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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8.71%
2 市场监管 6.90%
3 交通运输 3.87%
4 治安管理 2.02%
5 城市管理 1.71%
6 生态环境 1.69%
7 民生服务 1.37%
8 科教文旅 1.03%
9 商贸经济 0.77%
10 民政社区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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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井盖松动噪音扰民 修理排除

市民反映：忠县白桥溪社区广场东路的道路上，
有钢板噪音扰民现象，希望核实处理。

忠县城乡建设委员会回复：经现场核实，噪音是
污水井盖松动所致，工作人员已对污水井盖进行修
理，排除了噪音源。

社区空地焚烧垃圾 宣传教育

市民反映：万州区双河口街道槽房社区龙翔大
道30号附近空地上，有人焚烧橡胶、垃圾，产生的烟
雾扰民，希望核实处理。

万州区双河口街道办事处回复：经现场查看，情
况属实。城管大队队员已向当事人宣传了相关法律
法规，当事人承认了错误，承诺不再焚烧垃圾。

机动车乱停乱放 拖移处罚

市民反映：石柱县南宾镇线市街附近的人行道
上，机动车乱停乱放，市民通行不便，希望核实处理。

石柱县市政监察大队回复：工作人员立即前往
现场，劝离违停驾驶员，对不听劝告和驾驶员未在现
场的车辆进行拖移，并进行相应处罚。

管道堵塞污水外溢 清掏整治

市民反映：黔江区城南街道交通路1110号店铺
附近有一处管道堵塞，致使化粪池污水外溢，希望核
实处理。

黔江区城南街道办事处回复：经现场核实，故障
是因排污管损坏所致，已更换破损管道，并对化粪池
进行清掏，现已整治完毕。

人行道违章搭建 核实拆除

市民反映：南川区鸟巢海湾小区附近人行道上，
有违章搭建现象，希望核实处理。

南川区城市管理局回复：经核实，群众反映情况
属实。已联合西城街道办事处对该违法建筑进行了
拆除。

商铺占道烧烤 规范教育

市民反映：开州区汉丰街道安康街237号附近
商铺占用人行道，设置围挡进行烧烤，影响行人通
行，希望核实处理。

开州区市政园林管理监察大队回复：执法人员
立即对商铺负责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并对店
外经营的设施设备进行整改，要求规范经营，不占用
城市公共道路。

私自改建人行道 拆除批评

市民反映：巴南区南泉街道协信星麓原小区附
近的某汽车服务门店，私自将人行道改建为斜坡，希
望核实处理。

巴南区南泉街道办事处回复：经核实情况属
实。街道城管大队当即对私搭斜坡进行了拆除，并
对涉事商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记者 周松 整理）

这些事还没解决

【新闻延展】

美 好 生 活 热 线 ——《打探》栏目“全民读书月”特别策划

悦己公益读书会成立以来，给参与
者的生活带来了哪些真真切切的改
变？对此，记者采访了几位读书会的成
员。

朱思文：小时候父亲是我阅读的榜
样，但长大后的生活让我慢慢偏离了阅
读的轨道。参加悦己公益读书会后，我
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为取悦自己而
读书。这个理念让我重拾书本，让我重
新找到了阅读给我带来的乐趣。今年
我计划阅读22本书，并开始尝试给每一
本书写一段阅读心得，这样的阅读生活
让我生活更加充实，精神更加丰满。

杨雄：参加悦己公益读书会以来，
我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是喜欢

上了阅读，特别是经典著作、历史文献；
其次，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读书会，让
我结识了许多书友，都是志同道合的
人，扩大了我的“朋友圈”；通过学习，再
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每天沉迷于游戏了，
而是越来越热爱阅读，通过阅读拓宽了
我的眼界和对世界的认知，我能感受到
自己的每一次进步。

蓝萧：每次我都带着孩子来参加读
书会，我们俩都收获很大。通过每个人
对同一本书的不同解读、分享和感悟，
扩展了我们理解这些名著的视野，同时
大大提高了孩子对阅读的兴趣和解读
能力，让我们家庭都沉浸在美好的阅读
氛围中。

民 间 读
书会在我市
悄然兴起。

（图为本
报视频截图）

□本报记者 黄乔

“在阅读中取悦自己，听见自己内心的
力量。”4月21日，由悦己公益读书会举办
的“2022世界读书日特别活动（学会悦己）”
在朝天门来福士某餐厅举行。悦己公益读
书会发起人、会长龙文羽为广大书友们分
享了关于心灵成长的课程。

据了解，该读书会是一个自发的民间
公益组织，成立不到3年时间，读书会成员
已从1人扩大到现在的6000多人。

全民阅读时代，公益民间读书会如何
兴起，并成为助推全民阅读的蓬勃力量？
它在发展中又经历了哪些风雨坎坷？未来
又究竟能走多远？在又一个全民读书月之
际，美好生活热线记者打探了这家民间读
书会。

