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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日 
 

昆山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开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宣传活动 

今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是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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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紧密围绕宣传主题，

开展内涵丰富、覆盖面广的节能宣传活动，为全系统干部职工及

社会公众树立节能增效、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理念，推动形成崇

尚节俭、厉行节约的社会风尚。 

一是通过在机关大厅内滚动播放昆山市“绿水青山 节能增

效”宣传片和国管局节能宣传画，普及节能常识，推广新产品新技

术应用的有效举措，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形成节能意识，提升

节能环保能力。 

二是在局系统和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节能低碳倡议书，号召

广大干部职工身体力行，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践行绿

色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贡献力量。 

三是在微信公众号平台发布节能宣传海报及节能视频，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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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向社会公众宣传节能低碳的内涵，加深公众对于绿色、宜人的

自然资源环境的理解。 

四是印发《2020 年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活垃圾分类及

减量工作实施方案》，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落到实处，为建设

节约型机关做出一份努力。 

（昆山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 

 
昆山市陆家中心幼儿园开展低碳日活动 

低碳发展是人类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场革命，是关

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为此，在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

昆山市陆家中心幼儿园开展了“低碳生活，有你有我”主题活动，

借此提高幼儿的低碳环保意识，普及相关环保知识。 

一是环保倡议，低碳生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社会

的发展，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现象日益严重，为此我们向全校

师生发出倡议，鼓励大家绿色出行，并带动自己的家人一起加入

低碳生活的行列。7 月 2 号低碳日当天，我们将低碳环保倡议书

印制在展板上，孩子们通过按手印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签名”，同

时，我们也鼓励学校的老师、阿姨、保安叔叔们一起加入到低碳

环保的行列，为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是环保宣传，变废为宝。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一次性物品

被使用、丢弃，这些物品经过人们的一次使用后就变为废品，被

当做垃圾丢弃，但其实这些“垃圾”通过“二次改造”，还可以产生

新的使用价值。为了增强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同时提高孩子们的

动手能力，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我们开展了“变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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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活动。引导幼儿自己动手，利用废旧材料制作环保小手工；利

用各种废旧纸箱制作分类垃圾桶；利用一次性纸杯、扑克牌、垃

圾袋、桌布、不织布等制作环保服装，并由此展开了一场环保时

装走秀。 

三是环保教学，意识培养。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帮

助孩子们掌握必要的环保知识，我们分三个年龄段进行了环保教

学活动，小班组织了体育活动“低碳环保，从我做起”；中班组织

了绘本活动“地球发烧了”；大班组织了科学活动“能量地球”，在

活动中，孩子们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并表示将来会努力做节

能环保小达人。 

（昆山市陆家中心幼儿园） 

 

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7 月 2 日下午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围

绕“绿色低碳 全面小康”主题，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

页，办公室节能检查等形式，提升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节能环保意

识。 

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桃源镇组织党政办、纪委、宣传等部

门对大楼内的节能情况进行抽查，主要检查垃圾分类落实、空调

设置温度等情况，对于不规范的行为及时更正。另外通过发放宣

传册提醒日常节能行为，要求电器设备不使用时及时关机；办公

室尽量采取自然光照明，做到人去灯熄，杜绝长明灯；用水后要

及时关好阀门；尽可能低碳出行等。 

桃源镇以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节能宣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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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责任意识和节能意识，引导带动全镇营造节能减排良好

氛围。 

（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人民政府）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开展节能宣传活动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广泛宣

传生态文明价值观，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绿色机关，在全局形成

节能降碳良好风气，6月 29 日，吴江区震泽镇政府机关后勤服务

中心启动了我镇 2020 年“绿水青山，节能增效”节能宣传周系列

活动。 

活动期间，我镇结合单位实际制定《节能宣传倡议书》，并

通过 OA 系统发送至全体机关干部。邀请资深专家，在财政所四楼

会议室向大家以讲座和 PPT 的形式，宣传节能的好处，并发放宣

传片和宣传品。 

在新乐城现场，我们通过发放宣传品，做游戏的形式，像广

大群众宣传节能的知识。同时，充分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

公共设施，张贴节能宣传海报，进一步落实垃圾分类、废旧物品

回收等措施，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引导全镇人民积极参与节能行

动。 

吴江区震泽镇人民政府通过一系列节能宣传活动，大力推动

了节约型机关建设，充分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建设生态文明、推进

绿色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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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小学结合校园文化 践行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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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小学开展“最美苏州湾，绿色在行

