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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信息专报 
 

（2020 年第 8 期） 

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6日 
 

苏州市医保局组织机关人员积极参加节能宣传周活动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日为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今

年宣传周活动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增效”。7月 2 日为全国低

碳日，活动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根据市公共机构节能

办要求，宣传周期间，苏州市医保局在微信党建工作群里发布了

相关通知，号召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尤其党员同志积极参加以下活

动。 

1.观看云直播活动。7 月 3 日上午 9 点，通过新华网手机移

动客户端云直播频道观看国管局组织的云启动仪式、云直播——

走进四川和云直播——走进天津等系列活动。 

2.参加云竞答活动。7 月 4日上午 9 点至 7月 5日下午 5 点，

通过公共机构节能、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助手等公众号，点击

宣传活动栏目进入答题页面，参加竞答活动。 

3.各支部以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为契机，结合垃圾分类文件

精神学习，开展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4.倡导绿色办公、低碳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通过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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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空调、关闭公共区域照明和底层电梯关闭，体验能源紧缺。党

员和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做好机关节能行动表率，积极营造

崇尚节俭、厉行节约文明风尚。 

同时，制作相关公共机构节能宣传画，积极营造节能氛围。 

（苏州市医疗保障局） 

 

太仓市开展节能和垃圾分类知识培训会 

为进一步推进党政机关节能和垃圾分类工作，提升节能联络

员和垃圾分类联络员的知识水平，确保党政机关节能和垃圾分类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党政机关虽然数量较少，但表率作用的发挥，

为公众、为全社会做好示范，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7

月 3 日，太仓市市级机关节能和垃圾分类知识培训会召开，我市

级党政机关节能和垃圾分类联络员共计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展了节能创建业务培训，内容包括公共机构节能的意

义、示范创建现状、示范创建流程、各级创建验收标准比较、示

范验收标准内容等。要求各单位通过能耗分析计量、能耗在线监

测、水平衡测试等对本单位能耗情况进行有效及时掌握，杜绝不

合理消耗，规划单位科学节能。 

    会议开展垃圾分类培训，我市生活垃圾现状和意义，对垃圾

分类的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主要针对垃圾投放的难点——“四分

法”如何操作（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它垃圾）进

行了详细说明。  

通过培训，要求各单位把低碳环保、垃圾分类和节能宣传周活动、

节能示范单位创建等结合起来，让本单位工作人员充分意识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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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作的重要性，坚持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从节约一滴水、

一度电、一张纸、一滴油做起，使节约能源成为本单位所有工作

人员共同遵循的价值观。 

（太仓市机关事务中心） 

 

图：太仓市垃圾分类和节能培训会现场 

 

太仓市财政局参与蚂蚁森林互联网植树 合种“阳光财政先锋林” 

今年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

增效”，为更好地推动节能宣传周活动，太仓市财政局向全系统

发出参与蚂蚁森林互联网植树活动，让我们一起合种“阳光财政

先锋林”的号召。 

在过去也许有人会说，在城市，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亲身参

与全民义务植树确有不便，但在互联网技术无孔不入的今天，“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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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已经让义务植树变得不再遥远。尤其在今年，受新冠疫情

的影响，避免举办人群密集的活动，参与蚂蚁森林互联网植树变

得更有意义。 

在全系统人员的努力下，通过行走捐、公交出行、线下支付、

电子发票、网络购票、生活缴费等绿色低碳行为，积累了 317 kg

绿色“能量”，在云南大理合种的一颗云杉已被云南省绿色环境

发展基金会认领。 

低碳环保行为化作能量，滋养树苗的生长，低碳绿色的观念

也将更加深入财政系统干部职工的生活。让我们一起低碳生活，

一起争做时代先锋！ 

（太仓市财政局） 

 
太仓市璜泾镇开展“绿色办公，机关先行”系列活动 

今年的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为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活

动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努

力营造崇尚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社会风尚，太仓市璜泾镇围绕

活动主题，开展了“绿色办公，机关先行”系列活动。 

活动开始，璜泾镇节能办公室负责同志为参加活动的机关工

作人员介绍了今年的活动主题，普及了绿色办公节能常识，并带

领大家一道学习了《党政机关绿色办公行为准则》。 

活动中，璜泾镇节能办公室邀请了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同志为大家讲解了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并发放了投

