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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2021年 6月 2日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蘇伊士基金會、法國開發署、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 

和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 簽訂四年合作伙伴關係新協議 

共同支持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 

 

• 自 2009 年以來，來自四大洲 55 個國家的 300 名管理人員和服務主管接受了水務和環境衛生

服務戰略管理專題的培訓。 

• 這個將教培與科研大面積結合的項目獲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授牌，用以表彰其開展的研究

和培訓工作，以應對保障全民享有優質水務和環境衛生服務的挑戰。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AgroParisTech）、蘇伊士、蘇伊士基金會與法國開發署、法國 ESSEC 高等

商學院以及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承諾建立為期四年的世界一流合作伙伴關係，以應對

新興國家面臨的氣候和城鎮化挑戰，立刻建構可持續環境。經與塞內加爾的達喀爾大學高等理

工學院（UCAD-ESP）和加納的誇梅·恩克魯瑪科技大學（KNUST）兩所非洲高等院校簽訂協

議，上述學術合作伙伴關係進一步壯大。相關教育和科研項目將在巴黎高科農業學院的水研究

中心和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國際中心開展一系列強化培訓課程，包括開展遠程教學（線上學

習）。 

 

在為全民提供優質的水務和環境衛生服務的同時，確保水資源的可持續管理，是公共和私營服

務營運商的巨大挑戰，這在發展中國家尤其突出。於 2008年設立的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

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是一個獨特的培訓和研究中心。該中心現已為發展中國家培訓了近

300 名環境衛生服務管理人員和業務主管。它體現了蘇伊士與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致力於加強這

類服務管理人員和業務主管的業務素養，為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做出貢獻。 

 

隨著城市化和氣候變暖加速，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蘇伊士基金會和法國開發署將延續

其合作伙伴關係，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中心以提供水務和環境衛生服務的戰略管理培訓，面向

中層和高級管理人員，以及擔任管理職務的營運或職能部門經理。此次與歐洲領先的管理培訓

機構——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建立的新學術合作伙伴關係，旨在通過培訓和研究活動，支持

並推動人類社會的生態及社會轉型。這將有助於在戰略及項目管理方面豐富有關以成果和服務

為導向的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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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高科農業學院水研究中心教研中心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水研究中心充分依托蒙彼利埃大學的研究生態系統，並得到了區域內多所高

校的支持。其所在的巴黎高科農業學院是蒙彼利埃水資源與環境研究所，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下屬的水資源體系動力學國際跨學科研究中心的成員單位，也是蒙彼利埃大學卓越研究聯盟

（MUSE i-Site）發起的「蒙彼利埃大學卓越研究重點項目之水務倡議」（KIM WATERS）的支持

單位。蒙彼利埃市也是法國水務團隊競爭力集群的所在地，並正在加強與水務部門專業人士的

聯繫。該教研中心可以說是「卓越中心的核心機構」。 

 

教研中心將從 2021 年起開設線上培訓課程，鞏固其在海外開展的教培活動，加強其國際影響

力。教研中心提供以下服務內容： 

• 就供水和環境衛生企業的不同職能部門及公司所面臨的挑戰（基礎設施的營運、客戶關係

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資產管理、成本控制、財務等）開展培訓，幫助管理人員提高業務

分析能力、制定中長期目標、構建相關行動計劃並開展日常管理等； 

• 針對日常管理問題的培訓： 戰略管理和規劃、按職能部門、機構關係、與利益相關方的關

係等劃定職責範圍並協調行動計劃； 

• 項目管理培訓：範圍劃定、項目運行監督、行動計劃的設計、管理和審批、方法和工具、

故障排查等；  

• 國際培訓課程：為水務部門的利益相關方舉辦本地培訓課程，尤其是非洲和亞洲國家。 

 

「全民用水保障」國際行政管理碩士 OpT 課程，由教研中心組織開展並得到巴黎高科農業學院

的支持，獲得法國大學校聯合會（CGE）的認證，並已在法國國家職業資格認證目錄（RNCP）

中註冊。 

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為法國環保部下屬的致力於保護法國國內水資源的公共機構。水務

局作為教研中心的合作伙伴，提供配套教育資金，作為國際干預政策之一，提高水務和環境衛

生服務設施的普及度。 

 

教研中心在發展中國家開展培訓，面向國際管理學院或位於非洲或亞洲的卓越中心，加強高等

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知識傳授，以落實區域化培訓的戰略，並加強發展中國家合作培訓組織的能

力建設。 

 

