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2021-2022年度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示范案例名单

十佳示范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 节能降碳 示范先行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办公厅

2 管好水电气 节能降成本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人民医院

3 科技助力“光盘” 育人以厉勤俭 首都师范大学

4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税务局

5 打造“互联网+”废旧物品循环利用日照模式 山东省日照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6 绿色办公 从点滴做起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7 公共区域照明整体化节能改造 福建省厦门市市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

8 精准供热 智慧运维 助推低碳高校建设 青岛大学

9 专业引领 多措并举 探索绿色改造新路径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10 以合同能源管理为抓手 锚定“双碳”目标 推动绿色发展 河南省洛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优秀示范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 以能耗定额管理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 江苏省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 建设节约型法院 创建节约型机关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3 靶准集中统一 汇聚创新动能 积极探索节约型机关创建的实践路径 中共临沂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

4 算好“节约账” 打好“集约牌” 高质量创建节约型机关 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5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6 从讲政治的高度开展节约型机关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7 提高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促进节约型机关绿色发展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8 扎实推进绿色行动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重庆市江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9 全方位实行节能技改 促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四川省成都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0 合署办公提质增效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1 多措并举 绿色转型 全面推动节约型机关创建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2 综合施策 赋能节约型机关建设 湖南省娄底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3 秉持绿色新发展理念 打造节约型机关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

14 营造氛围 加强技改 争创节约型机关 重庆市北碚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5 节能降耗 提高标准 强化考核 创建节约型机关 吉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6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持续推进绿色发展 探索实现双碳目标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机关事务中心

18 创建节约型机关 助推绿色发展 重庆市气象局

19 绿色低碳 机关先行 云南省安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宁湖行政中心）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20 坚持综合施策 强化示范引领 奋力打造节约型机关创建样板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1 加强公务用车管理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甘肃省定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2 建设新时代节约型机关 树立公共机构新样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3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北京市审计局

24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5 点滴入手促节约 智慧赋能抓降耗 全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

26 多管齐下谋创建 节能降耗显成效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

27 发挥能效、水效领跑者双牵头示范作用 高标准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28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着力打造节约型机关 河南省周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9 数字化赋能 精细化管理 创建节约型机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

30 “三水合一”技术引领 助推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31 创建节约型机关 践行绿色低碳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32 创建节约型机关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33 凝聚节能合力 建设节约型机关 广东省审计厅

34 节约能源资源 共筑碧海蓝天 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

35 节能增效 绿色办公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党委办公室

36 走节能环保之路 建节约型公共机构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税务局

37 加强能效领跑示范 引领全面绿色转型 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38 管理与技术并行 建设节约型医院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

39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40 节能不分你我他 技术改造当先锋 把政府机关打造成节能低碳示范点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41 借力合同能源管理 打造节能示范样板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42 坚持绿色发展 践行节能低碳 争创能效领跑者 海南省文昌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43 永不停步的领跑者 江苏省盐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44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

45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46 坚持可持续发展 厉行勤俭节约 建设绿色校园 贵州省盘州市第二中学

47 节能降耗作表率 能效领跑树标杆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48 创新管理 智慧赋能 打造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49 发挥自身优势 争做节能标杆 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

50 明责任 强意识 优设施 细管理 推动节能工作常态化科学化落实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51 加快技术改造 打造绿色医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人民医院

52 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实践与体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53 节能降耗 绿色低碳 着力建设节约型公共机构 陕西省渭南市民综合服务中心

54 坚持绿色发展 突出示范作用 推动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新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

55 当排头 创一流 亮特色 争当公共机构“节能减排”示范标兵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

56 树绿色理念 创节约型校园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第一中学

57 强化公共机构节能 助力生态海珠发展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58 深挖节能潜力 推动绿色发展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59 做好节能降碳 助推绿色发展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60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

61 管理节能 科技节能 行为节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62 铺设“三条轨道” 为建设节约型机关提速增效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63 科学规划 综合施策 加快推进校园能效领跑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64 对标双碳目标 践行节能减排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房山区税务局

65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税务局

66 智慧节能创标杆 示范引领显成效 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税务局

67 深挖节能潜力 建设低碳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阿坝州中心支行

68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多措并举建设低碳校园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

69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70 大力推广应用新能源 不断提升绿电使用率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

