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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版冤人民的力量一旦被激发出来袁就
有着改天换地的伟力遥 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
明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袁是人民共
和国的坚实基础袁 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
在遥

守初心袁 需要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
心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考
察调研时袁每到一地袁凡是百姓关心的事袁他都
一一察看过问曰 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
题袁他都重点调研谋划遥 在河北调研时吃大盆
菜袁在芦山地震灾区住临时板房袁自己掏钱为
梁家河的乡亲们购买年货曰野建新房多少钱冶
野粮食够不够吃冶野孩子上学要走多远冶野家里是
旱厕还是水厕冶噎噎点点滴滴袁体现深切的人
民情怀袁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遥 野参天之木袁必
有其根曰怀山之水袁必有其源冶遥 唯有时刻不忘
为了谁尧依靠谁尧我是谁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
来袁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尧干事创业的强大力
量遥

守初心袁 需要以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
心遥 明年袁我们将努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遥与此同时袁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袁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袁而且在民主尧法治尧公平尧正义尧
安全尧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遥 能不能打
赢蓝天尧碧水尧净土保卫战钥 如何使贫中之贫尧
困中之困摆脱贫困进入全面小康钥怎样提高全
社会文明程度钥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钥 践行初心袁还需要
继续努力袁 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袁把
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袁正像习近平总书
记概括他的执政理念一样院为人民服务袁担当
起该担当的责任遥

野大道之行袁天下为公遥 冶党的十九大报告
以这样一句古语袁道出了我们共产党人近百年
所行大道的真谛遥 说到底袁这一大道就是一条
与人民心心相印尧同甘共苦尧团结奋斗的人间
正道遥苍茫林海袁扎根大地才能根深叶茂曰大江
大河袁不忘源头才能奔腾不息遥守初心袁也是在
守护我们的执政根基尧 守护我们的发展动力遥
唯有永葆初心尧勇担使命袁才能真正同人民想
在一起尧干在一起袁把近 14亿人的力量凝聚在
一起袁风雨无阻尧一往无前遥

守初心，
时刻牢记根本宗旨

继高校招生美景美食 野大比
拼冶尧招生文案野海报大战冶之后袁最
近袁 一些高校又在录取通知书上做
起了文章院有的推出野立体通知书冶袁
有的突出个性化尧定制化遥 随着高校
进入招生季和录取季袁 学校之间的
比拼和竞争也进入关键时期袁 文宣
文案成了高校展示各自特色的舞
台遥

无论是在招生宣介中运用网络
元素袁 还是在录取通知书上下足功
夫袁 对新的媒体传播形态和传播规
律的运用袁 也都体现着高校适应学
生年龄层次和审美趣味变化的顺势
而为遥 对于被喻为野互联网原住民冶
的当代年轻人来说袁 相较于一板一
眼尧不苟言笑的招生文案袁轻松尧幽
默甚至带点自嘲的语言风格袁 以及
更加个性化的录取通知书等袁 都更
符合他们的接受习惯遥 就此而言袁一
些大学能对传统文宣风格进行调
整袁可谓用心良苦遥

好的招生宣介可说是大学一次
最佳的野广告时段冶袁需要大学精准
诠释学校的风格特质袁传递理念尧启
发思考尧 引发共鸣遥 从这个角度来
说袁 招生宣介事关大学形象和大学

文化尧 事关大学传递给公众和青年
学子怎样的价值理念遥 行胜于言袁将
纸面上的文字转化为行为操守袁需
要大学坚守文化品格尧 大学精神和
大学功能袁不盲从尧不浮华遥 通过招
生季尧录取季对大学理念的弘扬袁高
校应当带给更多年轻人为未来努力
拼搏的原动力袁 激励每一个青年都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不
辱时代使命遥

野大学之道袁在明明德袁在亲民袁
在止于至善遥 冶文化与精神袁是大学
最好的口碑遥 近几年袁国内多所高校
纷纷精心制作招生宣传片袁传递野每
一声心跳袁每呼吸一秒袁去找寻自己
的骄傲冶野大学不是梦想的终点袁而
是梦想起航的地方冶野总有一种力
量袁让你不惧来路尧不忘归途冶等价
值理念和人文情怀袁 厚重而不失活
泼袁收获好的口碑和传播效果遥 而如
果放在更长远的时间维度考量袁一
年 365天中袁大学认真办学尧精心育
人尧扎实科研尧服务社会尧传承文化
的每一时刻袁 又何尝不都是最好的
招生宣传遥 用扎实的办学实践尧用丰
硕的办学成果为大学精神做最好的
注脚尧为大学功能做最厚重的描摹袁

