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맣뚫쪡짧믡놣쿕믹뷰맜샭뻖컄볾

粤社保〔2020〕24号

맣뚫쪡짧믡놣쿕믹뷰맜샭뻖맘폚뎬맽램뚨췋택쓪쇤

닎놣죋뫍쯀췶닎놣죋틅쫴벰쪱뒦샭퇸샏놣쿕

룶죋헋뮧뗄춨룦

根据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

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转入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退回个人账户储存额。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

抚恤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为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充分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请已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相关待遇或未处理个人账户的我省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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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及参保人已死亡但个人账户未处理的我省参保人遗属，尽

快同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取得联系并办理个人账户的后续处

理业务：

1.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已达法定退休年龄，曾在

我省一地或多地参保缴费的，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09〕66号）、《印发广东省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府办

〔2008〕76号）及相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后，向待遇领取地的

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转移归集个人全部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归集后

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可在待遇领取地申领基本养老

金。

2.转移归集后仍未达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缴费年限条件的

参保人，如有符合《关于完善我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继续缴

费规定的补充通知》（粤人社函〔2012〕1579号）规定的情形，

可按照该通知规定申请办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继续缴费业

务或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业务，缴费至满十五年后，再申请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3.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

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上述规定延长缴费）的，可按照《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

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17号）及相关规定申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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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

遇。

4.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累计

缴费不足十五年（含依照上述规定延长缴费），且未转入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可以向原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书面

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退回个人账户储存额。

5.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死亡的，其遗属可以向原参保的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退回个人账户余额。其中，符合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其遗属还可以申领丧葬补

助金和抚恤金，具体标准按规定执行。参保人在多地参保的，遗

属不得重复申领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特此通告，请互相知照。如有疑问，可致电人社服务热线

12333咨询。

附件：广东省社保经办机构办公地址汇总表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0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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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맣뚫쪡짧놣뺭냬믺릹냬릫뗘횷믣ퟜ뇭

地市 序号 经办机构 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

省本级 省直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168 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00

广州

市直 广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65 号 8 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一 12：00，下午：14：00 一

17：00

天河区 天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3 号 4 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一 12：00，下午：13：00 一

17：00

黄浦区 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黄埔区香雪三路3号凯通楼二楼

C区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一 12：00，下午：13：30 一

17：00

南沙区 南沙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 15 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一 12：00，下午：14：00 一

17：00

越秀区 越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德政中路龙腾里 10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一 12：00，下午：14：00 一

17：30

海珠区 海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海珠区宝岗大道197号宏宇广场首二层

荔湾区 荔湾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荔湾区芳村大道东２０号之一

增城区 增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兴路 18 号广发

广场 5楼

白云区 白云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118号 1-2楼

花都区 花都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州市花都区公益大道府西一路 1号 5

号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一 12：00，下午：14：30 一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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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区

从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从化区城郊街河滨北路 128号 4楼
（从化区政务服务中心）

从化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

心
从化区街口街河滨南路 43号

增城区
增城区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服务管

理中心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景观大道北 7号
政务中心 B区

番禺区 番禺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办公室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平康路 48号

深圳

市直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8005号深圳
人才园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8:00

福田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福田

分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 2038号海天综
合大厦一至三楼

罗湖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罗湖

分局
深圳市罗湖区红桂路 1045号

南山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南山

分局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 3036号

盐田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盐田

分局

深圳市盐田区海景二路工青妇大楼

14、15楼

宝安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宝安

分局

深圳市宝安 2区湖滨路 5号社保大楼
（区武装部旁）

龙岗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岗

分局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翔大道 8031
号

坪山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坪山

分局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江岭社区江

边路 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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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华

分局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碧澜路与澜

泰路交叉路口东

光明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光明

分局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大街 152号

大鹏新区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大鹏

分局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办事处葵

新北路 86号

珠海

市直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45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香洲区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香

洲办事处
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 245号 1-2楼

斗门区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斗

门办事处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二路 13号
1楼

金湾区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金

湾办事处

珠海市金湾区航空新城金鑫路 137号
金湾区市民服务中心 A1栋 1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法定节