71 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党校事业发展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

72 依托机关修缮改造 谱写节能示范新篇章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73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人民政府

74 节约能源资源 建设绿色校园 重庆市酉阳县酉州初级中学

75 提高节能管理综合能力 推动机关绿色低碳转型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76 以示范创建为抓手 打造绿色低碳校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 130 中学

77 “领跑”绿色发展 将“低碳”进行到底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

78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 助推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

79 争创示范单位 彰显社会担当 国家税务总局平度市税务局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80 精准定位 靶向发力 全链条管理向餐饮浪费说“不” 山东省东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81 制止餐饮浪费 智慧食堂贡献新方案 湖南省湘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82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83 大处着眼 细处着手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中国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

84 突出“四个度” 确保“四到位” 以务实举措制止餐饮浪费 山东省潍坊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85 推行“四强四讲”新做法 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86 打好“四副牌” 制止机关食堂餐饮浪费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87 制止餐饮浪费 共建绿色校园 湖南师范大学

88 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体系”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重庆市奉节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89 全面加强餐饮管理 依法制止食品浪费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三后勤服务中心

90 勤俭节约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91 光盘打卡 爱心助农 以数据赋能守护盘中餐 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

92 弘扬节俭之风 制止餐饮浪费 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

93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北京市东城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94 厉行粮食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 河南省周口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95 制止餐饮浪费 打造智慧机关食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机关事务管理局

96 供给消费合发力 多措并举杜绝餐饮浪费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97 管理智能化、管控流程化推动反食品浪费工作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98 “用心、用智、用情”推动机关餐饮管理智能化、精细化、集约化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人民检察院

99 精益管理 节粮减损 引领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新风尚 上海市闵行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http://www.baidu.com/link?url=7eKBOUwsjYj5y8ZF1mgqTzlCYw_MV84Rs_RyRbRimjr-4lp0ebZXkh7jhfpy8hmuO_b1HCs5cpStqrMtENcbja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00 抓实“五个强化” 打造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标杆 湖南省长沙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01 聚焦主业不懈怠 履行主责当先行 福建省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02 绿色引领 创新赋能 聚力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纵深发展 山东省淄博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03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中共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党校

104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北京市延庆区刘斌堡乡人民政府

105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引领绿色办公生活 河北省邢台经济开发区综合办公室

106 生活垃圾分类助力绿色校园建设 安徽省合肥市第四中学

107 “五建五抓”助推垃圾分类实践出彩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碧湖街道办事处

108 教育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一个社区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小学校

109 多措并举 打造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 辽宁省沈阳市妇婴医院

110 垃圾分类新启航 绿色医院新时尚 上海市儿童医院

111 垃圾分类 我们在行动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12 强化措施 率先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见成效 湖南省株洲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13 践行垃圾分类 引领文明新风 广东省深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14 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引领绿色低碳新潮流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

115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116 精细化管理引领生活垃圾分类新时尚 云南省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17 垃圾分类一小步 健康文明一大步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医院

118 党政机关集中办公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 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19 建立“三达”机制 助力“绿色医院”建设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口腔医院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20 坚持示范引领 推进垃圾分类成为机关新时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市政管理局

121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故宫博物院

122 无废校园 变废为“宝” 山东省乳山市黄山路学校

123 创新国有资产共享共用机制 建立“公物仓”保障新模式 湖南省湘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24 节能低碳 绿色东林 “东林星火”师生物资共享平台示范案例 东北林业大学

125 强化资源回收 助力绿色发展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126 建设智慧法院 争做绿色发展的践行者 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人民法院

127 实施集约节约数字办公模式 打造绿色低碳办公窗口 江西省景德镇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128 智慧引领 绿色办公 打造低碳环保机关 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29 绿色改造助力节能降耗 示范创建引领低碳办公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

130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东直门街道办事处

131 打造典型示范 推动绿色办公 湖南省郴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32 推行绿色办公 创建绿色检察院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检察院

133 强化节约意识 践行绿色办公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134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35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助力节能低碳发展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36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37 倡导绿色办公 引领节约风尚 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机关事务中心

138 践行绿色办公理念 以智能化推动机关节能降耗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39 机关协同办公系统应用实践 陕西省西安浐灞生态区管理委员会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40 精简高效 节能降耗 大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承德市税务局

