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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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苏州市“多快好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6 月 29 日 7 月 5 日是全国第 30 个节能宣传周，苏州市结合

疫情防控形势特点和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实际，“多快好省”开展节

能宣传。 

一是手段多。宣传周期间，全市各级公共机构在悬挂宣传条

幅或标语，张贴海报，制作展板、节能提示牌，利用广播电视、

报纸杂志、公交站台广告等传统媒体及政务网站、公益短信平台、

城市户外多媒体屏、地铁动视、政务微博、微信抖音公众号等新

媒体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宣传。 

二是速度快。市、区两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结合实际、及早

谋划、精心组织；加强与上级部门联系，及时掌握政策动向，并

第一时间在微信、QQ 工作群内共享信息，确保活动早落地，早启

动。 

三是效果好。宣传周期间，节能宣传进机关、进社区、进学

校、进医院，覆盖人群从学龄前儿童，到退休老人。无论是在上

下班途中，还是上班期间，抑或是用餐期间，节能宣传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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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动画随处可见，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真正做到

了入耳、入脑、入心。 

四是经费省。按照中央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及“过紧日子”要

求，我市要求节能宣传周期间不组织大型聚集性活动，多采用线

上宣传、云宣传方式，活动期间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主

动与宣传主管部门对接，强化节能宣传的公益属性，尽量少花钱、

力争不花钱，将有限的工作经费用到刀刃上。 

（苏州市公共机构节能办） 

 

苏州市枫桥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开展节能减排活动 

为积极响应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的号召，大力倡导低碳生活，

强化责任意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建

设，苏州市枫桥景区管理处按照相关文件精神，开展系列活动。 

组织管理处职工观看国管局组织的云启动仪式系列活动，参

加云竞答活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高质

量发展同节能减排相结合，把高质量发展有效融入绿色循环低碳

发展之中。 

一、开展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

进社区，开展绿色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活动。倡导广大居民树立

绿色消费理念，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坚决抵制浪费资

源行为，进行正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

小事做起，为守护好绿色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二、开展绿色办公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号召单位职工夏季办

公室空调不低于 26℃，使用空调时关好门窗，下班后关闭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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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内外网计算机、打印机、碎纸机等设备不使用时及时

关闭，减小待机耗能；减少使用一次性文具，纸张正反面打印；

有条件的职工乘公共交通工具或骑车上下班等方式。 

（苏州市枫桥景区管理处） 

 

苏州市植物园积极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 

根据《关于 2020 年我市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安排的通

知》要求，苏州市植物园紧紧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活动

主题，以党建为引领，带头开展节能宣传活动，践行垃圾分类、

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一）积极参加国管局线上活动 

6 月 29 日、7 月 2 日分别组织职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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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划于 7 月 3 日、7 月 4 日至 5 日组织职工继续观看云直

播——走进天津等系列活动以及参与云竞答活动。 

（二）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5月 18 日，植物园党支部与苏

州日报报业集团第五党支部联合开展“垃圾分类，党员先行”主

题党日活动；5月 29 日，开展垃圾分类职工知识竞赛及现场考核

活动，进一步提升职工垃圾分类能力，有效引导游客正确投放垃

圾；6月 16 日，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垃圾分类知识宣教

活动；6 月 23 日，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社区开展绿色低碳、保护

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建设生态文明、推进

绿色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植物园党支部计划于 7 月开展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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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主题党日活动，在绿色生活创建中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 

（三）开展绿色办公、低碳出行活动 

食堂就餐不提供一次性餐盒、筷子，办公、办会不使用一次

性纸杯，7 月 2 日全国低碳日当天，办公区域停开空调、关闭公

共区域照明，以低碳出行方式体验能源紧缺。 

（四）开展节能公益宣传活动 

植物园通过张贴节能宣传宣传画报、展板，广泛动员全体职

工及景区游客积极参与节能行动，共同为美好生活环境的营造履

行自己的义务。 

 

（苏州市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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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常阴沙农业示范园区开展节能宣传 争创节能示范 

2020年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正值创建省级节能

示范单位。为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社会

风尚，培育和践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节能宣传周期间，

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节能宣传主题，积极发动，多措并

举，宣传周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增”援“加”码，节能知识入心入脑。邀请张家港市公

共机构节能办负责人围绕“如何高质量推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这个主题，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案例、法律法规的解读，向参

会人员讲授日常用水、用电、用气的节能知识和节能管理制度，

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二、“内”请“加”力，垃圾分类精准投放。园区“小美垃圾

分类宣讲团”就机关垃圾分类“四分法”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

对如何做好垃圾分类、日常垃圾投放中需要注意的细节等方面进

行了图片演示，现场参会人员对垃圾分类进行了模拟投放，确保

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化、资源化”，共创节能环保、低碳优质

办公环境。 

三、你“分”我“兑”，优化能源常态常效。讲座结束后，园

区举办了“垃圾你分我兑”活动，机关各办公室将废 A4 纸、旧报

纸、旧杂志、过期化妆品、手机充电器等分类收集兑换，并将每

周五设立为“兑换日”，把可用能源利“益”化，使垃圾变废为宝，

节能意识常态常效。 

公共机构不是能源资源消耗的“大户”，却是能源资源节约的

“门户”，常阴沙通过示范单位创建力度，把一“片”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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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一个“盆景”，机关示范率先节能降耗，低碳办公，不仅提

高了园区广大干部职工的节能环保意识，也为园区成功创建省级

节能示范单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宣传周活动参与人数达 150 余人，制作宣传版块 8 块，