為項目營運同事和研究人員提供交流的平台  

教研中心旨在通過完善服務管理，尤其是針對經濟、政治、機制、管理狀況和治理框架的相關

分析，支持促進飲用水和環境服務普及度的各類研究項目。研究大綱根據法國科學委員會（科

學委員會的成員均為各研究領域內的知名專家）的建議擬訂。教研中心作為水務和環境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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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管理人員和研究人員交流的平台，旨在促進知識的進步和分享。教研中心每兩年還組織一次

國際學術研討會。 

蘇伊士集團首席執行官兼蘇伊士基金會主席康宇表示：「蘇伊士和蘇伊士基金會很榮幸能夠繼

續資助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的工作開展。我們的服務對生活質量、

健康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朝著立刻行動、共建可持續環境的目標，加強對水務和環境服務的

知識輸入必不可少。我們資助的教研中心將通過高質量、國際化的培訓，為發展中國家的水務

和環境服務從業者提供一個傳授知識和提高技能的平台。」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院長Gilles Trystram表示：「全球水資源的保護、輸配和水務服務是一項重要

課題。巴黎高科農業學院為能夠繼續實施過去幾年來在全球開展的教育項目而深感自豪。我們

與法國 ESSEC高等商學院、蘇伊士和法國開發署建立的合作伙伴關係是積極、高度開放、且能

夠發揮各方的優勢。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已取得一定的國際知名

度。我們將再接再厲，並期望通過該教研中心取得的經驗推廣至學院針對水務業務開展的其他

教育項目中。」 

 

法國開發署署長 Remy Rioux表示：「我很欣喜見證法國開發署繼續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六提出的關於清潔用水和環境服務設施的相關工作開展。在與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和蘇

伊士基金會的合作框架下，法國開發署每年在水務和環境服務領域投入超過 10億歐元用以提高

數百萬民眾的福祉，他們大多來自於非洲。通過這一合作項目，行業利益相關方可在集合了廣

泛教育資源的教研中心獲取相關培訓，而該領域的工作又與優質教育資源的獲取、可持續城鎮

化和社區發展、性別平等等其他多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密切關聯。這種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是我

們確保水務和環境服務管理事業投資取得高績效性和可持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院長 Vincenzo Vinzi 表示：「在環境危機是人類面臨的第一大挑戰的時

代，確保可持續獲取水資源等環境基本要素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ESSEC 高等商學院、巴黎

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蘇伊士基金會和法國開發署形成的多方合作伙伴關係體現了我們共同

的願望，即通過開展培訓和研究工作，通過實施兼顧所有相關方利益和地理區域多樣性的高瞻

遠矚戰略，發起一場深刻的革新，以促進並影響人類社會的生態及社會轉型。」 

 

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局長 Laurent Roy表示：「在法國《OUDIN-SANTINI法》的約束內，六

家水務機構將為其流域所在當地政府制定的水、環境服務和健康服務普及度的區域性合作項目

提供資金支持。如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蘇伊士全民用水保障教研中心倡議的，對於正在開發區域

性合作項目的國家，提高水務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技能水平可為水務服務和資源的可持續管理

創造機會。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水務管理人員需採取靈活度高的策略，尤其是在設備資產的

管理、管網的防滲漏措施、污水處理後的無害排放與資源回用等方面。」 

http://www.sue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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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基金會 

蘇伊士基金會在發展中國家支持為弱勢群體持續改善基礎服務（水務、環境服務和廢棄物管理）普及性的一系列實

務工作。基金會也在法國國內通過就業促進和培訓項目向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自創立以來，蘇伊士基金會每年投入

300到400萬歐元預算，結合集團內的專家資源提供技術支持。 

蘇伊士 

蘇伊士集團自19世紀末以來，不斷積累專業知識，通過保護健康並支持經濟增長，助力人們持續提高生活質量。蘇

伊士及旗下90,000名員工遍布全球五大洲，致力於保護和修復我們的自然環境要素：水、土壤和空氣。在水務管

理、固廢回收再造、土壤修復和空氣治理等方面，蘇伊士提供富有彈性的創新型解決方案，通過「智慧」城市優化

市政和各行業的資源管理，提升其環境和經濟效益。集團向6,400萬人提供環境服務，生產飲用水71億立方米。蘇伊

士還為經濟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每年直接或間接創造了20多萬個就業崗位，作為新資源的提供者，生產了420萬噸

再生原料。集團的目標是在2030年前提供100%的可持續解決方案，為我們的環境、健康和氣候帶來積極影響。蘇伊

士集團2020年的總收入達172億歐元。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 

巴黎高科農業學院是受法國農業部和高等教育部監管的生命科學和環境產業研究院校。作為高等教育和研究領域的

一所全球重點知名院校，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致力於應對二十一世紀的重大挑戰：通過可持續的土地資源管理、自然