141 “云桌面”助力绿色办公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142 推广绿色出行 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山西省阳泉市交通运输局

143 开展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满足绿色低碳出行需求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三后勤服务中心

144 “筑巢引凤”新能源汽车落地盘锦 辽宁省盘锦市机关事务中心

145 创新推广新能源汽车 积极引领绿色出行 山东省青岛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46 大学校园绿色出行示范案例 南昌大学

147 规范公务用车管理 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湖南省湘乡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48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9 实施绿色照明改造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50 智慧照明助力节能减排 江西省科学院

151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扬州大学

152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打造绿色低碳校园 湖南农业大学

153 全面实施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创建绿色智慧节约型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汉中市中心支行

154 科技赋能绿色照明 加快节约型场馆建设 山东省临沂市科技馆

155 供热系统绿色化改造示范案例 江西省新余市人民医院

156 医院锅炉“换新颜” 节能低碳真环保 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人民医院

157 积极推行供热系统节能改造不断提高供热效能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机关事务中心

158 太阳能空气能供热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人民医院

159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北京市延庆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160 基于空调系统改造的省级机关碳达峰碳中和途径初探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61 以浴室改造为重点 推动建设绿色学校 新疆师范大学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62 实施供热系统节能改造 打造绿色环保新模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第一中学

163 大力倡导节能环保 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 湖北省民族歌舞团

164 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节水改造及能源费用托管）项目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医院

165 构建“1+X”节能改造模式 探索集中统一 EMC 路径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166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四川省乐山市人民医院

167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168 央地联动 齐推共管 开创合同能源管理新局面 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69 集中统一组织合同能源管理试点重庆（渝北）方案 重庆市渝北区机关事务中心

170 降耗增效 互利共赢 邵阳学院

171 医院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实践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172 以合同能源管理助力节能改造推陈出新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73 合同能源管理助力医院双碳改造升级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74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助力公共机构绿色发展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75 打造现代化绿色节能医院 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

176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助力绿色校园建设 南京财经大学

177 大型公共机构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广东省广州图书馆

178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天津工业大学

179 绿色医院 节能先行 浙江省兰溪市人民医院

180 集中统一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81 中央空调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南昌大学

182 积极引进市场机制 大力推广清洁能源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生态环境局

183 科学引进市场机制 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 山东省日照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典型示范案例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1 统筹开展“六个绿色行动” 不断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税务局

2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四川省达州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3 锚定“示范点” 打好“组合拳” 扎实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4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5 精准对标 稳步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河北省承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6 多措并举 高质量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浙江省舟山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7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广东省水利厅

8 坚持绿色引领 强化示范带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党委办公室

9 创建节约型机关 引领绿色生活新风尚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10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人民政府

11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争做节能环保示范 包头海关

12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构建节能管理体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13 示范创建引领在前 节约型机关再上台阶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4 强化六个一 节约成时尚 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5 践行节能降耗理念 推进公共机构绿色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审批服务管理局

16 后勤管理重规范 节能降耗抓根本 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税务局

17 从细节入手 抓好节约型机关建设 辽宁省阜新市机关事务管理办公室

18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

19 深入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多措并举打造绿色新常态 陕西省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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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争创节约型机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教育体育局

21 全面谋划科学施策 大力创建节约型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汉中市中心支行

22 以迁建新校址为契机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23 加强示范创建 发挥示范引领 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4 以节约型机关创建为抓手 推动节能减排工作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英德监狱

25 践行绿色发展 打造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税务局

26 节能改造见成效 创优示范显担当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海门区税务局

27 节能减排 多措并举打造节约型机关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28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节约型机关 黑龙江省鸡西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9 树绿色理念 创节约型机关 青海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30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打造节能示范标杆 中共奇台县委党校

31 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从节约型机关做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党委办公室

32 创节约型机关 建节约型办公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办公室

33 抓节能降耗 促提质增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水利局

34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35 推行绿色办公 发挥示范引领 创建节约型机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党委办公室

36 多措并举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 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西湖区税务局

37 争创节约型机关 我们一直在努力 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

38 创建节约型机关 践行绿色发展 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

39 提升机关效能 推动科学发展 共建和谐社会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水利局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40 绿色税务局节能先行 国家税务总局五家渠税务局

