。水务局的年度援助

预算约为4.4亿欧元，员工数量为330名。 

 

关于苏伊士亚洲更多资讯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及社交媒体 

 
     

http://www.suez.com/
about:blank
http://www.essec.edu/fr/essec-afrique-atlantique/
http://www.suez-as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