电子屏宣传横幅 20 条。   

 
（张家港市常阴沙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绿色低碳 节能增效 昆山在行动 

从 1991 年开始，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每年都如期举办，历经

30 年，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着全国人民

的资源意识、节能意识以及环境意识。 

7 月 2 日是全国低碳日，昆山市工信局和震川城市管理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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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华园东村广场联合举办了 2020 年昆山市节能宣传周活动。

活动现场，昆山市工信局和震川城市办事处节能分管领导参加了

剪彩仪式。昆山市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镇节能联

络员、全市重点用能单位代表以及震川办事处各社区科普员近 50

人参与了此次活动。本次活动主要以展板宣传、视频宣传、文艺

演出宣传以及现场节能相关知识问答的形式举行，吸引了辖区广

大居民群众踊跃参与，有效传播了节能理念、普及了节能知识、

推广了节能技术。 

绿色低碳，节能增效，不是一句口号，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

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并辐射至家庭、亲戚、

朋友，为共建美丽昆山不断努力。 

                           （昆山市公共机构节能办） 

 

苏州市吴江区长安实验小学开展了“绿色环保小达人”活动 

2020 年 6月 19 日至 7月 5日是全国第 30个节能宣传周，苏州

市吴江区长安实验小学开展了“绿色环保小达人”活动，同学利用

废旧垃圾的回收制作了实用的环保作品，还绘制了有创意的环保宣

传画。 

在活动中充分感受到了垃圾回收利用的重要性，他们还制作了

一些环保宣传卡片分发给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希望大家都能做到

环保做个环保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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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吴江区长安实验小学） 

 

苏州市吴中区公共机构节能办数措并举宣传节能 

一是眼见为实“看节能”。 节能宣传周伊始，苏州市吴中区

公共机构节能办围绕“绿水青山，节能增效”的宣传主题，突出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节约粮食、垃圾分类、绿色生活等内容，

在区行政中心、商务中心利用电子屏幕滚动播放节能宣传 PPT，

宣传“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倡导“低碳减排，绿色出行”；减

少“过度包装，铺张浪费”；建议“携手节能，绿色共享”。通过

各楼层、多时段、全方位、动态化、形象化、植入化地播放宣传，

让绿色节能入眼、入脑、入心。 

二是亲身体验“悟节能”。7 月 2日“低碳日”当天，围绕“绿

色低碳，全面小康”主题，节能办组织驻吴中商务中心单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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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干部职工共同开展“低碳日”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各单位自觉

关闭所在楼层走廊、办公室、会议室、卫生间的照明灯光，食堂、

一楼大厅等区域减半照明。通过能源紧缺体验，感受停电停水带

来的不便，引导广大干部职工自觉节电节水、绿色消费，低碳出

行。 

三是宣传讲解“道节能”。宣传周期间，区节能办一是在商务

中心 4 楼公共过道摆放节能宣传展板，重点宣传“绿色消费、绿

色出行、绿色生活、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珍惜粮食”。二是利用

午餐时段，在商务中心食堂摆摊设点，面向中心入驻机构工作人

员宣传节能妙招，展示节能产品，发放节能资料，讲解环保常识。

通过面对面宣传节能，使广大干部职工明确节能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培养节能节约的良好习惯，变“要我节能”为“我要节

能”，让“节能无例外，节能乘现在，节能向我看”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实现“节能你我他，绿色惠大家”。 

（苏州市吴中区公共机构节能办） 

 

苏州市姑苏区金塘幼儿园开展“绿色低碳 从我做起”主题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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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的主题是“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合理使

用自然资源，减少各种人为排放对环境的危害，保护我们的共同

家园，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为使老师、家长、孩子们认

识到节能、低碳的重要性，我园开展了节能宣传周活动。 

一、举行"节能减排学校行动"启动仪式。 

在 6 月 29 日升旗仪式时举行了"节能减排我行动"的启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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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陆园长对全园师生宣读了"节能低碳倡议书"。并通过公众号、

班级群向全园家长发放《绿色低碳 从我做起》倡议书和节能周宣

传动画片，积极营造节约能源、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二、开展“节能减排金点子”实践活动 

节能周期间，在全园教职工中征集“节能低碳金点子”，征集

节能减排建议，教职工通过微信平台开展讨论，大家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积极发表自己对幼儿园进一步做好节能降耗工作的良

好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团结协作，共同推进幼儿园节能低碳

工作迈上新台阶。 

三、开展教育宣传活动，树立绿色理念。 

7 月 2 日全园开启了“绿色低碳 从我做起”的教育日活动，

通过“变废为宝”、“节约用水”、“环保小卫士”等主题教育活动，

让幼儿了解节能环保有关知识和常用的节能环保小妙招。同时在

日常生活中渗透环保教育，养成“节约一滴水，一张纸，一粒米，

一度电”的习惯，关注生活中的节约。各班师生共同制作了温馨

提示语张贴在班级内，提高了大家节能、节水、节电、节粮的意

识，培养幼儿节约的良好习惯。幼儿园门厅、班级走廊、各班教

室布置“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主题环境。让幼儿通过和环境互动，

了解垃圾分类的方法，人人参与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通过

这些活动鼓励孩子们不仅从自我做起，还倡导父母一起参与到节

约用电，节约用水，爱惜粮食的活动中，通过家园联手自觉养成

节能环保的习惯。 

节能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责任，本次活动让全园师

生进一步解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强化了低碳生活的理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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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把节能环保作为常规活动持续开展下去，让绿色环保、低碳生

活印入人心，让节能环保扎根在孩子幼小的心里。   

（苏州市姑苏区金塘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