假日除外
高新区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高

新办事处

珠海市高新区港乐路 1号大洲科技园
首层

横琴新区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横

琴办事处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兴路 189号 1栋横
琴新区综合服务中心 1楼

周一至周五 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高栏港
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高

栏港办事处

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高栏港大道

2073号新源大厦 3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汕头

市直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汕头市长平路十一街区时代广场财

政大楼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西厅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潮南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潮南

分局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汕尾工业南

区一街四栋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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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金平

分局
汕头市金平区中平街 5号 1座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龙湖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湖

分局
汕头市龙湖区嵩山路金桂园 211号

澄海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澄海

分局
汕头市澄海区泰兴路丹霞园 B幢

潮阳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潮阳

分局
汕头市潮阳区东山大道北 398号

南澳县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南澳

分局
汕头市南澳县后宅镇光明路 27号

濠江区
汕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濠江

分局

1、汕头市濠江区红桥路 113号 5幢
2、汕头市濠江区疏港大道北侧中海
信产业园濠江区行政服务中心

1、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2、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韶关

市直 韶关社会保险服务管理局 韶关市武江区工业西路 81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始兴县 始兴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太平镇永安大

道中 82号

仁化县 仁化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大道 10号

乐昌市 乐昌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乐昌市人民中路 104号

曲江区 曲江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环城路曲江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 D2社保窗口

乳源瑶族自

治县

乳源瑶族自治县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
乳源瑶族自治县鹰峰东路 9号

翁源县 翁源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东省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翁源

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社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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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县 新丰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丰城镇街道金

园路人力资源市场大楼六楼

南雄市 南雄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南雄市公共服务中心四楼（南雄市雄

东路与青云东路交叉路口往东北约

50米(大城门花园东南侧)）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00

武江区
韶关市武江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韶关市武江区沐阳东路 8号武江区政
务中心 44-47号窗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30 下午 14：00-17：00
浈江区

韶关市浈江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新韶镇浈江区

政务服务大厅二楼社保窗口

河源

市直 河源市政务服务中心
河源市政务服务中心（河源市源城区

东华路与建设大道交叉路口西侧）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源城区
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源城

分局

河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源城分

局（河源市源城区公园西路文体中心

二楼）

东源县 东源县政务综合服务中心

东源县政务综合服务中心（河源市东

源县沿江西路科技文化中心科技馆

一楼）

和平县 和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和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河源市

和平县阳明镇滨江东路平安桥旁）

龙川县 龙川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龙川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河源

市龙川县老隆镇新城开发区吉祥

一路 68号）

紫金县 紫金县政务服务中心
紫金县政务服务中心（河源市紫金

县紫城镇沿江路 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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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县 连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连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河源市

连平县新城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综合大楼）

江东新区 江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江东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河源江东新

区产业园区经六北路）

梅州

市直 梅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梅州市新中路 82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梅江区 梅江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梅州市彬芳大道 53号梅州市政务服
务中心 1楼 8-9号窗口

梅县区 梅县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梅州市梅县区新城行政区文体中心 4
楼

兴宁市 兴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梅州市兴宁市人民大道 142号

平远县 平远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平远县进城大道城南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

蕉岭县 蕉岭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蕉岭县蕉城镇府前路 7号政务中心

丰顺县 丰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梅州市丰顺县广场路 236号

五华县 五华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五华县水寨镇华兴北路 81号县公共
服务中心二楼五华县社保局

大埔县 大埔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大埔县湖寮镇五虎山综合政务服务

中心二楼社保局
周一至周五 上午 08:40-11:45 下午 14:40-17:45

惠州

市直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三新北路 29号惠
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大楼 3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30
惠城区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惠城

分局
惠州市惠城区下埔大道 19号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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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阳区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惠阳

