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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取得长期成功，
就必须为股东和社会同时创造价值。
在雀巢，我们称之为

“创造共享价值”。



在全世界范围内，雀巢触及数十亿人的生活。从与我们合作的农户，享受雀巢

产品的个人和家庭，到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社区，以及我们共同依存的自然环境。

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挑战。他们的成功也是我们共同分享的成功。

所以我们帮助建造繁荣兴旺、百折不挠的社区，支持与我们一起工作生活的人

改善生活水平。

雀巢，提升生活品质，贡献于更健康的未来。



着眼未来

法律、业务原则
和行为规范

营养、水管理
和农业社区发展，
我们的关注领域

可持续发展

创造共享价值

合规



创造共享价值

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超越企业社会责任，通

过核心业务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从而

为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创造共享

价值的核心基于我们对社会的基本承诺，

即按最高标准守法守则，保护环境，为子

孙后代造福。

创造共享价值基于我们对社会的基本承

诺，即严守法律，保护环境，遵守雀巢公

司的业务原则和行为规范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雀巢的核心业务活动，

即营养、水管理及农业社区发展等领域努

力发现并改善社会问题。





Project WET，全称是Water Education for 

Teachers，即“针对老师的水资源教育”。

Project WET 水资源教育项目基金会成立

于 1984 年，总部设在美国蒙大拿州博兹

曼，是第一个全球性以“水”知识教育为

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已在 60 多个国家开

展活动。该项目旨在通过“水”知识教育

来提高大家对水资源的认知，对水资源的

珍视以及水资源在人类生存环境中的领导

地位的认识，赋予全球的儿童、家长、教

师和社区成员开展行动的知识和能力，为

社区的水资源问题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解决

方案。基于共同的理念，雀巢于 1992 年

和 Project WET 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为

项目开展和实施提供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

帮助。二十多年来，雀巢与学校及合作伙

伴一道，为提高学生和公众有关环保、节

水等相关知识水平做出不断的努力。

如同全球其它地区一样，节水是雀巢在华

运作的首要重点。作为全球水业务的先锋，

雀巢不仅在业务本身注重环保理念，也一

直关注水资源知识的教育工作。雀巢希望

与学校及合作伙伴一道，为提高学生和公

众有关环保、节水等相关知识水平做出不

断的努力。

自 2010 年年初在上海试点以来， Project 

WET 项目已在中国 800 多个学校展开，

覆盖约 120 万名学生。项目在上海和北京

分别与上海市教育局和健康饮水专业委员

会携手合作，同时还通过与中美环境教育

交流项目委员会合作，将水资源教育延展

至湖南和湖北省的教师和学生。2013 年，

Project WET 凭借优秀的暑期工作和活动

开展，获得了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颁发的“2013 上海市未成年人暑期工作

优秀项目奖”，并获得了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和上海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