放指南手册，为大家践行垃圾分类提供了清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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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所在会场全过程未开空调，大家拿着事先发放的环保纸

扇，共同体验能源紧缺，努力营造节能的浓厚氛围。 

此外，璜泾镇农经站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精心布置了绿植，在

美化办公室环境的同时，做到了低碳环保，争做了一回绿色办公、

低碳生活的倡导者、宣传者和实践者。 

（太仓市璜泾镇人民政府） 

 

昆山市机关幼儿园节能周活动小记 

节能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体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也是

一种人生修养的内涵、一种事半功倍的智慧。自 6 月 29 日起，昆

山市机关幼儿园在昆山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引领下，紧紧

围绕 2020 年“绿水青山，节能增效”这一主题，积极开展节能宣

传周活动，旨在进一步强化全园师生和家长的节能环保意识，营

造节约型校园。 

活动期间，我园首先向全体师生和家长发出《节能倡议书》，

倡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能源，降低排放，树立低碳理念，

共创绿色家园。其次各班老师结合本班幼儿特点，通过带领幼儿

一起看宣传动画、动手制作环保绘画、开展垃圾分类小游戏、了

解一水多用、光盘行动等形式，教育幼儿节约能源，引导幼儿从

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养成生活节俭的良好习惯。   

节约是美德，节约是品质，节约是责任，我园将进一步在市

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引领下，继承和夯实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节能生活每一天，培养孩子们自觉保护环境

的良好习惯，并以此带动整个家庭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共同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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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地球家园。 

（昆山市机关幼儿园） 

 

苏州市吴中区委党校多措并举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5 日为全国第 30 个节能周，苏州市

吴中区委党校结合节能工作实际，多措并举，开展节能宣传周活

动。 

一、利用校园网络、微信平台加大宣传力度 

这次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绿色青山，节能增效”。旨在

固树立生态文明、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营造崇尚节约、合理消费

与低碳环保的社会风尚，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动员全社会

参与节能降碳。为了能够让全体教职员工认识节能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也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自觉参与到这次节能周活动

中来，我们在学校 1 号办公大楼两侧挂出大型横幅；借助党校 QQ

群微信群发布节能周通知；在6月 29日到 7月 5日节能宣传周里，

在所有楼层张贴节能宣传画，尽量让党校所有人员知晓这次宣传

周活动的主题，自觉提高节约用水、用电及垃圾分类的意识。 

二、完善措施 突出重点事项 围绕这次宣传周活动的内容，

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了几项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是开展能源紧缺

体验活动。党校大部分员工居住地都离校不远，我们提倡改变开

车上下班习惯，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既减少排放又锻炼身体，

得到了许多同仁的赞同，7 月 2 日全国低碳日当天主题是“绿色

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单位同事不仅离单位近的同事不开车，部

分人员还选择拼车上班，以低碳的出行方式体验能源紧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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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低碳活动，取得了很好效果。二是减少办公设备待机能

耗和一次性办公用品消耗。为了减少办公设备及一次性办公用品

的消耗，我们学校由校长带头，各科室领导为主，每天下班前各

自检查自己的电脑及打印机等关闭情况；提倡办公用纸尽量使用

正反面；三是加强员工节能知识和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和巩固。7

月 2 日，在我校党日活动中，专项开展“垃圾分类，党员先行”

主题活动，在这期间，我校从领导到职工，大大提高了垃圾分类

知识及公共节能的意识。 

我校将持续强化全校节能降耗工作，普及生态文明、绿色发

展理念，引导和带动身边人从小事做起，注重节能，践行绿色生

活。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意义重要、倡议简单、执行不易，

为了保证制度落实贯彻到底，我们建立了以周福勇校长为总负责

人的监督机构，以总务科为主要执行班子，要求人人参与、个个

动员，监督任务分解到每个工作人员。 

节能工作，任重道远，节能工作中还有不到之处，望上级机

构加强指导，以进一步提高我们党校的节能意识和节能工作水平,

并能将节能周的成果化为长期的自觉行动。 

（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党校）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废纸宝宝旅行记” 

