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积极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

乡村振兴的号召，6月30日，2019年广东

扶贫济困日活动在广州举行。 敏捷集团

现场捐资2.5亿元，全力支持广东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以及东西扶贫协作。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据了解， 这

是敏捷集团连续八年， 积极响应广东

扶贫济困日号召慷慨解囊、 扶贫济困，

进一步彰显了作为根植于广东的民营

企业应有的使命和担当。 截至目前，

敏捷集团慈善捐款遍及扶贫、 赈灾、

教育、 医疗、 文化、 体育等多个领域，

总额达 6.5 亿元。

深度参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得益

于社会的进步以及改革开放的政策春

风，敏捷集团逐渐发展壮大，实现21年

的稳健发展。 敏捷集团感恩时代、珍惜

机遇，更加铭记企业社会责任。 今年，敏

捷集团将积极响应广东省委、 省政府

“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的号召，

全力以赴助力广东脱贫攻坚。

为更好地做好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工作， 敏捷集团专门成立社会责任部，

并组建精准扶贫专项小组，深度参与到

广东的精准扶贫工作中。 据悉，本次捐

赠的2.5亿元善款中，2亿元将用于定点

帮扶梅州五华。 敏捷集团已和五华县签

订推动五华乡村振兴发展框架协议，计

划从教育扶贫、就业扶贫、产业扶贫、消

费扶贫、党建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方

面助力五华扶贫工作。

多年来，敏捷集团持续推进扶贫济

困工作。 在2011～2013年期间，拿出总计

约1.8亿投入到广东北部贫困山区的帮

扶工作中， 先后对东升村综合整治、上

九陂村名村建设、派潭镇敬老院拆旧建

新以及派潭镇商铺等工程进行建设，以

实际行动助力贫困乡村振兴。

去年2月， 敏捷集团向肇庆市政府

捐赠2000万元扶贫款，用于该市专项扶

贫工作，支持当地农村建档立卡，帮助

贫困家庭中有劳动能力、有就业愿望的

人员实现稳定就业。

推进慈善工作系统化专业化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一项伟大事

业， 敏捷集团荣誉主席谭炳照曾表示，

敏捷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创造了多少财

富，而在于为推动社会和谐、经济发展、

提升人民幸福感做出了多少努力。

21年来，敏捷集团在取得成就的同

时，始终牢记使命，用行动诠释责任和

担当，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国家战略之中，以及扶贫济困、捐资

助学、乡村文化振兴等各类慈善公益领

域。 从支持农村建档立卡、捐建帮扶贫

困村到建设金雁青年之家、开启“幸福

大巴”免费送外乡人回家；从常年帮扶

留守儿童、特殊儿童、独居老人、公益助

学、 医疗捐赠到成立敏捷青年义工协

会、设立“敏捷集团员工爱心互助金”，

各条慈善公益战线上均有敏捷人的身

影。

此外，敏捷集团还加快推进集团慈

善工作的系统化、专业化建立，全力推

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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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意金可转为定金？ 有前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

琳 ）

日前， 秦某通过某中介

看中一套二手房， 并在 《购房

确认书》 中同意房屋总价为

70 万元， 一周后签订买卖合

同。 按确认书约定， 秦某当天

付了 1 万元诚意金。 一周后，

秦某反悔， 要中介退回诚意

金， 遭到中介拒绝。

为此， 秦某把中介告上法

庭。 法院经审理查明， 秦某根

据意向书付了 1 万元诚意金，

意向书对诚意金的用途及处理

方法作出明确约定： “议价成

功后， 诚意金转为购房定金，

如承购方违约不买或不依约履

行， 则诚意金由出售方没收。”

庭审中， 中介出示证据证明，

在收到诚意金次日， 卖方张某

在承购意向书上签字确认并收

取定金人民币 1 万元。 据此，

一审法院驳回了秦某的请求。

“一般来说， 卖方收到中

介转付的诚意金后， 买卖双方

就产生了定金法律关系。” 广

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有关人士

表示， 这意味着任何一方拒绝

交易， 都要按“定金罚则” 处

理， 即卖方不卖房需双倍返

还， 买方不买房不能拿回诚意

金。 在此， 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是诚意金的处理应当有明确

的书面约定； 二是中介方应当

履行告知义务并遵守诚信原

则， 否则不能擅自把诚意金转

为定金。

据悉， 诚意金的处理不同

于定金， 其遵循“合同自由”

原则， 根据交易双方的约定处

理。 在实践中， 按照法院判决

及行业惯例， 确认书中对诚意

金的约定及买卖双方议价是否

成功是诚意金能否返还的关

键。

在议价成功前， 按照规

定， 买卖双方均有权单方面终

止对中介的委托， 因此诚意金

应当返还。 不过， 买卖双方撤

销委托给中介造成损害的， 应

承担赔偿责任。 议价成功以买

卖双方就买卖主要条款达成一

致或定金支付为准。

遵循“合同自由”原

则， 议价成功前双方均

有权单方面终止对中介

的委托，退还诚意金。

7月二手房经理人

市场信心指数提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近

日，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发布预测

报告显示，7 月经理人指数环比小幅

回升 1.72 点至 54.55。 有二手房经理

人预期，随着“3·30”政策已满两周年，

市场上满足条件的房源和客源都有所

增加，或能促进成交量增加。

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广州全市中

介促成二手住宅共计成交 4931 宗，环

比回落 1.46%，表现平稳；中介促成占

比为全部二手住宅交易的 50.79%，环

比回升 1.37%。 因市场成交相对平稳，

调查显示， 经理人对后市态度与 6 月

相比并无较大改变，7 月经理人指数

环比小幅回升 1.72 点至 54.55。

此外，7 月成交价指数环比继续

回落 1.96 点至 51.82， 表明经理人对

后市价格走势相对谨慎； 从业人员指

数环比回落 2.76 点至 48.18， 位于分

界线以下， 很多中介机构表示近期人

员招聘都面临较大压力； 而成交量指

数和消费者入市意愿指数环比则有所

增长，幅度分别为 6.96 点和 6.30 点。

敏捷集团捐资2.5亿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相关链接

多年来，敏捷集团持续

的慈善公益行动获得了社

会各界高度认可。 自

2011

年起，敏捷集团连续

7

年获

得 “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

奖荣誉称号，五次荣获金杯

殊荣；荣获“

2016

年度最具

影响力慈善企业”、跻身“广

州慈善单位捐赠榜”四星企

业榜单； 在

2018

年度更连

夺 “民营企业

2017

年度纳

税

100

强 ”、“

2015～2017

年

度光彩事业突出贡献民营

企业”两项殊荣。

诚意金：

议价成功后，买卖双方

支付定金（诚意金也可转为

定金），定金不可退。

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