41 引领示范树标杆 争当节能排头兵 山西省朔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42 着力节约型机关创建 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政务事务服务中心

43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陕西省税务局

44 多措并行打造节约型机关 浙江省温岭市机关事务中心

45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6 多管齐下 抓好节约型机关建设 海南省府城强制隔离戒毒所

47 践行机关节能降耗 促进社会绿色发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党委办公室

48 节约型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49 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 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 湖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50 科学谋划 管改结合 积极创建节约型机关 中共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委党校

51 节约能源资源 打造节约型机关样板 国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

52 以绿色办公和节能技术应用为抓手 扎实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 海南省气象局

53 人节物节技节 科学精准控制 推进节约型机关创建行动 天津市蓟州区气象局

54 以创建示范为抓手 引领机关绿色发展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55 “节”尽所能 “约”来越好 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

56 强化管理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示范单位创建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

57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安徽省亳州市涡阳第一中学

58 树绿色理念 创节约型医院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宁德市医院

59 绿色低碳促发展 节能降耗率先行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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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夯实基础 勇于创新 全力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湖北省水利厅

61 下好“三大功夫”实现“三个节约”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62 科学管理 共创节约型校园 辽宁科技学院

63 牢固树立新理念 绿色节能铸新风 安徽省巢湖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64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安徽工程大学（校本部）

65 强化管理 拓宽思路 细微处显成效 中国人民银行舒城县支行

66 争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打造“绿色”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回族自治州税务局

67 担当社会责任 自觉厉行节约 “低碳”绿色校园彰显环境素养培育成效 上海市曹杨中学

68 倡导节能减排理念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嵊州市税务局

69 走低碳节能之路 创绿色生态之园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70 多措并举 科学化推进能源管理 湖北省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71 创节约型机关 强节能增效实践 湖南省湘乡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72 光伏发电助力建设绿色校园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中心小学

73 弘扬生态文明 共建绿色校园 海南省文昌市实验高级中学

74 宣传引领带动 创建绿色校园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三贤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75 整体推进 精准施策 打造节约型公共机构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76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 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

77 节约能源优服务 绿色税务添动力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

78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奏响税务文明乐章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

79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天津市天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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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以科技为先导 努力建设节约型校园 营口理工学院

81 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的探索与实践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82 践行节能环保 共建绿色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乐清市税务局

83 提升节能效益 建设节约型机关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

84 节能降耗 绿色发展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人民医院

85 勤俭节约势在必行 行政中心示范先行 重庆市忠县机关事务中心

86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引领社会绿色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

87 “绿色、低碳”腾飞的一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第一中学

88 践行绿色低碳 实现节能增效 全力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顺义区税务局

89 对标评价标准 科学实施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局

90 践行节能减排 十年砥砺前行 国家税务总局晋中市税务局

91 绿色节能作表率 打造模范树标杆 国家税务总局梧州市税务局

92 树立集约节约系统思维 开创公共机构节能新局面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

93 医院能耗管理与节能分析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94 提升“四力”抓创建 争做能效领跑者 中国人民银行金华市中心支行

95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96 用好节能“手术刀” 助力医院新发展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人民医院

97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天津市河西监狱

98 贯彻节能理念 打造“绿色医院” 江西省萍乡市人民医院

99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打造节约型机关 山东省德州市机关事务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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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践行生态文明 创新绿色发展 河南省郑州植物园

101 利用清洁能源 构筑绿色校园 海南省文昌市田家炳中学

102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03 推进低碳发展 创建绿色医院 浙江省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104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浙江省东阳市江北中心小学

105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示范案例 河南省驻马店市机关事务中心

106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建成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107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108 厉行勤俭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 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检察院

109 制止餐饮浪费 引领公共机构节粮新风尚 湖南省益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10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检察院

111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

112 “四网”并织 筑牢制止餐饮浪费防线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13 厉行粮食节约 反对食品浪费 河北省定州市实验中学

114 多措并举反对食品浪费 厉行节俭展现时代风尚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

11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公共机构在行动 上海市松江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16 厉行勤俭节约 制止餐饮浪费 国家税务总局潮州市税务局

117 多措并举 精抓细抠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118 “节”有智慧 “约”在食堂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第四中学