成立读书会只因热爱阅读

重庆日报：出于什么原因，您发起并成
立了悦己公益读书会？

龙文羽：2019年，我经历了身边一些亲
友的意外离世，忽然意识到，明天和疾病、
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如果有一天死
亡突然来临，我会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所以我开始认真地对
未来进行思考。

我希望自己能找到内心真正的热爱，
并为之燃烧。因为自己从小喜爱阅读，身
边的朋友经常会让我推荐一些书籍，所以
索性自己发起并成立了悦己公益读书会。

但在计划发起读书会之初，有重庆
文化界的前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重庆
目前根本没有做读书会的土壤，还给我
列举了许多让我无法反驳的理由。但我
依然认为，既然阅读是一件利国利民利
人利己的好事，是提升自己和一座城市
整体综合素养的最有效途径，那我为什
么不能去做第一个坚持做下去的人呢？
就算现在没有土壤，那我就去成为重庆
的阅读土壤！

读书会已成立快3年了，现在的重庆已
然展现出属于自己的文化自信，拥有了强
大的文化实力和公益能量，这让我更加坚
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推广全民阅读 对现行学校
课本的知识进行补充

重庆日报：悦己公益读书会主要开展
哪些活动，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意义是什
么？

龙文羽：悦己公益读书会自成立以来，
主要是每周末都坚持在解放碑的重庆书城
开展读书分享会活动。从最早的我一个人
去分享，到现在先后有几十位分享者加入，
我们的队伍正在逐渐庞大。

悦己公益读书会的理念是悦己悦人悦
心，在书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在分
享的内容方面，涵盖了国学、经典、语言沟
通、礼仪、法律、亲子教育、情感问题、历史、
艺术、人生规划、演讲技巧、女性成长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分享的内容都是

在高校课程中没有开设，但是又是人生必
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广全民阅读，
对现行学校课本的知识进行补充，对人们
的认知层面进行扩展。

我希望把一些学校课本涉及不到，但
又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知识从书里找出
来，总结归纳后系统地传递给大家，通过面
对面的分享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促进思考
升级，思维迭代，实现自我幸福力和创造力
的双提升，遇到更愉悦更美好的自己。

不忘初心 成为重庆最大的
公益读书会

重庆日报：悦己公益读书会属于公益
性质，如何运作的？

龙文羽：悦己公益读书会是重庆最大
的公益读书会。从成立以来，一直不忘公
益初心，读书会不仅从没收过参与者一分
钱，还想方设法为参与者争取到政府部门
或者爱心企业提供的小礼物。

我们每周末的读书会固定场地是由新
华书店友情提供，有时还会应市委宣传部、
市妇联、区妇联、社区街道、学校的邀请深
入社区街道、企业学校等进行宣讲。

资金和人员缺乏是发展中的
“绊脚石”

重庆日报：悦己公益读书会属于自发
兴起的民间组织，是否得到相关部门认

证？读书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哪些阻碍？
龙文羽：我们是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

但没有去民政局进行备案，只能挂靠在已
经备案的阅淘读书联盟下开展活动。因为
备案涉及到一些成本费用，而我们所有的
运作都是全程公益，没有成本和工作人员
去做备案。

因为是公益组织，发展最大的阻碍就
是资金和人员缺乏。我们几乎没有资金来
源，所以在发展过程当中，靠的都是自己的
一腔热血，一腔赤诚去进行感染力转化。

我们所有的志愿者也都没有任何费
用，所以人员流失是必然的。因为不少人
可能一次两次可以做一做公益，能长达几
年时间去坚持的，寥寥无几。

同时，我们还存在竞争对手，一些商业
的读书会有“挖墙脚”行为。比如，我们公
益系列活动的一些学员，就被商业读书会

“挖走”了。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就
这样流失了，这也是公益读书会发展艰难
的重要原因之一。

阅读好习惯需要长期坚持

重庆日报：疫情之下，为什么还要坚持
线上线下做读书会活动？

龙文羽：我认为，疫情影响和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方式，但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更
好自我，追寻更美好人生的绊脚石。

好习惯的养成需要长期的坚持，一旦
放松下来，活到老学到老的好习惯可能就
会终结于此。所以，我们在疫情之下，也坚
持线上读书会和线下小范围的读书心得分
享，争取做到既配合防疫政策，又不失学习
热情。

希望政府对基层力量给予更多扶持

重庆日报：重庆如何扩大公益读书组
织，助推全民阅读，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龙文羽：政府对全民阅读推广是有专
项经费的，建议政府部门对基层力量给予
更多的扶持。比如，可以对我们的公益志
愿者设置一些奖励举措，这样才能让我们
有人才保证，后继有力。

