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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信息专报 
 

（2020 年第 6 期） 

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3日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开展节能宣传 倡导低碳生活 

7 月 2 日为全国低碳日，苏州市行政审批局根据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部署要求，为进一步提高工作人员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

意识，我们开展如下宣传： 

一、在政务大厅一楼电子大屏处宣传节能宣传活动； 

二、向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和各进驻窗口发出节能倡议书： 

1.积极学习节能常识，践行垃圾分类，树立正确节能意识； 

2.倡导减少塑料制品及一次性用品消耗； 

3.开展空调室内温度设置不低于 26 摄氏度、关闭公共区域照

明以及办公楼停开 6 层以下电梯； 

4.倡导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上下班，以低碳

的出行方式和办公、办会模式体验能源紧缺。 

三、建议大家观看国管局组织的云启动仪式、云直播—走进

四川和走进天津等系列活动及参加云竞答活动。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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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交通系统：从“心”出发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在第 30 个全国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昆山市交通运输应急指

挥中心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节能宣传活动，全面深化节约型机关建

设，积极响应“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活动主题，让节能低碳、绿

色发展理念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全体职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中。 

一是重视节能宣传，树立节能理念。在办公场所醒目位置张

贴节能宣传海报，发出节能倡议书，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

生活方式。大力提倡节约用水用电用纸和“135”绿色出行等行为

习惯。开展“绿色低碳 全面小康”低碳日活动，组织观看 2020

年节能宣传片、公共机构节能经验交流云直播、参加废旧物品献

爱心“云兑换”活动，用爱心和行动保护生态环境，助力脱贫攻

坚，创建绿色幸福生活。 

二是落实节能措施，打造绿色机关。倡导使用玻璃杯等可重

复利用物品、提倡无纸化网络办公、双面打印，杜绝“长明灯”

等能耗空放现象，减少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的待机

时间，降低空调使用频率、合理设置空调温度。此外，积极参加

垃圾分类、“背街小巷”等志愿服务活动。 

三是建立长效机制，巩固节能成效。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规

定，进一步规范节约型机关建设。从细微处着手，定期和不定期

开展节能监督自查，以此作为日常节能管理重要一环，确保节约

型机关建设取得长期成效。持续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在全中心形

成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节能氛围，全体职工从“要我节

能”变为“我要节能”，用行动践行低碳节能的绿色发展理念。 

（昆山市公共机构节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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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信访局积极开展“低碳生活在身边”宣传活动 

为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昆山市信访局积极

做好 2020 年度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相关活动。一是在局工作微信

群中推送《昆山市公共机构绿色办公制度》《垃圾分类知识题库》

等相关资料，普及节能降耗和垃圾分类知识。二是以“迎七一·全

国两会精神宣讲”主题党日活动为契机，在局听证大厅组织集体

观看“绿水青山 节能增效”宣传视频。三是开展模拟垃圾分类投

放小测试，全局干部职工探讨交流垃圾分类小常识。四是发送倡

议书号召广大干部职工绿色出行，减少能耗、降低城市环境污染。 

让我们以节能宣传周为起点，携手践行低碳生活，从源头减

少资源消耗，提升办公生活品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绿色力

量。 

（昆山市信访局）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举办“低碳生活 全面小康”主题活动 

7 月 2 日，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紧紧围绕全国低碳日“绿

色低碳，全面小康”的主题，多措并举，扎实开展 2020 年低碳日

活动。 

一是发起“绿色低碳，全面小康”行动倡议。从我做起，从

点滴做起，自觉爱护校园内的一木一花一草；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品；随手关灯，随手节水；低碳绿色出行……在全国“低碳日”

当天，学校向全体教职工发出行动倡议，呼吁全体教职员工从节

约“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做起，争做践行节能环保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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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低碳日”能源紧缺体验活动。7 月 2 日是全国低

碳日，当天全校各办公室同时停用空调、停用电梯，教职工骑绿

色自行车上班，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减排。 

三是开展“绿色低碳，全面小康”主题班会。通过主题鲜明、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节能低碳系列教育活动，普及了节能低碳

小知识和小技巧，同时，鼓励学生们做低碳生活的践行者。 

在活动中，全体师生员工意识到了节能环保非一朝一夕之功，

非一人一事之成，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自觉地将节能环保

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成效上。 

（昆山市陆家镇菉溪小学） 

 

