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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继支
持河南方言包和服务器自定义配置
后，近日，讯飞转写机再度发布重
磅更新，自动区分不同讲话人功能
上线，为商丘用户带来全新会议记
录体验。

讯飞转写机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讯飞转写机已经在商丘主要党
政机关广泛应用。有用户建议希望
在会议场景下，多人讲话时，讯飞
转写机能自动标记不同讲话人，快
速分类、定位不同讲话信息。产品
负责人接到反馈后立即安排技术人
员进行细致的需求调研，以最快的

速度完成软件版本的开发测试工
作，如期投入商丘市场服务用户。
此外，本次版本更新还新增了字幕
上屏字号大小设置功能，用户可以
根据屏幕大小设置合适的字号。历
史记录编辑页还支持设置加粗、斜
体、下划线、删除线、标记重点等
功能，进一步提高现场办公效率。

用户可通过联系当地商务人员、
拨打4000199199官方客服电话或微
信公众号“讯飞转写机”留言等方式
申请软件版本更新，体验重磅升级
功能。同时，也可通过上述渠道了
解产品详细信息或申请免费试用。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为进一步
巩固我市小餐饮综合整治成果，防止
出现“回潮反弹”，连日来，我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积极响应我市“大干 20
天，确保创建国家卫生城市食品安全
不丢一分”的号召，成立督导组，对
我市小餐饮店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回
头看”。

6月 10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
导组对梁园区实验小学附近餐饮店
铺、白云广场小吃一条街、火车站附
近餐饮店铺“创卫”工作存在问题的
整改情况进行“回头看”。督导组重点
查看了各食品经营单位的店内卫生、

门帘悬挂及防蝇措施等是否达标，食
品的销售安全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对
店内卫生、门帘悬挂及防蝇措施存在
不达标的商家，不按贮存条件要求储
存食品以及违反食品安全操作规程销
售食品的行为当场纠正，指导各经营
者认真把好店内卫生及食品安全关。
对发现的超范围经营商品进行查扣。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店内卫生及食品安
全问题突出、隐患较大的食品经营场
所，要求随行辖区检查人员责令其停
业整顿。

从督查的整改情况看，梁园区实
验小学附近商铺和白云广场小吃一条

街整改情况比较好，防蝇工作还需继
续加强。火车站前附近商铺卫生城创
建工作不好，需要加大整改力度。

6月 12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
导组对商丘火车站和商丘学院周边两
城联创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督导组一行深入单县羊肉
汤、重庆小面等多家食品经营单位，
实地查看证照、三防设施、消毒设施
和环境卫生。目前，商丘火车站食品
一条街所有商户正在进行腾笼换鸟式
升级改造，两家雏形已现；商丘学院
附近食品经营单位正在按照两城联创
食品安全标准整改中。

督导组对近阶段创卫工作中取得
的成绩表示了肯定，针对检查中出现
的问题及下一步创卫工作，督导组强
调要多措并举，加大宣传力度，发放
明白卡，提升全民创卫知晓率；盯死
创卫标准，瞄准创卫存在的薄弱环节
和问题，制订详细整改方案，做好顶
层创卫设计。充分发挥网格化监管优
势，压实责任，任务到人；加强监管
和指导，加大处罚力度，按照规范一
批、整改一批、曝光一批、处置一批
工作原则，精准施策、精准发力，大
干 20天，确保创卫食品安全工作取得
好成绩。

我市对小餐饮店整治“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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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充分发挥12315职能作用
本报讯（记者 白 鹏）今年以

来，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充分发
挥 12315指挥中心的职能作用，充
分发挥机构改革后的全方位市场监
管优势，积极以多形式受理咨询、
投诉、举报等消费维权工作。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消费投诉
举报电话、传真等表达诉求渠道在
门户网站、电视媒体进行公告，为
广大群众消费维权和参与市场监管
创造便利条件，促进服务与监管水
平的提高。建立相对集中的受理机
制。为提高 12315 受理工作水平，
该局专门成立消费者投诉举报中
心，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案件，避
免资源浪费和管理不便等问题。为

进一步提升 12315消费维权服务效
能，该局实行分工协作办理机制，
由消费者投诉举报中心统一履行消
费者申诉举报受理、分流、督办、
汇总、分析职责，确保消费者申诉
举报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有效处
置。

今年 1月 1日至 6月 1日，全市
各级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共接待消费者、经营者来访、来
电、短信等各类案件共13163起；受
理咨询 11101起，受理投诉 1851起，
（其中商品类投诉1005起，服务类投
诉 846起）已处理投诉 1741起，受理
举报 211起，已处理 199起，挽回经
济损失122.25万元。

本报讯 （记者 丁新举）“东方
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
为人民谋幸福……”6月 13日，还没
走进虞城县大侯乡营盘神仙庙大门，
记者就听到了雄壮的歌曲《东方红》。

营盘神仙庙近来拆除神像宣传红
色文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同。

营盘神仙庙位于虞城县大侯乡营
盘村中部商永路南侧，原是一个占地

200平方米的神仙庙，有庙房 3间，房
内供着数尊神像，常有香客来烧香许
愿等。

近来，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红色文
化建设，大力倡导弘扬红色文化，在
大侯乡党委政府的发动下，半年前，
该庙主持胡某决定拆掉神像，将这座
庙宇改成宣传红色文化的阵地。

