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社保卡应用将进一步拓展
逐步实现社保各业务环节全面应用

酒店预定量环比增长近4倍

横琴旅游市场有望迎来复苏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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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芳报道：近日，
记者从市社保基金管理中心获悉，
我市在全面应用社会保障卡（以下
简称“社保卡”）发放各项社保待遇
的基础上，社保卡的身份凭证、信息
记录、自助查询、缴费和待遇领取等
功能将进一步强化，逐步实现社保
各业务环节全面应用社保卡，为广
大参保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
的经办服务。

社保卡兼具金融功能

据市社保中心主任张国斌介
绍，社保卡是应用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领域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的多功能智能卡。社保卡内设金
融账户与医疗保险账户，并实行分
账管理，金融账户的资金管理、安
全保障与银行借记卡完全相同，具
有现金存取、转账等金融功能，免
收金融账户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
费。此外，每月省内跨行取现前三
笔免手续费。目前，我市已发放社
保卡252万张，基本实现了人群全
覆盖。

社保卡服务功能将进一步
拓展

据介绍，我市已全面应用社保
卡发放各项待遇，职工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等各项社保待遇都通过
社保卡发放。以城乡居民养老金
为例，从2019年12月1日起，我市
全面使用社保卡发放城乡居民养
老金。凡新申领城乡居民养老金
的人员，统一通过社保卡发放待
遇；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但尚未
持有社保卡的人员，申领社保卡
后，养老金统一发放到社保卡金融
账户。原来通过普通银行账户领
取待遇的人员，申领社保卡后，将
逐步过渡使用社保卡领取待遇。
在此基础上，我市将进一步拓展社
保卡服务功能，全面实现参保登
记、社保费缴纳、关系转移、权益查
询、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等全流程

使用社保卡，进一步提升数字化管
理服务水平。

全市61个银行网点实现即
时发卡

据了解，尚未持有社保卡的居
民，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到珠海社保
卡合作银行任一网点申请办卡并激
活，全市已有61个银行网点实现即
时发卡。此外，对于高龄或行动不
便的人员，发卡银行可提供上门服
务。张国斌提醒，根据银行安全管
理规范，为保证资金安全，金融账户
6个月未使用将自动锁定，锁定后须
本人到银行柜台办理激活方可继续
使用金融功能。

本报讯 记者李灏菀 杨洋报道：
国庆、中秋“双节”即将来临，记者从
横琴多个旅游景点获悉，节前各景点
陆续推出优惠政策，门票销售情况良
好，酒店预定火爆，部分房型长假期
间已销售一空。携程提供的数据显
示，7月以来，“横琴”作为搜索关键
词，搜索量环比增长114%，横琴酒
店预订环比增长396%。携程集团
公共事务部高级经理杨辉表示，横琴
文旅产业呈现出全面重启和加速态
势，预计今年“双节”长假期间，横琴
旅游市场将迎来复苏高潮。

丰富主题活动吸引客源

今年4月，横琴新区出台了《横
琴新区应对疫情促进旅游市场消费
扶持措施》，新增6000万元资金助
力横琴旅游市场恢复。

在国庆、中秋假期到来之际，为
推进和加快横琴旅游业复工复产，
长隆海洋王国、横琴星乐度·露营小
镇、狮门娱乐天地、横琴国家地理探
险家中心等景点纷纷推出假期主题
活动吸引游客。

记者了解到，横琴星乐度·露营
小镇将于10月1日起推出“永不落
幕的星乐度·YEAH绚烂主题狂
欢”主题夜游活动，为游客呈现形式
多元、主题鲜明、富有“潮玩”文化特
色的夜游活动。

“我们计划在国庆期间推出‘心系
祖国庆双节’主题活动，还有一连8
天的国庆特别版烟花表演，将为游客
带来一场冲击力十足的视觉盛宴。”
长隆海洋王国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业界预期长假将迎来客流高峰

记者走访横琴多家酒店发现，
随着各景区门票优惠热潮，许多高

星级酒店亲子、家庭房型已经预订
一空。珠海大横琴泛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高级品牌经理陈博告诉记者，
今年“五一”、端午节假日期间，星乐
度特色住宿单元连续保持入住率
100%，单日入园量突破了 2500
人。“截至目前，我们特色住宿单元
的预订已经全部满了，星乐度酒店
预订率达到了75%。”陈博说。