是最有力量的宣介遥
对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学生

来说袁 通过对大学氛围的提前熟
悉袁有助于自己早日做好大学生涯
规划袁 顺利迈入大学学习新阶段遥
大学是人生学习和成长的关键阶
段遥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袁社交能力
的锻炼袁 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袁世
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的确立袁都是
这一时期的重要任务遥 把这些任务
规划好袁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冶袁
为自己赢得更好未来袁显得尤为重
要遥 合理规划大学生涯袁一步一个
脚印袁才能收获丰富多彩的大学生
活袁 把大学精神真正内化于心尧外
化于行遥

野玉不琢袁不成器曰人不学袁不知
道遥 冶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时勉励大家袁 学习就必须求真
学问袁求真理尧悟道理尧明事理袁不能
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尧 快餐化的知
识遥 践行这一要求袁需要高校和学生
一起袁不断涵养精神的力量尧文化的
力量袁求真理尧悟道理尧明事理遥 也期
待更多高校袁在持久的办学实践中袁
坚守品格袁做引领社会前行尧鼓励青
年人成长的灯塔遥

6月 27日袁泽覃乡全面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袁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尧志愿者尧村保洁员等联
合城管执法大队针对瑞金大道明星村路段南侧尧象泽大道明星村路段的绿地尧公共空间尧房前
屋后等区域开展环境卫生清理袁对该路段乱摆摊设点及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整治遥图为现场清理
占道经营行为遥 杨庆华 见习记者崔晓燕摄

本报讯 渊钟上海 记者黄书文冤
日前袁记者从市社保局获悉袁2019年
1月 1日起我市调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遥

凡我市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2018年 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养老金退休人
员均可参与本次调资遥 企业退休人
员调整办法为院按定额调整袁每人每
月增加 38 元遥 按缴费年限挂钩调
整袁 缴费年限 15年以下含 15年的袁
每人每月增加 45元袁具体的缴费年

限超过 15 年的人员按每满一年增
加三元调整袁 累计缴费年限不足一
年的袁 按一年计算遥 按高龄倾斜调
整袁年满 70周岁不满 80周岁的高龄
退休人员袁 每人每月增加 30元曰满
八十周岁以上的高龄人员每人每月
增加 40元遥 高龄计算的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2月 31日遥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调整办
法: 按定额调整袁 每人每月增加 38
元遥 按养老金水平挂钩调整,每人每
月按本人 2018年 12月份基本养老

金在 2.8%增加遥在定额调整尧挂钩调
整的基础上袁年满 70周岁不满 80周
岁的高龄退休人员袁 每人每月增加
30元曰 满八十周岁以上的高龄人员
每人每月增加 40元遥 高龄计算的截
止时间为 2018年 12月 31日遥

全省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工作
视频会召开后袁 市社保局高度重视袁
按照野三个到位冶袁即准备工作到位袁数
据核对到位尧资金预算到位迅速部署袁
确保我市 18000多名退休人员养老金
调整今年 7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遥

2019年 8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31日

全市行政区内
禁止狩猎活动
本报讯渊见习记者吴志锋冤近日袁市政府发

布了叶瑞金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猎区设立禁
猎期的通告曳袁 明确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均为禁
猎区袁有效期为 3年袁即自 2019年 8月 1日起
至 2022年 7月 31日止遥

记者了解到袁划定禁猎区设立禁猎期旨在
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及其重要栖息地袁恢复和改
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袁落实叶野生动物保护法曳
叶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曳 等法律法规和
政策文件规定袁推进全市生态文明建设遥 全市
行政区内全年禁止一切狩猎活动袁禁止猎捕野
生动物尧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及破坏野生动
物栖息地的活动袁禁止猎捕国家尧江西省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内的野生动物袁禁止猎捕国
家和江西省保护的有重要生态尧科学尧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内的野生动物遥

此外袁因科学研究尧种群调控尧农业生产尧
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猎捕野生
动物的袁应当依法申办批准手续遥 对于从事非
法猎捕尧收购尧出售尧加工尧利用尧运输尧邮寄和
携带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违法活动袁情节较轻
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遥

我市退休人员养老金又涨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招生宣介”
阴赵婀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