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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周日来袭降温降雨
午间晴热气候还将持续三天

本报讯(记者王芳)寒露
过后，秋意渐浓，早晚略显凉
意。本周末，又一股新冷空气
即将到来，终结这几日副热带
高压带来的午后炎热。据市
气象台预计，13日起，蒙蒙冷
雨将我市的最高温将降至
28℃，夜晚将降至24℃。这
是逐渐迈入秋季的节奏，天气
起变化，大家要即时撤下夏日
吊带衫换上长衣长裤。

上一股冷空气实力实在

太弱，仅让珠海维持了两天
较为清凉的天气，就被副热
带高压反扑，使这几天的午
后又回到夏日的热度。但
是，这必竟是在迈向秋日的
过渡期，珠海夜晚的空气里
流动的是清凉的风，还是十
分舒爽的。

珠海一般是在 11月初
秋季才会真正到来。此阶段
秋的过渡期就是一场“拉锯
战”，逐渐壮大的冷空气最终

还是占据统领位置，副热带
高压将退回南海偃旗息鼓，
那时真正的秋天也就到了。

据悉，即将在周日到来
的冷空气力道就稍微强一
些，给珠海带来降温幅度也
将大一些。因为，19号台风

“海贝思”已跃升为17级以
上的超强台风，虽然这个超
大的“家伙”目的地是日本，
不会对珠海造成影响。但它
用超强的吸力引流了冷空气

大举南下，午间的晴热大家
再忍受三天吧。

据市气象台预计，10日，
大致天晴，午间较热，气温
26℃-32℃；11 日，大致天
晴，午间较热，气温 26℃-
32℃；12日，多云，有阳光，
午间较热，气温26℃-33℃；
13日，阴天间多云，有几阵雨
或雷阵雨，气温24℃-28℃；
14日，阴天间多云有小雨，气
温24℃-28℃。

本报讯(记者王芳）记者
9日获悉，已实现了参保人看
大病“第三重”保障的珠海市
附加补充医疗保险“大爱无
疆”，自8月底在全市启动权
益确认以来，已有41.85万人
完成权益确认，请尚未完成
权益确认的参保人尽快确
认。

84 岁的古富珍是珠海
第一批附加补充医保的受
益者，她在 2018年 12月底
因多种并发症入院后，才
让孩子为她自己参保。此
时，珠海附加补充医疗保
险“大爱无疆”政策刚刚

“落地”，古富珍儿子说，如
果没有附加补充医保的

“及时雨”，面对高额的医
疗费用他得卖房为妈妈治
病，幸福的家庭生活会因
此“一落千丈”。

自2019年1月1日起实
施的珠海附加补充医保“大
爱无疆”，参保费每人每年仅
190元，实现了看大病的高

保障。同时，参保的“三不排
除原则”不排除老人、不排除
病人、不排除已享受重大疾
病待遇人员，突显出政策的

公益性、非营利性、创新性。
不少参保人纷纷点赞，他们
表示，这项惠民医保政策让
大病患者敢看病了，也看得

起病了。
截至10月7日，附加补

充医保参保超103.95万人，
占全市基本医保参 保人
54.71%，其中有医保个人账
户参保人成功投保 94.4 万
人，占全市有医保个人账户
参保人的88.2%；没有个人
账户的参保人自主投9.5万
人，占全市没有医保个人账
户参保人的10.9%。累计待
遇支付2240件，待遇支付金
额3668.73万元。

自8月底附加补充医保
在全市启动权益确认以来，
已有41.85万人完成权益确
认。“开展权益确认，是为了
让每位参保人了解是否成功
投保，了解投保后的权益，以
及明确续保有关事项，从而
更好保障参保人待遇享受和
获得‘互联网+’的便捷服
务。”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只有大部分参保人都参
与才有生命力，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

我市附加补充医保“大爱无疆”待遇支付3668.73万元

41.85万人完成权益确认

据新华社重庆 10月 9
日电记者9日从重庆市人力
社保局获悉，重庆将对老年
人加发基础养老金，约368
万老年人将直接受益。同
时，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缴费档次将由原
来12个档次调整为13个档
次，最高档次调整为每人每
年可缴纳3000元。

据了解，新政策将从明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重庆
对老年人员加发基础养老
金的具体政策为：对按月领
取基本养老金的老年人员，
从年满 65周岁之月起，每
人每月加发 5元基础养老
金；从年满 70周岁之月起

每人每月再加发 5元基础
养老金。已满70周岁的人
员仍按原高龄补贴标准执
行。

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和政
府补贴标准也进行了调
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缴费档次由原
来的 12 个档次调整为 13
个档次，最低缴费档次仍为
每人每年100元，最高档次
调整为每人每年 3000 元，
由参保人员自愿选择。政
府补贴随同调整，最低档次
补贴 30元，最高档次补贴
160 元。个人缴费和政府
补贴全部纳入个人账户。

重庆将对老年人加发基础养老金

约368万老年人直接受益
新华社武汉10月9日

电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日前出台《既有住宅增设
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实施
细则》，规定加装电梯的房
屋所有权人及其配偶，可提
取其名下的住房公积金。

细则提出，职工及其配
偶就同一套房屋在该户电
梯建设费用（不含电梯运行
维护费用）个人实际出资额
内提取,在《武汉市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工程竣工验收
登记表》批准之日起36个月
内提取一次。提取额度以
户为单位，一户有多人提取
时，总提取额不得超过该户
分摊的电梯建设实际出资

额。同时，职工及其配偶既
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住房
公积金的总套数不超过两
套，其名下公积金贷款未结
清的也不能提取。

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既有
住宅增设电梯相当于原不
动产的附加设施，故既有住
宅增设电梯提取住房公积
金额度参照不动产类提取，
即提取其实际建设费用个
人实际出资部分。经测算，
武汉加装一台电梯每户实
际分摊出资额一般在6万元
左右，绝大部分缴存职工在
36个月内能够一次性提取
所出资部分。

武汉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

公积金贷款未结清不能提取

◆珠海陆地天气

大致天晴，午间较热
温度：26℃-32℃

湿度：70%-90%

风向风速：偏东 陆地2-3级

【浴场预报】
海滨泳场：浪高 0.7 米，水温

30.2℃，适宜游泳，最佳游泳时

段06时-11时。

东澳岛南沙湾：浪高0.9米，水

温29.7℃，较适宜游泳，注意风

浪，最佳游泳时段 06 时-11

时。

【航线预报】
九洲港至蛇口航线：有轻浪，海

况良好，适宜乘船出行。

香洲港至外伶仃航线：有轻浪，

海况良好，适宜乘船出行。

香洲港至万山航线：有轻到中

浪，海况良好，适宜乘船出行。

【各类生活指数】
过敏指数 不易发 无需担心过

敏问题，可以尽情享受生活。

感冒指数 不易发 气温回升，

感冒几率较低。

紫外线指数 强 建议涂搽

SPF15-18、PA+的防晒护肤

品。

空气污染指数 良好 气象条件

有利于空气污染物扩散。

舒适度指数 较不舒适 白天有

些热，早晚比较凉爽。

交通指数 良好 气象条件良

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

◆珠海未来3天天气

星期五：大致天晴，午间较热

26℃-32℃

星期六：多云，有阳光，午间较

热26℃-33℃

星期日：阴天间多云，有几阵雨

或雷阵雨24℃-28℃

（本报记者 许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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