119 向“剩宴”说不 为“光盘”叫好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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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多措并举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121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22 念好五字诀 守住餐饮关 引领新“食”尚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123 打造节约型食堂 杜绝餐饮浪费 中共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武汉市监察委员会

124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125 厉行节约 制止浪费 贯彻落实机关餐饮“新食尚” 上海市宝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26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天津市河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127 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 努力建设节约型机关 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128 养成节约粮食好习惯 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 甘肃省酒泉市财政局

129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减少舌尖上的浪费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30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哈尔滨工程大学

131 强化宣传管理 杜绝餐饮浪费 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政务服务中心

132 精准发力 综合施策 促进制止餐饮浪费不断深化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133 建立制止餐饮浪费长效机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134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教育体育局

135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江西省高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36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137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

138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139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共建节约型食堂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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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开展“三全”行动制止餐饮浪费 全面开启机关节俭新“食”尚 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41 抓源治本 综合施策 系统治理餐饮浪费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142 强化机关食堂管理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州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143 开展光盘行动 反对食品浪费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44 制止餐饮浪费示范案例 江西省公安厅

145 改旧习 倡新规 餐饮节约进行时 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检察院

146 制止餐饮浪费 培育节约理念 国家税务总局伊宁市税务局

147 结合校情反浪费 多措并举作表率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148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 大力推动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49 聚力示范单位创建 优化垃圾分类工作 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东市街小学

150 扎实开展垃圾分类 打造绿色低碳办公环境 山东省泰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51 广泛宣传 凝聚共识 积极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山西省晋城市城市管理局

152 垃圾分类“数智化”精准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江苏省昆山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53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154 生活垃圾分类的推广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155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天津市和平区民政局

156 垃圾分类进校园 学科整合促发展 江西省宜春市宜阳学校

157 夯实基础谋创新 示范引领重实效 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58 生活垃圾分类放 文明校园新风尚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中心小学

159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 努力争创“无废”校园 广东省深圳市翠北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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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政府舞凤街道办事处

161 垃圾分类入校园 寓学于趣见成效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实验小学

162 做好垃圾分类 为资源回家铺路 河北省定州市中心实验小学

163 精准分类常态管理 垃圾分类走向规范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

164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浙江省杭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65 践行生活垃圾分类 助建绿色生态之城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城市管理局

166 厨余垃圾就地生物降解无害化处理实践 河南工学院

167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推进垃圾分类建设 湖北省鄂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

168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69 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营造全员参与浓厚氛围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170 强化示范引领 突出辐射带动 全力推进绿色低碳节约型机关建设 甘肃省酒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171 垃圾分类引领新风尚 机关大院先行作表率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72 践行垃圾分类 强化源头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

173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174 管理改造并举 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175 垃圾分类 机关先行 上海市徐汇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76 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点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中心支行

177 垃圾分一分 环境美十分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小学

178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进垃圾分类深度覆盖 重庆市沙坪坝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79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天津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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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公共机构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为城市垃圾分类作表率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81 规范物业操作流程 提高垃圾分类实效 上海市崇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82 推进垃圾分类 共建绿色恩施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83 全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合力打造生活新时尚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184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185 推进垃圾分类 引领社会风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

186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北京理工大学

187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切实做到“四个强化” 推动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88 致力项目活动课程 引导孩子践行垃圾分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尚志幼儿园

189 小手牵大手 废旧多用途 湖南省张家界市张家界天门小学

190 废旧物品循环利用示范案例 天津市北辰区宸宜幼儿园

191 实现废旧物品资源再利用 贵州省六盘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92 助推生态环境治理 描绘美丽乡村新画卷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麻栗镇人民政府

193 旧物利用 变“废”为宝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

194 废旧物品循环利用示范案例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95 打造绿色低碳办公新风尚 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

196 倡导节能低碳 打造节约型机关 中国人民银行祁门县支行

197 绿色办公身先行 公共机构作表率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

198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石河子市中心支行

199 推行绿色办公 践行低碳生活 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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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依法推进公共机构节能 建设节约型机关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

201 信息化举措助力法院节约能源资源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

202 以绿色办公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国家税务总局永新县税务局

203 “加减乘除”四法并用打造节约型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4 节能降耗 绿色办公 建设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205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行政服务中心

