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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信息专报 
 

（2020 年第 2 期） 

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6月 30 日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群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垃圾分类谱写清韵

东林 

为更好推行垃圾分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文明新风

尚，近日，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苏州市农

业科学院第二党支部、太仓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支部、太仓市金

仓湖小学、中共城厢镇东林村党支部共同举办“党群携手共建美好

家园 垃圾分类谱写清韵东林”暨东林村开展垃圾分类“新时尚”

志愿行动。 

一、垃圾分类 党员先行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王纯副局长在发言中指出党员队伍要站在

前列，做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监督者，练好垃圾分类“基

本功”，打出垃圾分类“组合拳”，打好垃圾分类“持久战”。要

以党建活动为引领，发挥 1+1+1+1>4 的联合优势，把“田园筑梦联

合行动支部”打造成农村垃圾分类的先行军、排头兵，为取得新农

村长征路上的新胜利不懈奋斗。 

二、学习榜样 宣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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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村作为推行垃圾分类工作试点村，始终将垃圾分类工作作

为提升人居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载体，涌现出众多典型，同

时在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健康实验室之厨余变形记”、儿童废旧

物品再利用手工展示等表演，进一步宣传了环保理念，鼓励大家在

生活中多动脑、勤动手，将垃圾“变废为宝”理念贯彻到底。 

三、党建引领 深入座谈 

“促进产业兴旺 助力乡村振兴”座谈会上，大家就循环农业

深化、细化问题，味稻公园建设问题，如何更好发挥党员先锋作用

有效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了深入讨论，为下一阶段东林村绿色

生态发展群策群力、出谋划策。 

四、清洁家园 创新时尚 

参与活动的党员志愿者们在东林佳苑小区内开展“清洁家

园”大行动，同时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将捡到的垃圾进行统一分

类，以实际行动践行“我带头、我宣讲、我提示”，为建设“现代

国际大都市、美丽幸福新天堂”作贡献。 

（苏州市农业农村局） 

 

太仓市开展“趣味活动传知识 公共机构作表率”宣传活动 

为了提高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公共机构营造节能

降碳、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引导机关干部职工在生活中践行环

境保护、低碳生活理念，提升垃圾分类工作水平。6 月 30 日，太

仓市行政中心组织节能宣传周趣味赛，宣传公共机构节能和垃圾

分类知识。 

宣传活动中，参与的职工和市民拿到一张游戏单，通过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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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游戏积累游戏印章并在过程中学习节能和垃圾分类知识，志愿

者针对市民不清楚的问题进行答疑和讲解，帮助大家现场学习，

当场掌握，参与者凭借盖满印章的游戏单到指定地点领取活动小

礼品。 

希望公共机构工作人员能够口口相传，养成良好习惯，争做

节能和垃圾分类先行者、实践者和倡导者。 

(太仓市机关事务中心) 

 

太仓市沙溪镇积极开展 2020 年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 

6 月 29 日起，太仓市沙溪镇紧扣“绿水青山，节能增效”主

题，积极开展各项线上、线下节能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机构

的表率引领作用，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及生活方式，

努力营造崇尚节俭、厉行节约的社会风尚。 

一是高度重视，组织有力。印发沙溪镇《关于做好 2020 年公

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的通知》，对全镇各村社区、部门及单位工

作开展进行全面部署，要求机关干部带头普及节能常识，践行垃

圾分类，以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响应此次节能

活动，争做“过紧日子”的示范者和推动者。 

二是积极行动，开展宣传。通过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宣传

海报、微信、公益短信等丰富形式，进行疫情防控和节能降耗宣

传，并开展节能和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宣传绿色、低碳、环保理

念，倡导文明节俭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的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

活动氛围。 

三是创新方式，扩大影响。开展中小学生“垃圾分类我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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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大赛，通过绘画形式营造积极、正面的学校垃圾分类宣传氛

围，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将垃圾分类理念、

垃圾分类知识深入人心。 

（太仓市沙溪镇人民政府） 

 

“垃圾分类我先行”绘画大赛参赛作品 

 

昆山市普及节能知识  提高节能理念 

今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为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主题