经济型公寓的预订量也直线上
升，“这两天疯狂上单，真是好久没看
到这种景象了。”横琴迎海国际公寓
酒店的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借助国
庆假期弥补上半年疫情造成的损失。

“在今年暑假期间，狮门娱乐天
地和横琴国家地理探险家中心两个
乐园的入场人次不断刷新开园以来
的最高纪录，乐园运营也基本恢复
到疫情前的水平。”珠海横琴创新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即将到来
的国庆假期，预计将会迎来游玩高
峰，并超出去年水平。

防疫措施依然不放松

记者从长隆度假区官网了解
到，应疫情防控要求，长隆海洋王国
实行分时段入园管控措施，已购买
园区门票的游客，可提前预约或入
园当日预约。

为实现无接触服务，横琴创新
方建议游客提前进行线上购票，并
表示每日将对员工进行不定时体温
检测两次以上，确保每一名工作人
员健康上岗。横琴星乐度·露营小
镇则表示工作人员将着重对园区内
随意摘除口罩、随地吐痰、不按规定
就餐等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不文
明旅游等行为进行劝诫，切实维护
好景区游览秩序，为每位游客营造
一个文明、安全、卫生的旅游氛围。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近日，
由中国旅游协会、全国休闲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主办的2020中国休闲
度假大会在四川遂宁举办。会上，
推选出8个“2020中国休闲度假案
例”，位于珠海横琴的中国首个房车
露营旅游示范基地——星乐度·露
营小镇入选。

星乐度·露营小镇是珠海大横
琴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特色休闲
旅游项目，以“露营+”为概念，致
力于打造集特色住宿、奇趣游乐、
户外运动、拓展教育、特色美食为
一体的全年龄段休闲旅游目的

地。今年以来，星乐度·露营小镇
凭借“用心、用情、用功、用爱”的运
营理念和优质服务，在疫情防控、
接待珠海援鄂医疗队休整、引领旅
游市场复工复产等方面冲锋在前，
展现了横琴新区国有企业的责任
担当。

据介绍，由星乐度创新设计的
特色夜游演艺系列活动也将于此次
国庆长假期间全新上线，特别为游
客准备了“旗舞飞扬贺国庆”和“鼓
乐声声庆中秋”等演艺节目，营造热
烈的节日气氛，力争打造“文旅+节
庆+演艺”的精品项目。

星乐度·露营小镇
入选“2020中国休闲度假案例”

本报讯 记者马涛报道：9月26
日上午，在国庆、中秋“双节”来临之
际，香洲区妇联妇女儿童心灵驿站
组织近20个单亲特困母亲、困境儿
童家庭开展“庆国庆·迎中秋”亲子
活动，通过亲子互动游戏、DIY冰皮
月饼、手工灯笼等活动，让他们提前
感受节日的气氛和欢乐。

活动在愉快轻松的“亲子节奏
拍”热身运动中拉开帷幕，心灵驿站

心理咨询师李凤珍精心设计了“亲
子默契考验”“亲子指尖合作”等游
戏。在游戏中，孩子和家长彼此敞
开心扉、增进感情。

游戏之后，家长和孩子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开始制作冰皮月饼，一起捏
面团、包馅、用模型做出了一个个香
甜的月饼。月饼做好后，孩子们品尝
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并把月饼带回
家分享给了家人。圆圆的月饼诠释
了孩子们心中追求美好与团圆的梦
想，也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妇
联组织对他们浓浓的爱。

接下来的扎灯笼活动，不仅让

亲子之间的合作更加默契，还让
孩子们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我希望以后能多些这样的活
动，在活动中我能认识很多好朋
友，学到很多知识，很快乐！”“感
谢党和政府时刻关心我们这些身
处困境的人，相信我们的生活一
定会越来越好！”对于本次活动，
孩子和家长如是说。