办公室“2013–2014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社

会实践项目（学生实践和创新基地建设工

程）”立项。

雀巢支持水资源教育





在雀巢水业务部门的倡议下，国际上权威

的水资源管理专家、教育专家和各个学科

经验丰富的教师们编写了 Project WET

水资源教育项目的教材《老师的水教育》，

内容面向 5–18 岁的青少年，目的是提高

他们保护薄弱稀缺资源的意识。包括“蓝

色星球”、“神奇之旅”、“8–4–1 我们

共用一条河”、“积少成多”等课程包含

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例如大组和小组学

习、全身活动、实验室调查、地区性和

全球性话题的讨论以及社区服务项目等。

水资源教育课程

蓝色星球

我们的星球表面明明大部分都是水，为什

么还要叫它“地球”呢？学生估计地球表

面被水覆盖的面积百分比，用抛充气地球

仪的方法建立一个简单的概率样本来验证

他们的估计。

神奇之旅

你今天喝的水明天会到那里去呢？学生通

过掷筛子来模拟水循环过程中水的运动。

8–4–1 我们共用一条河

8 个用水者、4 个用水需求和 1 条河。我

们该怎么办呢？让 8 名同学分别扮演 8 个

用水者，用以下方式来模拟解决问题的策

略：提着水沿“河”“顺流而下”，途径

一系列模拟的水管理挑战，把水运送给下

一个用水社区。

积少成多

你刚刚继承了一处位于河滨，并设有一栋新

房子和度假屋的高价土地。当你搬进去时，

你发现河滩被油污染了，而且建筑废料和动

物粪便满地都是！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儿来的

啊？学生演示一条河在它的流域内流淌时每

个人是如何对河水产生负面影响的，并认识

到每个人的“影响”都可以被减少。

桶中的一滴水

什么东西同时既充足又稀有？通过估计和计

算地球上可利用淡水的百分比，学生认识到

淡水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保护淡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

节约水资源为什么像对未来投资？学生识别

并养成节约水资源的习惯，以了解怎样与现

在和未来的其他用水者共享这一必要资源。





截至 2016 年底，Project WET 水资源教

育项目已经覆盖了包括北京、上海、湖北、

湖南、甘肃、四川、贵州、云南、福建、

内蒙古、安徽、江苏和浙江等 12个省、市、

自治区和直辖市。

Project WET 项目推动各方参与 : 