同时，对公益性质的读书会和商业性
质的读书会，也应当加以区分，并实行不同
的政策对待，对公益读书会更多一些宣传
鼓励，对商业读书会加强监管力度，对其资
格审查应该更严格。

最后，对民间读书会合法性认定问题
也亟待解决。对很多没有雄厚资金背景达
不到注册要求的公益读书会来说，建议给
予政策倾斜，让民间读书会能够达到注册
门槛，得到“官方认可”。

读书会兴起全民阅读新力量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记者近日从
市总工会获悉，截至2022年3月底，全
市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组织435
家、覆盖职工4.5万人、发展会员3.6万
人。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部署，我市
积极开展快递从业人员集中入会行动，
去年以来联合市邮政管理局督促指导
10家市级头部快递企业成立工会、发展
会员3000余人。

目前，市总工会正与市交通局联合
制定《关于推进货车、网约车等新就业形
态领域建会入会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督促指导各区县道路运输行业中符
合建会条件的货运企业和在市交通局及
直属单位批准或备案符合建会条件的网
约车企业建立工会。

同时，与人社、商务、市场监管等部
门和行业协会沟通衔接，着力推动外卖
配送行业在渝头部企业、下属企业以及
挂靠企业、加盟企业等关联企业建立工
会。

各区县正在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入会试点扩面工作。

快递小哥有了自己的工会
全市已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工会组织435家

□本报记者 周松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分布广泛、就业灵
活、流动性强，如何保障他们的权益，一直是
一个难题。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市总工会
副主席孙玉涛。

重庆日报：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呈
现出什么状况？

孙玉涛：与2015年相比，2020年我国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减少1150万人，第三产
业从业人员增加2961万人。特别是在第三
产业中，以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
外卖配送员等为代表的新业态就业群体大
量涌现，成为我国职工队伍的新生力量。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
与传统意义上的职工相比，这一群体具有
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机会互联网化、工作
时间碎片化、就业契约去劳动关系化、流动
性强、收入不确定等特点。

重庆日报：新就业形态会给工会工作
带来哪些挑战？

孙玉涛：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面对现
实存在的劳动关系认定较难、社会保障较欠
缺、生存状态较差、组织程度偏低、权利救济
困难等问题，简单遵循旧有模式、固有方法
肯定是行不通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与货运
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主动联系和关心服务，突出
工作重点，整合力量资源，改进方法手段，探

索与之相适应的建会入会、维权服务途径方
法，切实把他们团结好、凝聚好。

重庆日报：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出
台了哪些保障政策？

孙玉涛：目前，中央和市里都出台了不
少的相关保障措施。

去年，国家人社部等8部委《关于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从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
任、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优化劳动者
权益保障服务、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
机制等方面提出规范意见。

针对我国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特点，《指
导意见》从确定劳动关系着手，对规范用工作
出要求，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
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
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
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
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中华全国总工会也发布了《关于切实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意
见》，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建会入会，最大限度吸引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加入工会。

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等11个部门出台
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
权益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提出
二十一条具体措施，明确规定依托平台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
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平台企业采

取劳务派遣、外包等合作用工方式的，与合
作企业依法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针对传统的工伤保险制度无法覆盖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问题，目前有关部门正
在研究制定《重庆市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实施暂行办法》。

重庆日报：如果出现矛盾纠纷，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有什么维权渠道？

孙玉涛：除了普通的就业维权渠道如
劳动仲裁外，去年市总工会与市司法局联
合制定《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权益纠
纷调解工作指引》（下称《工作指引》）。

《工作指引》提出，依托工会劳动争议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探索对网约配送员、
网约车驾驶员、网约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
师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互联网平台企业
间劳动保障权益纠纷解决的新路径。

《工作指引》明确要求，人民调解员在应
当就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可能导致的
法律后果明确提示，引导平台企业与劳动者
在明确知晓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促使自
愿达成调解协议或者选择采取其他合法的
方式解决争议。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双方
可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30日内申请人民法
院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功的，也要告知当事
人维护自己权益的其他合法途径。

《工作指引》发布以来，全市各区县总
工会劳动争议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计受
理新就业形态劳动保障权益纠纷92件，达
成调解协议34件，涉及金额31万元。

如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重庆日报记者对话市总工会副主席

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市民来电：江津区双福街道枫林路外环跨线桥
面两边的防护网破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核
实处理。

市民来电：巫山县当阳乡红岩村的垃圾长时间
堆积，未及时清理，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巴南区花溪街道花溪轻轨站4号出
口，有大量黑车在周末、节假日期间非法营运，希望
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涪陵区大顺乡柏坪村7组的乡村道
路一直未进行硬化，存在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居民出
行，希望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5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