他们搜集红色文化实物，将搜集

来的红色文化实物放进庙房之内，供
来客重温历史。

如今走进这里，你会看到墙上已
换成了琳琅满目的革命画像，这些画
像有《井冈会师》、《遵义会议》等画
卷，神龛上摆放的是革命战争时期留
下来的大刀、长矛、电话机和冲锋号
等。为了让来客更好地了解这些东
西，胡某还制作一幅幅文字资料张贴

在旁边供大家阅读。
胡某的举措使该庙成了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
价。

“红色文化是一种先进的、光明
的、公正的、高尚的文化，应大力保
护、传承和发展，营盘神仙庙的做法
应该大力推广。”商丘市红色文化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朱新起告诉记者。

图① 6月11日，员工在夏邑县郭
庄农贸区内台资企业金之荣食品工
业公司生产黄杏罐头。该企业生产
的蘑菇、黄桃等果蔬产品，远销欧美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苗育才 摄

图② 6月10日，睢阳区郭村镇沈
梅村村民谢时平拿着收获的土豆笑
逐颜开。他种植的 25 亩荷兰土豆预
产值10多万元。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图③ 6月 9日，游客在宁陵县城
郊乡李子荐国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喜摘甜瓜。该合作社种植的 50 多
亩甜瓜喜获丰收。 徐华新 摄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过程中，商丘
的大街小巷都在发生着“文明蝶变”。在

“拒绝浪费”已成为文明就餐风尚的同时，
也体现着市民文明素养的提升。

“我们点餐一般不会多点，就算剩余一
些饭菜，我们也会主动打包。”在南京路一
快餐店内，市民顾光磊一边打包两个包
子，一边说，以前打包总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大家都养成了自觉打包的好习惯，浪
费饭菜才会感觉脸红不好意思。

小餐桌体现大文明。近年来，我市为
在全社会营造文明礼貌、节俭惜福的良好
氛围，全力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持续深入推进“文明餐桌”行动。

市商务部门与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
合，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舆论氛
围。各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加强宣传，不
断增强市民的文明礼貌、节约用餐意识，
提高了市民参与“文明餐桌”行动等各项

“创文”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目前，我市通过开展“文明餐桌”行

动进校园、进社区、向社会发出倡议书等
活动，“文明餐桌”行动普及面越来越广，
市民的参与度一年比一年高，文明用餐的
氛围越来越浓。

“光盘行动”小餐桌
体现大文明

本报记者 高会鹏

66月月1313日日，，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团结社区工作人员整理居民小区内的车辆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团结社区工作人员整理居民小区内的车辆。。 连日来连日来，，该社区全体工作该社区全体工作
人员深入创建一线人员深入创建一线，，严抓重点区域整治严抓重点区域整治，，对辖区对辖区的背街小巷的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进行彻底清理农贸市场等进行彻底清理，，助力助力

““两城两城””创建工作创建工作。。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

营盘神仙庙成了红色文化宣传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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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 奇）今年

6 月是全国第 18 个“安全生产
月”，市交通运输局紧紧围绕

“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主
题，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
宣传、演练等活动，以增强干部
职工、广大从业人员的安全意
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为提高干部职工安全生产意
识，市交通运输局及局属各单位
相继召开“安全生产月”动员会和
培训会，让工作人员、从业人员在
思想上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

为广泛宣传安全工作，该局
工作人员深入一线，通过开展安
全咨询，悬挂条幅，发放、张贴

宣传资料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
动，向市民、一线职工和工地沿
线群众、管辖企业等宣传安全法
规、制度等，形成了“懂安全、
抓安全、促安全、保安全”的良
好宣传局面。

为了让安全落到实处，该局
干部职工进一线、入公司、到企
业，严把安全质量关，对安全工
作进行巡查，让工作人员和从业
人员把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在工作
中“生根发芽”，避免安全事故
发生。工作人员对公交车、客运
站等进行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查
看车辆的安全工具配备情况及安
全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民权县供电公司

营造安全生产月氛围
本报讯（申思广）为确保全

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开
展，连日来，民权县供电公司突
出抓好“宣、教、练、管”四字
方针，大力营造“安全生产月”
浓厚氛围。

开展好主题宣讲。该局通过
举办“安全生产大讲堂”、“一把
手讲安全”等方式，营造安全氛
围，通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等活
动，提升广大干部职工对安全知
识的知晓率和重视程度。

做好警示教育。借助安全生
产例会、微信工作群、内部网站
等多种宣传平台，以事故事件案
例剖析、电力安全文化建设和安
全科普为重点，发布警示教育
片、典型事故案例和通报，深入
剖析典型事故和身边的事故案

例，分析原因、总结教训。
实施应急演练。通过开展消

防应急演练、度夏应急演练等，
全面提升公司消防和电网突发事
件应急能力，摒弃麻痹、松懈、
侥幸心理。

严抓风险管控。加强施工现
场各项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措施
的执行力度，并加以考核；建立
施工计划和生产组织全过程的风
险管控机制。加大对农村电力设
施隐患排查整治力度。

6 月 13
日，民权县围
棋协会秘书长
沈世堂在昂立
教育课堂辅导
小 朋 友 下 围
棋。为弘扬传
统文化，沈世
堂经常利用业
余时间，为小
朋友传授围棋
技艺。

朱光伟 摄

讯飞转写机功能升级
可自动区分不同讲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