206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直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07 坚持“三化” 打造绿色办公环境 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208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水利局

209 技术引领 一屏一网 管理推动 助力机关绿色低碳办公 上海市杨浦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10 多措并举 打造智慧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九江市税务局

211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12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天津市和平区档案馆

213 绿色办公开启“新引擎”节能增效彰显新活力 山东省东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14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创建节约型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安庆市税务局

215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16 “五大引擎”引领绿色办公新生态 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

217 高效利用 绿色办公 辽宁省阜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18 智慧法院助审判 节能降耗护环境 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人民法院

219 让公物流动起来 让绿色融入办公 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 浙江省杭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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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绿色生活方式倡导 构建节约型校园 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

221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幼儿园

222 低碳生活 绿色办公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223 倡导绿色低碳 践行医院节能 上海市嘉定区妇幼保健院

224 倡导绿色生活 响应时代号召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25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北京市海淀区统计局

226 绿色办公示范案例 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人民政府

227 “车改”掀起绿色出行新风尚 中国人民银行运城中心支行

228 绿色出行示范案例 河南省汝州市交通运输局

229 统筹推进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 提升绿色出行水平 重庆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30 低碳生活 绿色交通 青海省西宁市交通运输局

231 绿色出行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232 绿色出行示范案例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机关事务中心

233 绿色出行示范案例 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关服务中心

234 公务绿色出行 福建省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35 节能改造示范引领 绿色低碳共享发展 山西省长治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236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河南省鹤壁市浚县人民医院

237 科学施策 倡导节约 共创绿色校园 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第一中学

238 节能降碳 引领绿色行动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办公厅

239 充分运用科技手段 提高能源节约效益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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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实施绿色化改造 共建节约型医院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241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242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广东省阳江市中医医院

243 智慧路灯节能改造项目实践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44 积极开展绿色化改造 全面推广普及高效照明光源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45 照明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机关事务中心

246 供热系统节能改造示范案例 浙江省行政中心管理处

247 开展绿色化改造 创建节约型医院 辽宁省抚顺市中心医院

248 因地制宜 技术助力 推动医院绿色升级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

249 采用“电气互补”方式提升风冷热泵组效率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

250 大力开发深层地热 推进绿色清洁供暖 东营职业学院

251 提高资源利用率 冷凝水回收再利用 贵州省人民医院

252 太阳能+空气源热泵供暖设备节能增效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档案馆

253 强化科技支撑 坚持绿色低碳 持续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254 以公共机构为重点 大力推进赵县城区清洁供热项目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55 推动供热系统节能改造 持续巩固节约型公共机构创建成果 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56 绿色校园 节能先行 安顺学院

257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探索绿色改造新模式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258 能源托管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59 加强场馆节能改造 发挥窗口示范效应 福建省厦门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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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创建绿色医院新标杆 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

261 能源托管服务提升供暖系统自动化程度 陕西省西安市儿童医院

262 典型引领 示范带动 试点工作见成效 新疆财经大学

263 以合同能源管理为抓手 大力开展节能改造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

264 绿色金融赋能公共机构集中统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试点 上海市嘉定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65 多措并举 因地制宜 实施机关绿色化改造 江苏省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66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更换锅炉设备项目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267 以合同能源管理为导向 推动能源管理精益发展 湖北省咸宁市中心医院

268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269 结合市场化方式推进节能改造 陕西省兴平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70 以市场化模式探索高校治水新思路 福建工程学院

271 节能降耗 低碳发展 以高质量合同能源管理点燃“绿色引擎” 山东省肥城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72 医院 EMC 合同能源管理案例 河南省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273 绿色化改造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湖南省岳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74 打造能源管理新模式 湖南省博物馆

275 融合先进技术实现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新突破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76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中医院

277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278 以合同能源管理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79 能源托管助力绿色医疗发展 辽宁省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序号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280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安徽省政务大厦管理中心

281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82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北京市平谷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283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医院

284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285 推进合同能源管理 解决公共机构供暖难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286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287 模式创新 科学控本 提质增效合理降耗 太原市血液中心（太原市输血技术研究所）

288 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助推节能改造 安徽省合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289 合同能源管理示范案例 天津市第一医院

290 探索“效益分享型+节能量保证型”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