据了解，近年来，香洲区妇联
每年投入财政资金20余万元，累
计筹集社会爱心资金300余万
元，精准帮扶香洲区单亲特困母
亲、困境家庭儿童等困难群体。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吴梓昊报
道：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斗门区
多地开展活动庆祝节日，弘扬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喜庆、文
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9月26日，白藤街道青年之家
联合白藤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
展“携手邻里迎中秋，拥抱祖国庆国
庆”主题活动，20多个家庭参与。

活动现场，社工向青少年介绍
了中秋节的由来和从古至今人们欢
度中秋的习俗。孩子和家长们纷纷
与社工互动，分享记忆中过中秋节
与国庆节的趣事。在手工制作灯笼
的环节中，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
和社工的帮助下，很快就做好了灯
笼。“平时很少有空陪伴孩子，今天
一起做灯笼，拉近了和孩子的距
离。”家长黄先生说。

9月26日，斗门镇斗门社区居
委会携手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在斗门社区市民艺术中心开展

“团圆过中秋·快乐迎国庆”亲子活
动。

活动现场，瑞众社工带领大家
开展猜灯谜活动。现场还设置了

“品尝月饼比赛”活动环节，面对口

味众多的月饼，参与者们一一品尝，
不少市民都能快速而正确地说出所
尝月饼的口味。瑞众社工还精心设
计了“DIY小红军包”环节。“今天我

做了一个好看实用的红军包，回
去要继续学习关于红军的历史知
识。”活动中，8岁的陆宇轩告诉
记者。

浓浓亲子情 共迎佳节至
香洲区妇联开展“庆国庆·迎中秋”亲子活动

团圆过中秋 快乐迎国庆
斗门区多地开展活动庆“双节”

26 日，斗门镇斗门社区居民
委员会携手珠海市瑞众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在斗门社区市民艺术中心

开展“团圆过中秋·快乐迎国庆”亲
子活动。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25
日下午，第十一届（2020 年度）珠
海理财精英榜评选活动在珠海电
视台新闻发布厅圆满落下帷幕。
来自我市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
16家金融机构经过1个多月的层
层评选、激烈角逐，最终评选结果
揭晓。其中，获得“金牌理财精英
团队”的共有14家机构、获得“金
牌理财师”的共 8人、获得“珠海
市民喜爱的理财产品”的共 20
个。

本届珠海理财精英榜评选活
动是由珠海传媒集团联合珠海市
银行业协会、珠海证券期货业协
会、珠海市保险行业协会共同主办
的。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有16家
金融机构报名参与，4月17日正式
启动。在主办方的精心组织和积
极推动下，历时26天，通过全媒体
覆盖方式进行宣传报道，在《珠海
特区报》《珠江晚报》显著版面对所
有参评项目给予展示，珠海电视
台、珠海电台对活动进行连续性推
广报道，同时由《珠海特区报》微信
公众号、观海APP对参评项目予以
同步宣传，极大地提升了活动的影
响力和参与度。

为普及金融理财知识，向市
民提供权威、便捷、丰富的金融理
财渠道和投资方式，自2010年起
至今，我市已连续举办了11届年
度性珠海理财精英榜评选活动，
在我市金融界引起强烈反响。随
着珠海理财精英榜评选活动规模
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该活动已
成为珠海金融行业一年一度极具
权威性、影响力和标杆作用的品
牌活动。活动评选出的“最佳理
财师”“金牌投顾”“理财精英团
队”以及“最受珠海市民欢迎的理
财产品”等奖项，已被珠海市民高
度认可和追捧，成为珠海投资者
的理财投资指南。

第十一届珠海理财
精英榜“出炉”
14家机构获评

“金牌理财精英团队”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为应
对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拱北口岸
前往澳门旅客扎堆拥堵，提高通关
效率，根据珠海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工作部署，交
通部门将在“双节”期间对拱北口
岸往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方
向开通两条免费专线。

26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为提高通关效率，分流通关
旅客，“双节”期间将开通两条免
费专线。一是拱北口岸公交总站
（6:50-19:30）至港珠澳大桥珠海
公路口岸站（7:30-20:00）免费公
交专线，途经人工岛人工便桥。二
是拱北口岸右侧应急通道至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9:00-16:00）
免费专线，途经大桥连接线。

国庆期间我市将开通两条免费专线
提高通关效率 分流通关旅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