分局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福利路 5
号

博罗县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博罗

分局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商业西街水西

新城 155号社会服务中心 1号楼 2楼
B厅

惠东县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惠东

分局
惠东县平山街道新平大道 337号

龙门县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龙门

分局
惠州市龙门县西林路 195号

大亚湾区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大亚

湾分局

惠州大亚湾区石化大道中科技路 1号
大亚湾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自然人

厅

仲恺区
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仲恺

分局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五路西 8号投
资控股大厦 2楼

汕尾

市直 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政和路 13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城区
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市区

分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汕尾大道中段二

轻大厦 4楼

红海湾经济

管理区

汕尾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红海

湾分局

广东省汕尾市红海湾经济开发区田

乾街道人民中路 180号

陆丰市 陆丰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龙湖路

政务服务中心

陆河县 陆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朝阳路人社局

大楼



- 11 -

华侨管理区
汕尾市华侨管理区社会保险基金

管理局

汕尾市华侨管理区府前路综合文体

广场北侧

海丰县 海丰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红城大道西人

社局一楼前台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东莞

市直 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东莞市南城街道鸿福路 199号市民服
务中心二楼税务社保区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2:00 下午 13:00-17:00

万江镇
东莞市万江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万江街道政务服务中心（人社

分局）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道滘镇
东莞市道滘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道滘镇花园大街 1号道滘
综合服务中心

莞城镇
东莞市莞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莞城街道旗峰路 309号浩宇大
厦 2楼社保窗口

长安镇
东莞市长安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长安镇长中路 104号

东坑镇
东莞市东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东坑镇政府南楼政务服务中

心

中堂镇
东莞市中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中堂镇北王西路 7号

麻涌镇
东莞市麻涌镇综合服务中心四楼

麻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

东莞市麻涌镇综合服务中心四楼麻

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

企石镇
东莞市企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企石镇湖滨北路 130号

虎门镇
东莞市虎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金龙路 9号劳动
社会保障大楼（人社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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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碣镇
东莞市石碣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石碣镇刘屋翟屋杨梅路 12号
人社分局

沙田镇
东莞市沙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沙田镇阇西村港口大道沙田

段 356号

高埗镇
东莞市高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高埗镇保民路 3号

东城街道
东莞市东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城路 571号

大岭山镇
东莞市大岭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大道

173号

南城街道
东莞市南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袁屋边宏北路 2
号

桥头镇
东莞市桥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桥头镇宏达七街 3号

厚街镇
东莞市厚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厚街镇竹园路 68号家具研发
楼北门（福神岗公园西南门对面）

望牛墩镇
东莞市望牛墩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东莞市桥头镇宏达七街 3号人社分局
三楼综合办

松山湖
东莞市松山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礼宾路 1号市民
中心一楼

谢岗镇
东莞市谢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谢岗镇南湖路 9号谢岗政务服务中心
一楼

石排镇
东莞市石排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石排镇石崇横路 21号 8号楼
一楼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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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木头镇
东莞市樟木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心
东莞市樟木头镇政通路 1号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寮步镇富兴路 149号

洪梅
东莞市洪梅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洪梅镇桥东路 67号

大朗镇
东莞市大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大朗镇银朗南路 288号大
朗镇政务服务中心（人社业务窗

口）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凤岗镇
东莞市凤岗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凤岗镇政通路 15号

塘厦镇
东莞市塘厦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塘厦镇塘龙东路 61号

横沥镇
东莞市横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横沥镇沿江北路 22号政务服
务中心

常平镇
东莞市常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常平镇南城路 6号常平社保基
金管理中心 2楼

石龙镇
东莞市石龙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石龙镇龙城 2路 8号石龙政务服务中
心

黄江镇
东莞市黄江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黄江镇莞樟路黄江段 26号黄
江政务服务中心

清溪镇
东莞市清溪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大道 299号政务服
务中心清溪人社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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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山镇
东莞市茶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

东莞市茶山镇茶山南路 8号政务服务
中心 2楼 4号厅

中山

市直 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中山市东区博爱路 22号中山市行政
服务中心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火炬开发区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火