資源的保護、創新驅動和生物經濟學研究，為全人類做出貢獻。學院藉由科研以及對接的高等教育組織間的關係，

通過與法國和國外各大院校合辦的工程類課程、碩士及博士項目，以及在「巴黎高科農業學院行政管理培訓」教育

品牌下長期開展的一系列專業教育類項目，為生命科學和環境領域培養行政管理人員、工程師、博士生和管理人

教研中心自成立以來開展的工作（2009 年至 2020 年）： 

 

• 完成了 13期「全民用水保障」國際行政管理碩士 OpT 課程培訓（7期為法語班；6期

為英語班）； 

• 來自四大洲 55個國家的 243名學員接受了國際行政管理碩士培訓，並獲得「市政供水

和環境服務經理人」資格證書；  

• 來自亞洲和非洲的 100 多家水務和環境服務公司和機構持續推選其管理人員攻讀國際

行政管理碩士項目； 

• 參加每期培訓班的有 50 多名講師、水務和環境部門的專業人士、30 名左右的專業導

師，其中約 20人來自蘇伊士； 

• 來自 20個非洲和亞洲國家的 48名總經理完成了戰略管理的培訓。 

http://www.sue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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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巴黎高科農業學院在法國各地設有 10個中心和校區（其中 4個在巴黎核心區），下設 5個培訓和研究部門、22

家聯合研究單位、1家研究和開發單位、1處實驗農場、2個技術中心和多個被稱為 InnLabs的第三方開放式平台。學

院共有 2300 多名學生，其中 13%為博士生。學院的教學研究人員為 250 名。巴黎高科農業學院是巴黎薩克雷大學的

創始成員院校之一，也是巴黎高科（ParisTech）體系的成員和法國農業、食品、動物健康與環境研究聯合體（

Agreenium）的成員。 

 

法國開發署 

法國開發署負責落實法國的國家發展和國際合作政策。法國開發署通過資金支持等措施，加快實現世界發展一致性

與韌性。法國開發署攜手合作伙伴，與發展中國家人民一起打造解決方案。法國開發署的團隊在法國本土、海外法

屬地區以及 115 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 4000 多個項目，致力於促進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平、性別平等、教育和

健康等領域的共同利益，並藉此體現法國和法國人民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承諾與貢獻。 

 

法國 ESSEC 高等商學院 

法國 ESSEC高等商學院創立於 1907年，是全球管理領域的知名教育機構，擁有 EQUIS、AACSB和 AMBA認證「三冠

王」的稱號。ESSEC高等商學院擁有 7,060名本科生，提供全方位的管理課程，並與世界一流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

學校研究生規模為 62,000名，在法國和新加坡聘用有 142名全職教授，包括 19名因其研究質量和影響力而受到認可

的名譽教授。ESSEC 高等商學院享有卓越的學術傳統，秉承為經濟和社會活動提供創新服務的開放精神。2005 年，

ESSEC 在新加坡設立了具有戰略意義的亞洲校區，即 ESSEC 亞太校區。該校區的開設有利於學院將其專業知識傳授

到快速擴張的亞洲區域，從而更多地參與亞洲的發展。2016 年，ESSEC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設立了新的 ESSEC非洲

校區。ESSEC的國際化發展為其學生和教職人員開展研究並了解世界各地的經濟發展態勢提供了便利。 

 

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 - www.eaurmc.fr | www.sauvonsleau.fr   

羅納-地中海-科西嘉水務局是受法國環境部監管的國家公共機構，其使命為修復水資源和水生環境使其保持健康狀

態。根據「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水務局根據用水客戶的用水量和排污量收取相關費用。這些客戶包括家庭、當地

政府、工業企業、農場主等。收集到的款項被重新用於當地政府、工業企業、農場主和行業協會改善水和環境質量

的工作，如完善環境服務系統、減少有害物質的污染、節約和共享水資源、恢復因擴散性污染（殺蟲劑和硝酸鹽）

而造成的集水區水質的退化、保護戰略性飲用水水源、修復河流、海洋、退化或瀕危濕地的生態功能等。水務局在

《2019年至2024年管理計劃》框架內採取行動。該計劃列明了六年期的主要工作重點。水務局的年度援助預算約為

4.4億歐元，員工數量為330名。 

 

關於蘇伊士亞洲更多資訊 

請瀏覽我們的網頁及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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