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

示范案例名单
十佳示范案例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降废减损提质 节能降耗增效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绿色医院 节能先行

云南昆钢医院（昆明市第四人民医院）

绿色发展 共建共享 璧山区行政中心节能为“儒雅璧山 田园都市”添彩

重庆市璧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发挥“三利剑”作用 打造绿色健康医院

山东省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深化公务用车改革 助推节约型机关建设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以合同能源管理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江苏省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争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节水型机关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

志愿助力垃圾分类 节能引领生活风尚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以医院用能数据为导向 推动能源管理精益发展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配电电网节电新技术在池州学院的应用

池州学院

优秀示范案例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践行生态文明新理念 引领节约校园新风尚

甘肃省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普及教育 培养节能意识 强化措施 提高用能效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强化能源管理 构建节约型校园

长春中医药大学

在节约能源资源工作中践行“三服务、三育人”宗旨

曲靖师范学院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人民医院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依托科技 “管、改”结合 积极建设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以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为契机 推动医院绿色发展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

打造智慧法院 促进节能减排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聚力示范单位创建 提升医院节能效益

湖北省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节约型机关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齐抓共管 多措并举 建设绿色智慧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树节能理念 创生态家园 打造绿色监狱

广东省女子监狱

创建节约型医院的主要措施及成效

安徽省亳州市人民医院

节约能源 机关先行

浙江省台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加强管理务实创新 强力推进节能减排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

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示范案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节约型机关

江西省瑞昌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全面加强节能管理 树立合理用能理念 努力创建节约型机关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中心

强化管理 落实技改 打造领跑示范

上海市嘉定区司法中心

绿色校园 智慧节能

厦门大学

全员参与 全域改造 把政府机关打造成节能低碳示范点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建设能效领跑校园

江西中医药大学

强化节能管理 做节能减排标兵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医院

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大力推进节能降耗 创建节能示范单位

湖北省武汉市江滩管理办公室

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示范案例

青海红十字医院

聚焦主业 发挥引领 努力创建节能领跑者机关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节能改造案例

广东省粤北人民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推广方案

重庆市公安局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在医院节能管理中的应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协同激发市场活力 共享节能科技红利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深圳大学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安局

专业化运行 精细化管理 智慧轻松节能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

杭州实施路灯杆综合利用提升城市照明节能水平

浙江省杭州市城市管理局

整体智慧式、分享型合同能源管理

湖南省岳阳市中医医院

对供暖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及信息化建设、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现精细化管理

陕西省西安市儿童医院

浴室废热回收制热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集中统一实施合同能源管理 推动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发展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全面加强用水管理 全力打造节水医院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节水改造案例

福建省诏安第一中学

节水项目示范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树立行业标杆 建设节水机关

重庆市水利局

节水项目示范案例

山东省高密市中医院

推进垃圾分类 共建节约型机关

江西省宜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案例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银川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建设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数据机房绿色节能改造案例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州中心支行

打造高效制冷机房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绿色化改造 BIM 平台应用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建立实时监控平台 提高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

浙江省嘉兴学院

能效领跑 精益后勤 面向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医院节能运营管理与实践

山西省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校园多能互补高效节能系统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哈尔滨工业大学

硬件领先 管理先进 打造公共机构绿色数据中心样板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

建设绿色数据中心 助推绿色发展

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示范案例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综合施策 全校联动 建设绿色智慧的节约型校园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节能减排 争创文明

福建省司法厅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人民检察院

发展绿色医院 构建节能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

举良策倡导低碳节能 结硕果共享绿色空间

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推进绿色医院建设 争当节能低碳排头兵

四川省乐山市妇幼保健院

推行节能技术改造 创建资源节约型医院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人民医院（李庄同济医院）

发挥机关单位引领示范作用 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与时代同行 与绿色相伴 全面创建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厉行节约 齐头并进 引领社会节能新风尚

上海市杨浦区新江湾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推行节能建设 创建绿色校园

福建医科大学

结合校情创示范 特色引领作表率

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

加强示范创建 发挥示范引领

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机关服务中心

践行绿色生活 播撒绿色种子

湖北省通山县第一中学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第一中学

践行绿色低碳 创建节能校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三团中学

先行一步 快人一拍 常熟市古里镇机关节能工作走前列

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人民政府

践行节能低碳理念 打造市民绿色家园

浙江省乐清市市民活动中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深化节能减排建设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抓节能降耗 创节约校园

西南石油大学

立足实际多措并举 节能减排率先垂范

甘肃省酒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示范案例

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

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管理效能 创建绿色学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一中学草湖分校区

坚持可持续发展 构建节约型校园

福建省石狮市石光中学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创建节约型医院

四川省肿瘤医院

创建节约型“绿色环保医院”

四川省南充市中医医院

开拓创新利用清洁能源 群策群力构筑节约校园

陕西省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加大节能改造 挖掘节能潜力 降低医院运行成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

高起点推进节能改造 精细化落实日常管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医院

围绕实施绿色行动和绿色工程 推动节约型机关建设

浙江省临海市机关事务中心

践行节能降耗 创建绿色博物馆

湖北省黄冈市博物馆

建设“和谐、人文、绿色”学校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职业教育中心

节约能源 政府先行 示范引领共创节约型社会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办公中心

加强能源管理 建设节约型校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高级中学

加强全过程管理 坚持全员参与 建设节约型医院

山西省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

综合施策 推进“节约型示范单位”建设

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检察院

“绿色”校园 “低碳”生活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云凤实验小学校（西城校区）

引领示范树标杆 创优争先促发展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生态校园 智创未来

河北保定师范附属学校

打造节约型机关 建设生态家园

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全面建设节约型机关

江苏省昆山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践行绿色节能观 行政中心树标杆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坚持示范引领 积极创建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