炬开发区分局

中山市火炬区康乐大道 33号行政服
务中心 2楼

石岐区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石

岐区分局

中山市石岐区民科西路 2号民营科技
园管理大厦内

东区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

区分局
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163号

西区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

区分局

中山市西区升华路 8号西区办事处南
楼内

南区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

区分局

中山市南区康南路 13号南区行政服
务中心

小榄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小

榄分局
中山市小榄镇升平中路 10号小榄金融
中心 2座 3楼

古镇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古

镇分局
中山市古镇镇东兴东路三号 4号楼

横栏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横

栏分局

中山市横栏镇景帝路 3号横栏镇行政
服务中心一楼 B区 16至 20号窗

东升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

升分局
中山市东升镇东港大道 24号之一

港口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港

口分局

中山市港口镇民昌路 2号（即地税分
局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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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溪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沙

溪分局
中山市沙溪镇隆兴南路 4号

大涌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

涌分局
中山市大涌镇德政路地税分局背后

黄圃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黄

圃分局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中 149号

南头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

头分局
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 59号之一

东凤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东

凤分局

中山市东凤镇凤翔大道 126号（文体
艺术中心一楼）

阜沙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阜

沙分局
中山市阜沙镇阜港东路 21号

三角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

角分局
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 20号

民众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民

众分局
中山市民众镇俊景路 12号

南朗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

朗分局
中山市南朗镇美景大道 46号

五桂山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五

桂山分局
中山市五桂山镇商业大街 68号

三乡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三

乡分局
中山市三乡镇小琅路 12号

坦洲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坦

洲分局
中山市坦洲镇坦神北路 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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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芙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板

芙分局
中山市板芙镇板芙北路 27号

神湾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神

湾分局

中山市神湾镇神湾大道中 209之一神
湾行政服务中心

江门

市直 江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蓬江区跃进路 102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蓬江区 蓬江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蓬江区胜利路 152号（珠西创谷）2
号楼三楼

江海区 江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江海区东海路 338号

新会区 新会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中 12号

台山市 台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台山市台城桥湖路 99号

开平市 开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开平市长沙东兴大道人民东路 1号

鹤山市 鹤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鹤山市沙坪街道水围新村八座 138号

恩平市 恩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恩平市冯如广场侧

佛山

市直 佛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西路 7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禅城区 禅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禅城区同济东路禅城区政府

通济大院五楼

南海区 南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 83号

顺德区 顺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山东路 45号

三水区 三水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三水区康乐路 8号 1号楼

高明区 高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山市高明区泰和路 103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阳江 市直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阳江市江城区东风二路 60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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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区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江城

分局
阳江市江城区石湾北路汇金大夏

海陵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海陵

分局

阳江市江城区闸坡镇旅游大道红坡

别墅 B3

高新区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高新

分局

阳江市平岗镇政德路西段南边高新

区政务服务大厅

阳西县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阳西

分局

阳西县兴业路 42号阳西县政务服务
中心

阳东区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阳东

分局

阳江市阳东区始兴路 47号政务服务
中心

阳春市
阳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阳春

分局

阳春市春城东湖广场二期会展中心

南楼 5层政务服务中心。

湛江

市直 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湛江市赤坎区湾南路 31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法
定节假日除外）

赤坎区 赤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62号赤坎
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

霞山区 霞山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湛江市霞山区岭南路 3号 A幢 2楼

开发区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局

湛江开发区人民大道中 42号泰华大
厦

雷州市 雷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雷州市西湖大道 170号

遂溪县 遂溪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遂溪县遂城镇文东路 122号

徐闻县 徐闻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徐闻县徐海路 137号

廉江市 廉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廉江市廉江大道中 208号

吴川市 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吴川市海滨街道海滨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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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头区 坡头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路 791号

麻章区 麻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湛江市麻章区育才南路 13号

茂名

市直 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茂名市行政服务中心东区社保窗口

（茂名市茂南区油城十路金源盛世

楼盘北门中庭一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高州市 高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高州市南湖塘挂榜路 152号