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6 月 29 日，昆山市公共机构节能办

和昆山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紧紧围绕活动主题，在昆山市政

务服务中心东区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以节能知识竞答、播放节能宣传片、发放宣传手册

以及现场展板展示等方式进行。节能竞答包含了绿色办公、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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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垃圾分类、节能降耗等各方面的工作生活节能小知识，让

大家在竞答中得到学习，不断提高机关干部职工的节能知识水平。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广大机关干部职工踊跃参与答题和学习，短

短一个小时，共吸引 400 余名机关干部职工参与活动。 

此次宣传活动让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对节能降耗、垃圾分类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有效提高了机关干部职工的节能意识。大家

纷纷表示，今后会积极参与到节能降耗的行动中去，主动做家庭、

单位、社会节能增效工作的践行者、宣传员、督导员。 

                  （昆山市公共机构节能办） 

 

苏州市吴江区多样形式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苏州市吴江区公共机构节能办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

的节能宣传周主题，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展了

一系列节能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推动了节约型机关建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一、提前部署做准备 

首先，区公共机构节能办面向全区 90 家一级公共机构印发了

《关于开展节能宣传周及低碳日活动的通知》的电话通知稿，对

节能宣传周活动开展要求进行了明确和部署。 

其次，利用“吴江机关后勤”微信公众号，转载了国管局节

能宣传周活动安排的通知以及参与线上“云直播”的使用方法，

进一步拓宽了活动渠道，也是落实疫情防控和过紧日子要求的体

现。 

二、精心组织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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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知晓率，利用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在吴江电视台分时段投放了时长为 14 秒的节能公益视频广告，在

吴江日报刊发系列节能公益广告，对节能宣传周活动进行了宣传，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新生活。 

三、营造氛围促养成 

一是机关带头做引领，区公共机构节能办印制了 150 份共计

600 张节能宣传周海报，分发给一级公共机构进行张贴宣传。同

时，在吴江大厦一楼大厅及电梯轿厢等人流密集处，张贴或滚动

播放宣传海报，营造浓厚节能氛围。 

二是垃圾分类我先行，在吴江大厦人民剧院一楼，开展垃圾

分类有奖答题活动，使“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的理念融入

广大干部职工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之中。 

（苏州市吴江区公共机构节能办） 

 

苏州市吴江区政府办公室开展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活动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为全国节能宣传周，7 月 2 日为全国低

碳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增效”，

全国低碳日活动的主题是“绿色低碳，全面小康”。今年的主题旨

在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力倡

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的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节能降碳的浓

厚氛围。 

为迎接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的到来，苏州市吴江区

政府办公室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节能低碳工作，厉行高效节能的办

公方式。在办公室、卫生间、电梯间等处粘贴节能提示海报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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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标签；发放公共机构节能宣传手册，提高干部职工节能意识；

将节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细化到人们日常触及的方方面面，使大

家把节能观念植根于心，付诸于行，将节约每一滴水、一度电、

一张纸成为自觉行动，将践行节能低碳、共建绿色单位作为肩负

的责任。 

（苏州市吴江区政府办公室）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举行“垃圾分类，湾中在行动”

主题班会 

《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一个月，苏州正

式进入垃圾强制分类时代。为将垃圾分类贯彻到底，我校于 7 月

1 日在各班级举行“垃圾分类，湾中在行动”主题班会活动。 

在活动中，学生观看苏州市垃圾分类宣传视频，了解到苏州

垃圾分类分为如下四类，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学生们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单人和双人垃圾分类

小擂台），游戏结束后同学们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学校、在家中进

行垃圾分类以及身边关于垃圾分类的故事。 

“垃圾分类”主题班会活动的举行，得到了我校师生积极配

合与参与，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我校师生“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的环保意识，贯彻了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将垃圾分

类行动起来。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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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小学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 

为进一步落实文明校园的创建，切实有效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苏州湾实验小学本学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5 月初，学校中队辅导员代表在周一故事会上，呼吁全校师

生积极行动起来，倡导低碳生活，践行垃圾分类，积极争文明学

校。学校充分利用校园黑板报、宣传栏等途径，大力宣传普及垃

圾分类知识。 

6 月 29 日下午，苏州湾实验小学开展“垃圾分类，校园文明”

