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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的传说”研讨会在鄄城举行，专家学者：鄄城尧文化资源丰富，进行开发可行

千千年年古古县县绽绽放放““尧尧文文化化””非非遗遗魅魅力力
本报鄄城12月2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房正)
12月1日，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尧的传说”研讨会在山东鄄
城举行，来自中国民俗学会、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山
东社会科学院等多所机构的7
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尧
的传说”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
值信念，以及下一步如何健康
有序地开展保护与传承工作。
专家认为，鄄城有着丰富的尧
文化资源，围绕“尧文化”进行
开发是可行的、必然的。

鄄城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
祥地之一，素有“古鄄”之称。

《吕氏春秋》记载：“尧葬于谷
林”。根据2015年11月帝尧陵历
史文化研讨会的研究结论，尧
陵就在距鄄城县城七公里的富
春乡谷林。“此处汉代立有‘帝
尧碑’，现今明代‘祭文碑’、清
代‘谷林云日’石牌坊尚存。尧
陵2006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
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鄄城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传国称。

“鄄城县十分重视对尧舜文

化的保护和开发，2012年初，对
尧陵清代‘谷林云日’石坊进行
了保护性发掘。2013年投资1000
多万元，修建了通往尧陵的景观
大道等基础设施；聘请上海交大
规划设计院编制了《帝尧陵文化
旅游风景区开发建设总体规划》
和详细性规划。2015年经考古勘
探在尧陵地下发现了14万平米
的龙山文化遗址，举办了10多位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尧陵
历史文化研讨会。”菏泽市委副
书记、鄄城县委书记张伦表示，
2019年3月，在鄄城历山古遗址
地下，经考古勘探发现了17万平

米的龙山文化遗址，这是迄今为
止菏泽市境内规模最大的龙山
文化遗址。

研讨会上，专家们结合之
前对鄄城谷林尧陵、舜耕历山
古遗址、雷泽湖畔、华胥故里等
地的实地调研、考察，结合当地
村民以口述形式流传下来的原
汁原味的“尧的传说”故事，从
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述了“尧
的传说”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
揭示了帝尧文化博大精深的人
文底蕴，高度评价了该非遗项
目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
值。

小小微微企企业业一一次次性性创创业业补补贴贴
提提高高至至22万万元元

本报菏泽12月2日讯(记
者 周千清)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从菏泽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为
全力推进就业优先政策落
实，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
资金使用效益，鼓励创业带
动就业，促进菏泽市经济发
展，菏泽提高一次性创业补
贴标准及扩大享受范围。

据悉，根据《关于进一步
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
的意见》(鲁政发〔2015〕21
号)、《关于印发<菏泽市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菏财社〔2019〕18号)精
神，提高一次性创业补贴标
准及扩大享受范围。

补贴范围和条件为首次
领 取 小 微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2013年10月1日以后登记注
册)、正常经营12个月以上(申
请补贴时仍正常经营)，在创
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
的创业人员(企业法人)、离
岗或在职创业的乡镇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不受在创
办企业缴纳社会保险限制)。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以及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小
微企业同等享受创业扶持政
策。

其次，首次领取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2013年10月1
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
12个月以上(申请补贴时仍
正常经营)，以个体工商户或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
社会保险费的创业人员。

补贴标准为创办小微企
业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
由1 . 2万元提高至2万元。创
办个体工商户的，给予5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所需
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或市级
创业带动就业扶持资金中列
支。每名创业人员、每个企业
只能领取一次。

申领程序为，符合条件
的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向
注册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应
提供以下材料：营业执照原
件及复印件、近12个月财务
报表等。创业者《就业创业
证》、社会保险缴费等信息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自行
核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将补贴
资金支付到单位在银行开立
的基本账户(个体工商户支
付到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
户或个人银行账户)。此标准
自2019年11月26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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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定陶区‘美式正骨贴穴科’从美国
引进美式正骨仪和美式整脊枪、美式
骨络机骨科设备。主治：顽固性颈椎
病，头疼头晕，肩周炎，骨质增生，四肢
麻木，脊柱侧弯，腰椎间盘突出，腰椎
滑脱，椎管狭窄，股骨头坏死，膝关节
增生变形。解决了置换关节的风险和
痛苦！可自带手机拍照，当场验证疗
效！贴穴拔毒乳腺增生，糖尿病，各种
胃炎、溃疡。一定要带近日血糖化验