苏州市吴江区科技局开展“绿色青山 节能增效”从身边做起活动 

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期间，苏州市吴江区区科

技局组织开展了“绿色青山 节能增效”从身边做起活动，将低碳

理念贯彻到生活工作中，不断增强节约能源的意识和责任心。全

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活动，进一步提高了节能降耗意识，活动取

得良好的效果。 

区科技局营造节能氛围，认真开展宣传教育。通过会议动员、

公告栏、微信朋友圈、OA 办公平台等途径，向全体工作人员宣传

节能知识，了解低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意识、节约意

识，倡导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积极宣传科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方式，宣传日常节能节水知识，科学使用办公及家用电器，

合理降低能源消耗。同时围绕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主题，开

展了“绿色青山 节能增效”从身边做起活动。包括张贴提示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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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办公，点滴从我做起、绿色出行等活动。 

                               （苏州市吴江区科学技术局） 

           

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 

 为深化节能低碳宣传，增强机关干部职工低碳生活意识，吴

江区市场监管局在节能宣传周期间，以 7.2 全国低碳日为契机，

在全局开展节能低碳宣传活动，积极建设节约型机关。 

活动期间，吴江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单位实际制定《节能低碳

倡议书》，并通过 OA 系统向全体干部职工发放，号召大家夏日空

调设置不低于 26℃，冬日不高于 20℃，减少待机能耗，随手关闭

电源，低碳办公，绿色出行，垃圾分类，一起建设节约型机关。

同时，充分利用大厅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公共设施，张贴节能

宣传海报和倡议书；发放节能低碳宣传资料，普及节能低碳、节

水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等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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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全局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节能

低碳行动。 

吴江区市场监管局通过一系列节能低碳宣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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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管局） 

 

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开展“保护地球妈妈”主题宣传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幼儿的节能环保意识，营造良好的节能氛围。

在节能宣传周期间，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小一班开展了系列



—6— 

主题活动，旨在倡导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的理念，为节能减

排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节约每一度电，我们在行动 

电，是人类发展的生命之线，光明之源。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寻找班级里的电器，通过亲身体

验孩子们了解到电在生活中的各种用途和没有电会给生活带来的

不便。 

午睡前，孩子们自觉地关掉教室里的灯、空调和电脑屏幕，

从细节做起，节约每一度电。 

二、保护地球妈妈，我们在继续 

孩子们把彩纸撕成条状、块状，在黑色卡纸上贴出漂亮的地

球妈妈以及各种各样的房屋和树，创意无限。 

孩子们用稚嫩的撕贴画来告诉大家，地球妈妈很美丽，我们

都爱她。孩子们用甜甜的笑容来呼吁大家，保护地球妈妈，人人

有责！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孩子们感受到了节能环保的重要性，

增强了节能意识，“低碳节能”的观念如同一颗种子，将在孩子

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让我们行动起来，珍惜资源，节约能源，做“绿水青山”的

参与者和践行者。 

（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 

 

苏州青少年科技馆：节能·行|绿色环保，低碳生活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苏州青少年科技馆充

分调动各部门力量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宣传节能低碳，倡导

绿色生活，在全馆树立和普及生态文明理念，为建设美丽吴江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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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力量。 

 一、统一部署 

按照上级要求，我馆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和安排部署了

今年节能宣传周和低碳体验日活动。就今年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

题、时间、组织领导和活动安排及要求作了具体安排布置。今年

节能宣传周活动主题是“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活动时间为 6月

29 日至 7月 5 日。 

围绕着主题思想，我馆领导要求同时将各部门工作纳入活动

中，层层落实责任，认真组织好今年的节能宣传周活动，为十三

五节能降耗打好基础。把节约能源作为贯彻落实生态科技馆的重

要举措，把节能降耗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 

二、科普宣传 

我馆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线，动员广大员工参与节能减

排活动。生活处处可节能，我们通过视频学习日常工作、生活中

节能知识，从点滴做起，从细节处入手，人人争创节能行动。 

1.通过在馆内电梯口、卫生间、空调设施等张贴图册和标语，

宣传和倡导节能低碳，树立勤俭节约理念。 

2.在科技馆三层有节能专题展厅，根据节能型展品向社会展

示环保节能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积极推动大众科普节能。 

3.人人争当节能能手，全馆各部门员工通过学习低碳环保知

识，郑重承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和践行绿色

环保、低碳节能行动。 

通过开展今年节能宣传周和低碳体验日活动，全馆各部门充

分发挥了责任主体作用，增强全员节能意识，引导员工科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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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取得了预期效果，推动了科技馆节能管理

工作更高要求。 

（苏州青少年科技馆） 

 

苏州市吴中区残联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贯彻落实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办《关于2020