湖北省枣阳市财政局

节能降耗增效 引领医院绿色发展

云南省昆明市儿童医院

绿色智慧机关节能管理案例

广州海关隶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

弘扬生态文明 共建绿色校园

哈尔滨工程大学

以创建示范为抓手 引领绿色健康发展

四川省阆中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坚持节能管理 推进技术改造 倡导绿色生活

山西省阳泉文化中心管理处

强化综合管理 深入推进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建设

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政务服务中心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节尽所能 打造绿色医院

四川省射洪市中医院

建设节约型机关 打造能效领跑者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

领跑永远在路上

湖北省崇阳县第一中学

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引领节约型机关发展

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践行节能减排 八年砥砺前行

国家税务总局晋中市税务局

节约型机关示范案例

山东省德州市自然资源局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狠抓公共机构节能

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税务局

高效利用 践行节能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

以课程和课改构建生态文明校园

山东省烟台第三中学

营造氛围 全员参与 共建节能型医院

辽宁省凌源市中心医院

抓牢抓实抓好创建节约型机关 高质高标高效彰显示范引领作用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厉行节约育人 建设绿色校园

四川省绵阳实验高级中学

坚持统筹创建 注重绿色低碳 努力打造集中办公区节能样板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紧密对标 精细管理 突出重点 科学改造 以创建能效领跑者推动公共机构节能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齐心聚力倡节约 利国利民谱华章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推进节能管理标准化 创新节能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以创建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单位为契机 着力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示范案例

青海省统计局

把校园节能纳入学校文化建设之中

山东省龙口第一中学

践行机关节能 打造绿色江岸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发挥窗口单位优势 践行绿色低碳办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行政服务中心

管理改造并举 开源节能增效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助力公共机构节能增效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政府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引领全社会绿色发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党政服务中心

以落实节能改造为抓手 提高机关设备运行能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办公室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加强制度建设 落实工作责任 全面提升办公区节约能源资源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三后勤服务中心

打造金华机关大院中央空调节能改造新模式

浙江省金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浴室废热回收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科技大学

创新合同能源管理 全面推进“绿色”校区建设

辽宁省鞍山市职教城

全能效改造及智慧能源管理项目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四川省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开拓创新 争创绿色一流大学

石河子大学

合理利用社会资源 促进学校节能降耗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建设“智慧、绿色、节能”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医院

强化公共机构节能管理 争当能效“领跑者”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实现医院节能降耗

四川省彭州市人民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实施能源托管 加强节能管理 全力推进合同能源管理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创建资源节约型医院

四川省广安市人民医院

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实施科技节能改造

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市西青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

学生宿舍热水节能改造案例

黎明职业大学

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

湖南省郴州市中医医院

土壤源热泵系统在黑龙江省 18 个气象站的应用实践

黑龙江省气象局

节能改造助力 医院绿色发展

福建省宁德市闽东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

综合节能 绿色校园

重庆市旅游学校

供暖系统节能改造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工业大学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树立整体设计理念 节约节能成效突显

中国人民银行恩施州中心支行

加强管理降能耗 节能技改提效益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市武清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合同节水管理示范案例

重庆工商大学

节水改造示范案例

安顺学院

节水改造示范案例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海绵城市”试点工程案例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节水机关创建示范案例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用好节水体检 助推资源节约

江苏省南京市公共机构节能管理服务中心

推进节水型医院的建设

山西省阳泉市第一人民医院

高校节水的有益实践

九江学院

机关办公楼节水管理示范案例

北京市水务局

节水改造示范案例

西安交通大学

创特色 出亮点 打造节能新名片

江苏省南京市水务局

节水技改见效益 公共机构作引领

江苏省东台市行政中心

崇外街道垃圾分类全过程监管系统示范案例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崇文门外街道办事处

公共机构如何当好垃圾分类引领者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

垃圾分类“四步走” 潞州品牌“可复制”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直属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生活垃圾分类 引领新时尚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四简工作法”实现机关垃圾分类全覆盖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垃圾分类进校园 信息化优势见成效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江南实验学校

南京市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示范案例

江苏省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共青团“百千万”志愿服务 扎实推进垃圾分类绿色行动

共青团浙江省金华市委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四川省南充市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医院能耗监管平台的研究与实践

山东省济南市中心医院

案例名称

编写单位

住建行业作表率 绿色节能争先锋

湖北省鄂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太阳能及空气源热泵供水系统在医疗机构中的应用

云南省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

校园智慧水务管理系统

扬州大学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打造智能监管平台

内蒙古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后勤服务中心

实行智能化管控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江西省鹰潭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强引领 立示范 树公共机构节能标杆

四川省资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动态冰浆蓄冷技术在空调系统的应用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烟气热能回收项目案例

安徽省芜湖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绿色智慧校园节能监管平台建设案例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能源监测平台应用案例

长春工业大学

利用“空气”改善空气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示范案例

天津市北辰医院

积极推行绿色化改造实现建筑用能智能化管理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中央空调系统节能建设实践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

老旧公共设施节能管理工作探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空调变频改造项目案例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机关事务管理处

办公区智能高效照明改造案例

司法部

办公区能源监测平台建设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以软硬资源发力 助医院转型发展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

江西省司法厅

可再生能源在吉林省图书馆（新馆）中的应用

吉林省图书馆

附件 2

“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名单
四川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湖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福建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广东省能源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事务管理局
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海关总署财务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