单、乳腺b超单、胃镜报告单验证疗
效。

届时采用腰骶测骨仪、水平测骨
仪、垂线测骨仪等专科诊断设备，开展
对颈、胸、腰、骨盆、四肢全身骨科大查
体活动，持本广告全额免费！
定陶区‘美式正骨贴穴科’ 乔大夫
手机.微信号：15653483285
地址：定陶区兴华路与陶驿路口西50
米路南，西城派出所西邻

义诊通知：免费骨科查体

本报讯(通讯员 张志贤) 为进
一步提高客货车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
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12
月1日，鄄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走进当
地公共汽车公司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活
动，向驾驶员发放《致客货车驾驶人亲
属的一封信》，全力做好冬季交通管理
宣传警示工作。

活动中，民警向企业的驾驶员、安

全员进行了交通安全宣讲，通报了近
期辖区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
法，详细讲解超员、疲劳驾驶、酒后驾
驶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
宣讲文明交通常识和注意事项，倡导
每位员工做遵守交通法规的模范。

随后，民警向驾驶员们发放《致客
货车驾驶人亲属的一封信》并一一检
查即将发出客车的安全装置。

鄄鄄城城交交警警走走进进公公共共汽汽车车公公司司
开开展展交交通通安安全全宣宣讲讲活活动动

菏菏泽泽市市职职业业卫卫生生执执法法人人员员
业业务务能能力力提提升升培培训训班班举举办办

本报讯(通讯员 朱坤平)
日前，菏泽市职业卫生执法

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举
办，举办内容包括新时代如何
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等。

据悉，为进一步提高菏
泽市职业卫生执法人员业务
能力，决定在菏泽举办菏泽
市职业卫生执法人员业务能
力提升培训班。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新时
代如何开展职业病防治工
作；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监测和申报；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其控制措
施；职业健康监护及档案管
理；职业卫生监督，行政处罚
信息报告培训人员。

培训人员包括各县区卫
生健局负责职业健康行政执
法的分管负责人和科室负责
人 ;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机构
负责人、负责职业健康行政
执法的分管负责人和3名职
业卫生执法人员 ;市正生健
康综合执法支队相关人员。

研研讨讨会会现现场场。。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齐齐鲁鲁壹壹点点记记者者 牟牟张张涛涛 摄摄研讨会现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牟张涛 摄

本报菏泽12月2日讯(记者
周千清) 日前，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壹粉“哇咔咔咔6518”
在齐鲁晚报官方客户端齐鲁壹
点情报站发来情报,称自己所
在的小区菏泽市东明县东方世
纪城小区物业，存在乱收费现
象，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接到
情报后,第一时间与当事人取
得联系，并咨询相关部门。

壹粉“哇咔咔咔6518”发来

情报称，自己所在的小区，菏泽
市东明县东方世纪城小区物业
乱收费。壹粉说，所谓乱收费，
主要源于小区的中央空调。

“这都几年了，也没有管
的。”壹粉说，他们小区用的是
中央空调，统一使用中央空调
制冷和取暖。“当时买房的时候
他们说根据流量收费，用多少，
收多少。但是现在却变了法，现
在是按建筑面积交费。”他说，
他们小区物业出新规，不但现
在按建筑面积交费，而且不用
中央空调仍然要上缴百分之三
十的空调运行费。壹粉“哇咔咔
咔6518”说，更让他接受不了的
是，即便交了空调运行费，物业
仍要限制用电。

“我们小区电费是物业代
收，业主交了空调运行费，物业
一个月却只给交100块钱的电
费。如果不交空调运行费，一个

月就只给交15块钱的电费。”壹
粉无奈地说，感觉物业是用这
种方式在逼着业主使用中央空
调。“本来中央空调用起来是方
便的，但是冬天温度根本就上
不来，在室内穿棉袄都不暖和，
一点也不方便，交了中央空调
的钱，还得要自己开空调。”壹
粉觉得，物业公司此举，是强买
强卖，对业主一点也不公平。

东明县东方世纪城小区物
业关于中央空调的收费是不是
合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联系到东明县房管中心。“我们
这里也收到了业主的投诉，工作
人员正在处理。”工作人员说，关
于东方世纪城小区中央空调取
暖温度低，不用中央空调限制用
电等问题，工作人员已经找该小
区物业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已经
在处理中，会做出一个合理的处
理方案。

不不用用中中央央空空调调就就限限制制用用电电？？
菏泽一小区物业收费引业主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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