年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安排的通知》精神，自 6月 29 日

至 7 月 5 日，苏州市吴中区残联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在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间，线

上，区残联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国管局线上活动，观看直播、

参与竞答，党员干部带头普及节能常识，充分调动起全体人员的

积极性；线下，吴中区残联积极开展节能宣传活动，制作节能宣

传标语张贴至文印室、楼梯间、电动车停放点等醒目处，并开展

能源紧缺体验活动，提醒全体工作人员身体力行，做好每一个节

能小细节。根据区文明办关于《2020 年吴中区生活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吴中区残联

2020 年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对照相关要求落实好垃圾分类的各

项工作。线上线下齐头并进，形成全员低碳节能的良好风气，牢

固树立了干部职工节约意识和节约理念，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苏州市吴中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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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姑苏区鼎尚幼儿园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珍视我

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节能宣传周期间，苏州

市姑苏区鼎尚幼儿园将“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主题与“垃圾分

类”主题相结合，师幼、家长共同参与，积极做环境保护的践行

者、宣传者和服务者。首先在园内打造垃圾分类、节能增效的环

境，依托展板、橱窗、班级家长群、电子屏等做好宣传工作。其

次召开主题会议，向教职工发出倡议，建议在节能宣传周内绿色

出行；平时室内不开灯，如特殊需要开的，离开时立即闭灯；节

约用水，做到随手关水龙头；各班设置资源箱，收集各类纸盒、

塑料瓶、罐子等，在丰富幼儿游戏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源的利

用率，减少了垃圾桶的“负担”。 

垃圾分类是新时尚，环境保护要永流传！跬步至千里，我们

将继续发挥校园的宣教功能和引领作用，将环境保护，节能增效

的理念贯彻到底，执行到位！ 

                         （苏州市姑苏区鼎尚幼儿园） 

 

苏州市姑苏区聪明岛幼儿园节能宣传周活动纪实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日是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根

据宣传节能减排的理念，让节能减排思想深入每一位教职员工、

每一位孩子以及每一位家长心中，苏州市姑苏区聪明岛幼儿园围

绕节能宣传主题，通过观看宣传片、宣传海报、主题班会等多种

形式开展节能减排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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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会议，认真学习生态文明、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知识。 

会议结束，并进行节能知识赛答题，进一步提高全园教职工

的节能环保意识。 

二、通过宣传海报，开展垃圾分类课程，带领幼儿共同准确

认识垃圾分类标志、进行有效地垃圾分类。将节能、节水、节粮、

节材等教育内容纳入主题班会活动中,增强孩子的节能环保意识。 

三、组织幼儿观看节能知识宣传片，认真学习生态文明、绿

色低碳发展理念、知识。将节能节水活动，运用到生活中。   

四、通过电子屏、家长群、微信群、家校通等形式，将节能

环保意识加入到家长心中。 

“节能有我，绿色共享”节能宣传周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

高了我园师幼以及家长的节能环保意识。我园将继续做好节能工

作，培养幼儿养成环保节能的习惯，带动家庭积极参与环保行动，

共同关爱我们的地球家园。 

 

（苏州市姑苏区聪明岛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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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积极开展节能周系列宣传活动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绿

水青山，节能增效”。7 月 2日为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低

碳，全面小康”。为践行绿色低碳的办公方式，号召全区各级公

共机构及全体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节能降耗，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

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苏州高新区在

区级机关单位中开展了节能周系列宣传活动。 

一、强化宣传，营造氛围。节能宣传周期间，把节能知识题

作为区电子政务平台开机必答题，在餐饮中心放置宣传展板，在

各办公楼张贴节能宣传海报，公示 2019 年度各办公楼、各局室能

耗同比数据。让大家更多地了解节能环保的相关知识，从细节上

提高日常办公节能意识，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融入工作的各个

方面，共同营造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良好氛围。 

二、积极参与，争做表率。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节能倡议书，

倡议绿色低碳办公，倡导节约用水、节约用电，提倡“光盘行动”， 

鼓励工作人员低碳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上

下班。发挥机关示范引领作用，提倡自觉抵制商品过度包装，带

头使用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等一次性用品。倡议签名活动得

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人人争作表率，机关节能先行。 

三、绿色办公，机关先行。印制、发放节能宣传手册。将“节

约型机关建设”、“垃圾分类，机关先行”、“绿色出行”、“办

公节能小常识”等节能知识广泛宣传。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

理念，养成节约习惯，提高工作效能，建设崇尚节俭、厉行节约

的机关文化，切实树立“人人节约、事事节约、处处节约”的机

关节约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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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公共机构节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