● 为学生、家长和教师提供水教育相关课

程、教学材料，以及相关活动。

● 为教师提供水教育相关的领导力培训和

能力建设的课程、研讨会和讲习班。

● 使社区群众有机会参与到社区水教育活

动，例如世界水日系列活动等。

● 建立教育管理者、水资源专家、教师、

非盈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全球水教育网

络，共同为水资源保护做贡献。

● 为企业员工提供实践社会责任的机会，

激励员工作为水教育传播者。

项目覆盖

2010–2016 数据 

成立年份 2010

影响教师总数 / 人 2375

影响学生总数 / 人 约 120 万

教师培训及研讨会 / 场次 64





雀巢水部门连续第 7 年在全球 31 个运营的国家

同时开展与“世界水日”相关的活动，2010 年

来在中国累计影响超过包括 2300 位老师的 120

万人次。

2010 年世界水日来临之际，Project WET 水资

源教育项目基金会与上海市教委德育处以及上

海市浦东教育研究院签署合作备忘录，首次将

全美备受赞誉的水资源教育项目引入中国。

2011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之际，上海市青

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上海市绿化

和市容宣传教育中心以及雀巢水业务单位共同组

织的争当“环保小卫士”活动以回收重 8799.9

千克 PET 饮料瓶（约 401794 个）的成绩成功打

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此次活动分别在雀巢上海饮

用水工厂和上海 121 所小学开展。回收瓶的收

入所得全部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Project WET 水教育项目

基金会与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

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此儿童水教育项目引入

北京。第一堂节水课程于 3 月 21 日下午在北京

大学附属小学开展。

2013 年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的主题是“水

合作”。配合这一主题，Project WET 项目安排

了水日嘉年华和玻璃瓶创意回收大赛等丰富的以

水为主题的寓教于乐的游戏，提高小学生对水的

节约保护意识，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和培养

保护习惯，并启发小学生们付诸于行动。

2014 年 3 月 21 日，在雀巢的帮助下，Project 

WET 于世界水日前夕在上海东方绿舟开展“水

奥运”主题公园活动，上海各区县 500 多位师

生参与了该活动。开幕式上，雀巢水业务部门

也荣获 Project WET 水资源教育国际基金会在

中国颁发的首个“Project WET 水资源教育基

地”。以多个享誉全球的 Project WET 课程活

动作为内容，“水奥运”主题公园活动安排了

撑杆跳、平衡木、障碍滑雪赛等经典奥运会项目。

2015 年 3 月 22 日与国家“十二五”素质教育

课题实验基地——上海小小践行家合作，在上

海地标东方明珠电视塔下，开展科普调研活动，

普及水和节水的知识。通过与路人的互动，旨

在提高公众对与水资源匮乏的重视。

2016 年 3 月 12 日 – 3 月 22 日在上海首个活水

公园——苏州河梦清园环保主题公园进行水教

育巡展。 

2017 年再次将水教育展搬入上海中国航海博物

馆，水教育展的互动装置重现了 WET 在全球

范围内开展最广泛的水教育活动。学生们将通

过《生命盒子》发现容易被忽略的生命元素；

《神奇之旅》装置通过 9 个站点生动地展示了

水循环的多样性；多感官操作的《桶中一滴水》

形象地揭示了水资源的珍贵。学生们还学唱《我

们都爱水（Together4Water）》公益歌曲，在

寓教于乐中学习水知识。

Project WET 项目
世界水日主题活动





Project WET 是针对老师们进行水资源培

训的项目，所以师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的结合国情，让更多的师生们接

受全球领先的水资源教育，Project WET

尝试了多种教师培训活动，其中包括：种

子教师培训工作坊、教师进阶培训会、教

师研讨会等。

每年，Project WET 将活动课程传授给老

师们，并详细阐述了每项活动的联系及开

展、学生们在活动中会产生何种问题、老

师该怎样予以解决、学生们可以接收到何

种知识等。培训会只是项目开展的第一步，

接受培训的教师们随后将进行学校内部相

关活动，将水资源的知识及技能传播给更

多的师生。至 2013 年，项目已开展教师

培训和研讨工作坊共 11 次，覆盖上海 17

个区县，在 300 多所中小学拥有超过 400

位 Project WET 培训教师。

Project WET 水教育项目基金会高级副总

裁 John Etgen 先生表示，在立足于儿童

水资源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力度推动

教师水资源教育课程普及，将有助于从小

建立学生的环保意识，并丰富学校课程内

容。本年度该项目也将在中国民族卫生协

会健康饮水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全国其他

地区全面推广水资源教育。

2013 年，Project WET 凭借优秀的活动

开展，获得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

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3–2014 年上海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

项目（学生实践和创新基地建设工程）”

立项。教育委员会和雀巢饮用水将共同开

展上海 10 个区县的水资源教育项目培训

会，预计受益教师数为 300 人。

Project WET 项目
种子教师培训会及进阶研讨会





2010 年，美国蒙大拿州议员马克斯·鲍

克斯先生访华，现场观摩了一堂 Project 

WET 的公开课，积极参加和学生们的活

动中，并在之后的座谈会中反馈了自己

对 Project WET 在中国开展的意见。此

后，类似于这样的校园访问活动便成为

Project WET 进入学校和深入学生活动的

一大特色。

2013 年 5 月，时任雀巢大中华区水业务

总监杜克先生，Project WET 水资源教

育全球项目基金会高级副总裁约翰先生来

到上海闵行区华坪小学，进行了一次有趣

的国际水教育交流活动。杜克一行首先参

Project WET 项目
学校公开课

观了华坪小学的雨水循环发电等校园绿色

科技设施，然后亲自为水社团的同学上了

一节有趣的水教育课，用有趣的体验式活

动让学生了解地球上的水资源情况以及如

何在工作与生活中节约水资源。课后，他

们还与学校领导、教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双方就“在学校教师中如何开展水教育活

动”达成了许多共识，此次活动为该项目

在2013年的学校推广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2013 年，Project WET 共举办 13 场学校

公开课和 7 场社区活动，影响教师、学生、

社区成员近 3000 人。

结合学校开展的六一儿童节、科技节、社

会实践活动、返校日等活动，开展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的形式多样的实践体验活动，

有助于 Project WET 项目在学校中的推

广。任课老师尤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类的老师也可借此机会将国际性的水资源

教育项目融入学科教学之中，充分挖掘教

材中内容，广泛开展相关教育。在这方面，

项目组已在 2013 年与崇明长江小学和浦

东东波小学达成校本课程开发合作，并与

虹桥中心小学共同推出 Ipad 版 Project 

WET 课程电子书。2017 年，Project WET

在上海 80 所小学开展了水教育流动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