动”主题活动，对全校师生进行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倡导“垃圾

分一分，世界美十分”。 

（1）苏州湾实验小学低年级同学通过网络平台，观看垃圾分

类的动画视频，在活泼有趣的故事中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从小

养成文明卫生的好习惯。 

（2）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苏州湾实验各中队进行垃圾分类

小报制作。少先队员们用以实际行动，呼吁大家一起加入到垃圾

分类活动中来，为文明校园的创建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垃圾分类，苏州湾在行动。为了让学生从小重视环保理

念，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本学期，苏州湾实验小学结合

校园文化特色，在学校第四届艺术节活动中开展了环境保护宣传

画展。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小学） 



—6— 

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城中校区 2020 年节能周成效显著 

今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是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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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为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按照

区教育局要求，我校在此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活动结合相关

文件精神和本校实际，对今年的节能型和低碳社会宣传教育活动

进行了总体部署，使节能低碳宣传既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又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一、统一思想、认真组织落实。 

我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副校长为副组长，各班主任为组

员的节能减排工作小组。大家统一思想，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减少污染物排放为核心，强化全校师生的节能环保意识，建立了

严格的管理制度，实行有效的激励政策，积极营造节约型校园。 

二、营造氛围、运用无声教育。 

在学校环境布置中融入节能宣传标语、宣传画，还在节能周

期间利用电子屏滚动播出今年节能周的主题和宣传画。将节能、

环保教育内容，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融入学校的不同空间。     

三、积极开展节能增效宣传活动。 

节能宣传周期间，实小城中紧紧围绕活动主题，深入宣传节

能节俭意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少先队大部部利用周一升旗仪式的时间，对全体队员进

行了一次以“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为主题的空中微队课。普及节

能常识，提倡创建绿色学校，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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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本周三各班也紧扣节能周主题，进行个性化的十分钟队

会活动，将节能观念深入每个学生的内心。     

三是开展了一次面向全体师生的倡议活动。学校在学校升国

旗仪式上向全体师生发出倡议：呼吁全社会共同来关心人类的能

源问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资源观、环境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

念。 

四、健全制度，加强管理。 

比如强调不开“无人灯”，杜绝“长流水”，并将此纳入红领

巾值日检查的相关要求之中。树立教职工自觉爱护水电设施、节

约一滴水、一度电的意识。要求在人离开时要及时关水、关电、

关电器，杜绝“无人灯”、“长流水”现象。在公共场所自觉养成

人走灯关、水关，节约用水用电的良好习惯。同时校长室组织相

关人员不定期对全校舍的水、电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我校通过在节能宣传周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节能低碳教育活

动，进一步提高了全校师生的节能环保意识，并使大家知道要想

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持续高速发展和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就应

该节约使用能源，过低碳生活，珍惜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杜绝

一切浪费。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节能增效才能保持绿水青山！ 

（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城中校区） 

 

苏州市金筑实验小学校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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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日为全国低碳日，活动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

康”。节能宣传周期间，积极宣传，使学生充分认识开展“绿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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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节能增效”的重要意义。不但直接的节约环保效益巨大，而

且帮助学生树立节能环保意识，养成珍惜能源、爱护环境的行为

习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 7 月 2 日全国低碳日当天，苏州市金筑实验小学进行开展

“垃圾分类我先行”活动，鼓励孩子将家中的废纸进行回收。 

每个班级还开展了“学会整理，低碳生活”的主题班会。在

班会上，孩子们积极分享着自己的“低碳生活”小经验，从节水

到节约粮食，从旧物利用到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孩子们俨然都

是经验丰富的“低碳小达人”。班级的整理小达人还为大家表演了

一场“整理”秀。只见桌肚整整齐齐，桌面干干净净，餐柜摆放

一丝不苟。 

垃圾分类是班会的重中之重，小朋友们依次将垃圾送进他们

应该去往的垃圾桶，给垃圾找到了温暖的家。 

通过节能环保活动，孩子们感受到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

作和生活方式的美好。从学校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校内，走出校

门，积极开展和参与丰富的环境教育活动，在活动中培养和增强

了学生的环保意识，以实际行动大力支持和宣传了节能环保宣传

活动。 

（苏州市金筑实验小学校） 

 