高新区
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组织人事局

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发展服务中

心（镇政府旁）

化州市 化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茂名市化州市下郭区文雅路 60号

电白区
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电白

分局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海滨二路 107号

滨海新区 茂名滨海新区社保医保服务中心
茂名市电城镇府前路 7号（电城镇政
府一楼）

周一周四上午 9:00-12:00，周二周三和周五上午
8:30-12:00 ，周一周二周四下午 14:30-17:30，周三周五

下午 14:30—17:00
信宜市 信宜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信宜市新尚路 13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茂南区
茂名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茂南

分局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茂南大道东 72
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3:30-17:00

肇庆

市直 肇庆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南路 26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端州区 端州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端州区景德路 6号

鼎湖区 鼎湖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鼎湖区坑口街道罗隐大道 14
号

高要区 高要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城区文峰南路 66
号

四会市 四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四会市体育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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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县 广宁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街道达信路 22号

德庆县 德庆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德庆县新圩镇孔中路人社大

楼

封开县 封开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府前路 3号行政
服务中心 2楼社保窗口

怀集县 怀集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街道办金龙一路

社保大厦

高新区 肇庆高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肇庆市高新区政德大街 91号人力资
源市场大楼

清远

市直 清远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清远市清城区鹿鸣路二号市机关 7号
楼一至三层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英德市 英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英德市英城街道光明路西 106号英德
市社保局

清新区
清远市清新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 21号

清城区
清远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清城

区直属分局

清远市清城区滨江路中心市场 D座
三层（市场监督管理局旁）

阳山县 阳山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阳山县城南开发区工业大道南东侧

社保大厦

连州市 连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连州市连州大道西 119号

佛冈县 佛冈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佛冈县石角镇文康路劳动社保大厦

连南县 连南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清远市连南县三江镇民族二路 6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

连山县 连山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清远市连山县吉田镇双龙路劳动大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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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

市直 潮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潮州市城新路怡景大厦一至五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潮安区 潮安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潮州市潮安区潮汕公路旁

饶平县 饶平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饶平县饶平大道中段

湘桥区 湘桥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潮州市春荣路兰花三街东侧湘桥社

保二楼

枫溪区 枫溪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枫溪区枫溪小学斜对面劳动综合大

楼三层

揭阳

市直 揭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揭阳市榕城区揭阳大道以东兴社路

以北市人社局

夏季：周一至周四上午 8:30-11:50 下午 14:30-17:30 周
五上午 8:30-11:50 下午 14:30-16:30

冬季：周一至周四上午 8:30-11:50 下午 14:00-17:00 周
五上午 8:30-11:50 下午 14:00-16:00

空港
揭阳空港经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

理局
揭阳空港区政务中心隔壁

夏季服务时间（5月至 10月）：周一至周四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周五上午 8:30-11:30 下

午 14:30-16:30；
冬季服务时间（11月至次年 4月）：周一至周四上午
8:30-11:30 下午 14:00-17:00；周五上午 8:30-11:30 下

午 14:00-16:00

揭东区 揭阳揭东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揭阳市揭东区人民广场政务服务中

心

揭西县 揭西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揭西县河婆街道特美思大道 68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

普宁市 普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普宁市流沙北新河西路 8号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榕城区
揭阳市榕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局

榕城区望江北路榕城区政务服务中

心一楼

周一至周四上午 8:30-11:30 下午 14:30-17:30；周五上
午 8:30-11:30 下午 14:30-16:30

惠来县 惠来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惠来县惠城镇东华路北 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云浮 市直 云浮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云浮市云城区城中路 111号行政服务
中心三楼

周一至周五上午 8:00-11:30 下午 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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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城区
云浮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云城

分局

云浮市云城区城中路 111号行政服务
中心三楼

云安区
云浮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云安

分局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白沙塘行政区

罗定市 罗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罗定市龙华西路北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大院内社保局大楼

新兴县 新兴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新兴县新洲大道南 38号行政服务中
心一楼社保窗口

郁南县 郁南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郁南县都城镇工业大道 62号



抄送：省劳动关系协调中心，各市社保局。

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