2019 年 4 月以来，苏州市开展了“废纸置换厕纸”活动，新

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在广大师生在志愿者指导下，将废旧书籍、

作业本等物品捐至“一张纸献爱心”行动物资捐赠箱，用于换购

学生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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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日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安静、有序的排队捐赠 ， “废

纸置换厕纸”项目是苏州市慈善总会联合中小学校实施的慈善项

目，该项目在“一张纸献爱心”行动管理框架下，倡导学校师生

捐赠废旧纸张，变现善款定向用于为学校配置厕纸。该活动在提

升学生环保意识的同时，为学生提供慈善参与平台，推动慈善文

化进校园。   

项目自启动实施以来，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欢迎，苏州高新

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更将每月 5 日定为校低碳环保日，号召师

生参与项目捐赠，不少小朋友回家后动员父母一起参与，真正实

践了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 

（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教育集团） 

图：苏州新区实验小学学生将废纸投入收集箱 

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机构开展“云”上节能周“优秀项目/案例展

示”活动 

6 月 29 日-7 月 5 日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期间，苏州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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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工委管委会办公室会同苏州工业园区绿色产业联盟协会，精

心策划、积极开展“云”上节能周-“优秀项目/案例展示”活动。

“云”上节能周 DAY1：走进智慧设施管理云平台！运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解决纷繁、复杂的能源管理问题，以数据挖掘能源价值，

为用户提升能源效率。 

“云”上节能周 DAY2：地源热泵系统工程项目！地源热泵“江南

模式”、“系统热回收”和“螺旋形地源热泵地下换热器”创新专利技

术，富有江南地区特色的地源热泵、蓄冷（蓄热）和多能源互补

系统工程。 

“云”上节能周 DAY3：光储充一体化绿色项目！将新能源车与

光储充站点相结合，通过分布式电站的自有电力或谷时低价电力

服务车辆，以新能源车分时租赁结合合同能源管理的形式，为新

能源发电站的弃电提供电力载体。 

“云”上节能周 DAY4：冰机房节能改造项目！在保证舒适性要

求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最大限度降低空调系统的能耗，实现空调

系统节能 50%以上。 

“云”上节能周 DAY5：园区能源互联网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

提升园区节能减碳能力的重大尝试，实现园区范围内全社会、全

能源品种的覆盖，为宏观经济决策、微观经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本次“云”上节能周-“优秀项目/案例展示”活动，通过园区绿

色产业联盟协会及相关公众号对外发布，在园区公共机构及相关

行业取得了良好的反响。这次活动，一是贯彻中央关于“过紧日子”

的要求，二是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三是推广园区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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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节能技术和实践，是园区公共机构推动绿色创新、节能提质增

效的有效尝试。 

（苏州工业园区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苏州工业园区星慧幼儿园开展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 

为营造节能降耗的浓厚氛围，倡导低碳生活理念，6 月 30 日

苏州工业园区星慧幼儿园开展了以“绿色青山，节能增效”为主

题的节能宣传周宣教活动。一是通过校会进一步增强全体教职工

的节能意识，引导教职工将节能落到实处。 

二是通过校园网平台发放节能倡议书，传播节能理念，普及

节能知识，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 

三是结合节能活动开展《环保小卫士》主题课程活动。通过

谈话活动、小组活动、亲子活动等多种形式引导幼儿了解节能降

耗，带领幼儿学习和寻找节能小窍门，教育幼儿从身边小事做起，

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学会废物利用、一物多用，养成节约

好习惯。 

四是创意绘画《节能低碳小妙招》，通过竞赛促提高。不仅

小朋友和家长有了节能意识，教职工在节能方面也得到了学习和

培训。 

低碳日只有一天，节能宣传周只有一周，但星慧幼儿园坚持

将节能低碳、绿色发展的理念传递给孩子，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

人。节能低碳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

家园更加美好。 

（苏州工业园区星慧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