苏州市姑苏区红苹果实验幼儿园节能行动之变废为宝 

为了提高小朋友保护环境的意识，积极地开展低碳教育，倡

导环保低碳的生活理念，苏州市姑苏区红苹果实验幼儿园开展“大

手拉小手变废为宝”活动。幼儿园鼓励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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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废旧物品，如一次性纸质小碗、吸管、废旧纸板等，由老师

们发挥想象，制作了各个领域的游戏材料，投放到班级区域中。

孩子们在体验游戏时，表现得特别积极与投入。此次活动由师生

共同合作参与，让孩子们变身环境大使，知道保护环境、爱护地

球，从不制造垃圾做起。 

 

（苏州市姑苏区红苹果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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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平江教育集团大儒中心小学校节能宣传周活动全纪实 

为了更好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按照《“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和《“十

三五”全民节能行动计划》文件要求，培养学生健康良好的行为

习惯，从小树立节约意识，小手拉大手，共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苏州市平江教育

集团大儒中心小学校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 

1、加强节能减排理念解读和宣传。学校充分利用国旗下演讲、

电子屏、微信推送、红领巾广播等平台，向学生宣传节能减排知

识及措施。从四个一（节约一滴水、节约一粒粮、节约一度电、

节约一张纸）活动开始，做绿色生活达人，争当学校绿色环保小

卫士。通过征集环保标语等活动，激发学生的环保观念，强化学

生的环保意识，利用校班刊、学校电子显示频宣传节能环保知识

和口号，营造良好的宣传教育氛围。 

2、利用集体晨会、红领巾广播、微信等向全体师生进行节约

能源的宣传教育，使同学们了解我国能源的现状，树立节约能源

的意识，并且把这种节能的意识带回家，宣传给自己的父母，真

正做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3、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主题实践活动。我们本着节能减排从小

事做起，从学生身边做起的思路，为传统的实践活动注入节能减

排元素。好习惯养成教育：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我校

注重对学生进行保护环境，绿化、美化校园的教育，要求学生从

身边的细微事做起，使学生养成爱护绿化，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主动捡起地面的纸片、爱护绿化、关紧水龙头、人走灯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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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教育，使学生养成爱卫生、讲卫生、保持卫生、珍惜环境的

良好卫生习惯；我校开张“雏鹰争章评比活动”，使师生们养成了

良好的文明卫生习惯、形成了长效的评价机制。开展垃圾分类讲

座活动，教育学生热爱绿色、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在各种活动

的影响下，我校师生有了较高的环保意识和良好的环境道德行为，

同时也激发了学生自觉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培养了学

生的劳动观念、净化了学生美好心灵。 

4、继续向同学们发出了节约能源的倡议： 

①节约用水，合理使用水资源。用完水后或见到滴水的水龙

头，请及时拧紧，发现损坏的及时报修，严防跑、冒、滴、漏的

现象发生，杜绝长流水。 

②节约用电，充分利用自然光照，杜绝长明灯。工作或学习

结束后请及时关掉相应电器的电源（如：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电

灯、风扇等）。 

③减少一次性物品（如纸杯、筷子、塑料方便袋等）的使用，

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④不乱花一分钱，建立自己的储蓄罐，让自己的零用钱有价

值，发挥最大的作用。 

⑤生活节俭，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提倡合理消费、适度消

费。不盲目攀比，不超前消费，不浪费一粒粮。 

⑥合理用纸，做到节约每一张纸，每个班级都要充分利用好

节约箱，让它发挥最大的效能。 

⑦每位同学都要做勤俭节约的宣传者、组织者、示范者，从

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摒弃畸形的高消费，树立节约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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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节约形成一种习惯，时时节约，处处节约。 

通过节约活动的开展，我校师生的资源节约意识显著增强，

并且真正落实到行动中。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坚持，把此项节约

活动长久地开展下去，真正做到人人节约，时时节约，处处节约，

把节约形成一种习惯，把我校建成节约型校园。 

（苏州市平江教育集团大儒中心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