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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同安区重大
NOPQ昨日，
办获悉，同安区省、市重点项目同
安东路 （同新路—民安大道段）
第一标段已完成国道 324复线跨
线桥和人行天桥两大主体工程，
目前正在进行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工程——
—国道 324线跨线桥。项
目进展顺利，第一标段有望在年
底具备通车条件。
昨日上午，在国道 324线跨
线桥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有
数台打桩机在进行作业，工人们
有条不紊地进行桩位钢筋的焊接
作业。
“国道 324线跨线桥以北的
桩位、桥梁已经完成，跨线桥以南
的桩位施工也进行快一半了。”中
国第四冶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同
安东路 （同新路—民安大道段）
第一标段项目总工李祥臣介绍，
如果天气“给力”的话，国道 324

线跨线桥预计今年 10月可完工。
李祥臣介绍，
同安东路（同新
路—民安大道段）第一标段长 5.
4
公里，北起同新路，南至洪塘镇石
浔村，项目包括三大桥体主体工
程及 17道涵洞工程、
5.
4公里路
基及路面工程。其中，
两大主体工
程已经完成，涵洞、路基及路面工
程稳步推进中，地下部分的雨污
水管及排水箱涵完成进度约
80%。
据悉，
同安东路（同新路—民
安大道段）项目北起现状同新路，
向南 上 跨既 有 G324线 和 G324
复线，下穿福厦铁路和沈海高速
公路，终点接环东海域既有东界
路，
路线长 6.
72公里。该道路设计
为城市主干路，主车道双向六车
道，
辅道双向四车道。同安东路建
成后，将成为同安区东部及北部
的又一快速通道，连通同安区和
翔安区，快速连接岛内与同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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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同安区居民进出厦门岛将更
加便捷。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同安东
路（同新路—民安大道段）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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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fghQ昨日，海沧区司法局
打造的“AI
+家庭律师”小程序
正式上线，在海沧区定居或工作
的市民可免费签约，获取专属的
法律咨询服务。据悉，
“AI
+家庭
律师” 项目的模式为全国首创，
是海沧区司法局完成机构改革后
推出的第一项创新举措。
“‘AI
+家庭律师’ 借鉴家
庭医生的服务模式，解决法律方
面的‘疑难杂症’。”海沧区司法
局法务科负责人介绍，海沧区司

法局打造的“法治海沧”微信公
众号此前加载了“法律公共服务
云平台”，提供 AI法律咨询服
务。此次，
“AI
+家庭律师”项目
整合 AI法律咨询服务、合同文
书下载和法律工具等海沧公共法
律服务云平台的功能和海沧区三
级公共 法律 服 务平 台的 律 师资
源，为市民提供普惠式、公益性、
可选择的公共法律服务。
据介绍，
“AI
+家庭律师”项
目邀请了海沧区街道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和村（社区）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室等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的
67位律师入驻，擅长领域涉及劳
动纠纷、
婚姻家庭、
刑事辩护等，
每
位市民最多可签约 5位律师。
市民关注“法治海沧”微信
公众号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AI
家庭律师”，
即可进入“AI
+家庭
律师”小程序。注册及实名认证
后，可在该小程序上与律师免费
签约，获取专属的线上法律咨询
服务。目前，
该项目仅面向在海沧
区定居或工作的市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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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正值农民春耕，翔安区实施的
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惠农政策如春
雨一般来得及时，帮助翔安农民
做好今年的农业生产。
据了解，
翔安区从 2008年开
始实施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惠农政
策。截至去年年底，
翔安区共发放
购机补贴资金 2275万余元，
补贴
农机具 5951台，受益农户 3444
户，
补贴资金量居全市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翔安区
成立了闽翔兴和兴源博两家农机
专业合作社。目前，
厦门有 3家农
机专业合作社，
翔安区占两家。翔
安区依托这两家农机专业合作社
在内厝镇进行马铃薯全程机械化

示范点建设，以带动周边马铃薯
主产区实现耕、种、管、收四个环
节的全程机械化。
“今年比以前力度大，尤其
是插秧机，跟水稻有关的设备补
贴力度非常大，
达 60%—70%。”
厦门顺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张
志顺透露，无论是农机使用大户
还是农机专业合作社购买的轮式
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以及配套
的起垄器等农业机械，都可以享
受至少 45%的农机购置补贴。
为消除无证驾驶等安全隐
患，淘汰落后农业机械，市、区出
台了拖拉机驾驶证免费培训、拖
拉机报废补贴政策。截至去年年
底翔安区共免费培训拖拉机驾驶

证 122本，报废补贴拖拉机 15
台。
据悉，去年，厦门市农户申请
购置的机具种类涉及十大类，比
上年有所增加。农机部门还特意
推广 了一 批 适合 厦门 特 色的 农
机，
比如根茎作物播种机、果蔬烘
干机、
简易保鲜储藏设备、水稻插
秧机等。
目前，翔安区已常态化接受
农户申请购置补贴备案工作，今
年翔安区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
270万元，占全市购置补贴资金
450万 元 的 60%，待 市 级 开 通
2019年度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系
统后，
将正式启动补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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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段同安东路 （同新路—同安大
道段）也已完成征拆工作，目前正
在打桩。该项目预计在明年春节
前具备通车条件。届时，
将串联起

同安大道、
同新路和同安东路（同
新路—民安大道段） 三条交通大
动脉，有效盘活同安区北部交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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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向社会大众
广泛普及健康知识，提高流动人
口对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
知晓率，
翔安区马巷镇在滨安社
区广场举办了“维护人人健康·
迈向全面小康”2019年世界卫
生日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宣传
活动。此次活动由翔安区马巷镇
卫计办主办。
现场，
卫计部门设点宣传计
生相关政策并免费发放避孕药
具等宣传物品。此外，
马巷食安、
道安、综治、安监等部门也设立

了咨询服务台，提供政策咨询、
安全宣传等服务。现场，市民还
能免费量血压、测血糖、抽血，听
医护人员讲解健康知识和保健
方法。
据统计，本次活动马巷镇卫
计办共发放了流动人口宣传手
册 1500余份，
计生宣传品 2000
余份。活动既加大了马巷镇卫生
计生工作宣传力度，也提升了流
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
务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有效营造
了关注、
关爱流动人口健康的氛
围。
:$%#&9!!

无名氏 女 救助 编
号：
19041302，该人在
西安往厦门的列车上江
西省东乡站被发现，短
发 ， 身 高 大 约 150厘
米，
上身穿紫红色毛衣，
黑色裤子，无法说明自
己的身份信息，联系电
话：
51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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