的主题宣讲活动。苏州湾实验小学特地邀请到了松陵街道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专班的老师为同学们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活

动伊始，老师给大家发放了精美的《垃圾分类手册》，同学们认真

阅读，并就垃圾分类这个话题纷纷提出疑惑，如：何时正式实行

垃圾分类？如何对垃圾进行正确分类？垃圾分类的“三定两清一

督”分别指什么？老师通过有趣的故事、知识竞猜、抽题抢答等

形式，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一一解开了疑惑，学会了正确的垃

圾分类，增强了学生规范投放垃圾的意识。 

 本次活动，不仅让学生增长了垃圾分类知识，同时还将绿色

低碳的理念延伸到家庭，从而带动身边亲朋好友一起参与垃圾分

类，共创文明、绿色家园。 

（苏州市吴江区苏州湾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开展“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主题宣传 

为了提高全园教师、幼儿及家长的节能环保意识，普及节能

知识，在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到来之际，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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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紧紧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的主题，精心策划，组织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节能宣传系列活动。 

一、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在活动中，我们利用课件、图片，以学习古诗、故事的形式，

让幼儿了解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在日常生活中提倡“光盘行动”，

教育幼儿不挑食、不掉饭粒、不剩饭，努力做到不留剩饭、不留

剩汤，从而真正地促进幼儿逐步养成爱惜粮食的好习惯。 

二、爱惜粮食，节约资源  

小朋友们拿起画笔，巧手绘出一张张宣传画，发起“爱惜粮

食，节约资源”的倡议。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的开展，老师与小朋

友们树立了节约粮食的观念，从身边不经意的小事做起，真正做

到“让节约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苏州市吴江区庙港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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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幼儿园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节能活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都渴望无污染的

地球，渴望绿色、健康、洁净的生活空间。为了积极响应“节能

周”活动，也为了把节能的种子从小种到孩子们心里，苏州市吴

江区铜罗幼儿园大班年级组的教师们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内容，

通过微信群，组织孩子和家长开展了丰富的主题活动，让节能增

效不仅仅是口号而是真正的融入到大家的生活。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合理用电、

节约用电，以及将一些废弃能源转化为电能已经成为节能减排工

作中的重中之重。大一班的小朋友们通过视频的学习，了解节电

的小知识，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播给身边的人。 

手帕曾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可不知道从什么时

候起，它悄悄地离开了我们，取而代之的是餐巾纸。我们希望大

家能从日常生活中做起，节约用纸。为此，我们大二班开展“勤用

手帕，少用纸巾”的宣传活动，可能我们所做的这些小小的举动微

不足道，累积起来，却是对地球——我们共同家园的最大贡献。 

水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发现有人浪费水，忽略水对人类

的重要性，节约用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大三班的小朋友们化

身成了“节约用水”宣传大使，他们用绘画的方式，提倡人们节约

用水。 

为了宣传节能增效的理念，让幼儿从小树立节能环保的观念，

关注生活中的节约和能源再利用，学习和寻找节能的窍门和方法。

让节能增效的思想深入每一位孩子以及每一位家长心中，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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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班通过微信群向家长和幼儿发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倡议书。 

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普及，在人们交通越来越便利的

同时，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成为威胁人们赖以生存环境的主要途径

之一，如何控制汽车的污染排放，值得所有人关注。在对汽车减

排的同时，节能很重要，我们大五班将绿色出行的不同方式通过

绘画的形式开展了“文明交通，绿色出行”的宣传教育活动。 

    （苏州市吴江区铜罗幼儿园） 

 

苏州市姑苏区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2020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5日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期间，

姑苏区以“节约型机关创建”为抓手，以“绿水青山，节能增效”、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为主题，引导全区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节

能，带动全社会深入、持久、自觉参与节能行动和生态文明建设。

该区充分运用电子屏、手机 App、微信、多媒体视频等，进行滚

动宣传，普及节约能源资源技术和知识；举办垃圾分类、废旧物

品回收培训会，使节能增效理念深入人心，营造节能工作的良好

氛围，在全区公共机构中做到率先示范。 

                        （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机构节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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