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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深
圳一小区高层住宅窗
户因业主缺乏修缮，
坠落后砸死男童，该
事件敲响了重视高层
超高层住宅修缮养护
的警钟。 在今年的深
圳两会上，马迎辉、曾
玉芳两位深圳市政协
委员， 提议官方重视
高层超高层住宅内部
修缮、养护工作，尽快
出台相关配套法规制
度， 妥善解决这一迫
在眉睫的问题。

深圳个税起征点
建议定为 1万元教育投入今年再增近两成

2020 年深圳市本级公共预算将继续压减“三公经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

超高住宅成主流“掉窗户”怎么防
有政协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法规制度解决超高住宅的内部修缮养护问题

1 月 8 日，在深圳市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八次
会议上，深圳市财政局局长
汤暑葵介绍了深圳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0
年预算草案。2019 年，来源
于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3.5%，预
计 达 9424 亿 元 。 2020�
年，深圳将由“政府带头过
紧日子”，“三公经费” 继续
压减 3%， 并加大在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体系
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尤其是
市本级教育支出安排增长
18.2%，市本级卫生健康支
出安排增长 23.1%。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马迎辉表示， 对于住宅外部、
公共部分的修缮、养护等，目前都
有相关配套的法规制度，而对于住
宅内部，由于《物权法》相关规定，
住宅内部属于业主私有财产部门，
针对住宅内部修缮、养护等现有相
关配套的法规制度较少。由于缺乏
相关的法规制度对住宅业主的修
缮、 养护住宅的责任进行监督，因
此， 不少业主对于住宅的修缮、养
护心存侥幸，尽量拖延，希望把责
任推到租户或下一任业主身上。

马迎辉认为， 应尽快出台针
对住宅内部修缮、 养护等相关配
套的法规制度， 明确业主作为第
一责任人， 必须履行高层超高层
住宅内部修缮、 养护的责任。 此
外，马迎辉建议成立专门部门，负

责监管高层超高层住宅内部修
缮、养护工作，并拓展资金渠道，
对高层超高层住宅内部修缮、养
护工作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高层超高层住宅内部修缮、
养护工作具有一定专业性、 危险
性，同时，业主无法便利找到对房
屋修缮、保养专业的施工单位，容
易导致房屋修缮、保养不当，留下
安全隐患。 ”马迎辉建议，深圳应
搭建一个高层超高层住宅修缮、
保养施工平台， 相关部门对施工
单位进行审核监督， 让有资质专
业的房屋修缮、 保养单位纳入到
该平台， 让业主能放心选择。 同
时， 可以对房屋修缮、 保养工作
进行持续监督和追溯管理， 确保
房屋修缮、保养工作质量。

为应对不断增长的人口
居住需求，大规模建设高层超
高层住宅已成为深圳住宅建
设的必然选择。 深圳市政协委
员马迎辉介绍，从国际经验来
看，高层超高层住宅在楼龄达
到一定年限时将会出现诸多
问题。 比如说，经过二三十年
使用后，高层超高层住宅会出
现电梯老化、设备老化、维护
保养成本高的问题。 另外，由
于高层超高层住宅容积率高，
从而导致拆迁成本高、更新重
建可能性低的问题。 高层超高
层住宅缺乏修缮保养，出现墙
体开裂渗水、 外墙表皮脱落，
甚至出现诸如窗户、阳台围栏
断裂坠落的情况，导致居住环

境质量下降。
据统计，深圳从 2010 年起

已有大量高层超高层住宅进入
市场，这几年 150 米以上的超
高层住宅项目也早已崭露头
角，逐渐成为主流。“可以预见
到 2030 年以后， 深圳将有数
量庞大的高层超高层住宅楼龄
达到 20 年以上， 它们将进入
逐步老化的阶段。 ” 马迎辉认
为， 重视高层超高层住宅内部
修缮、养护工作已刻不容缓。

而据本报此前报道， 目前
深圳规划建设的最新“最高”住
宅， 是位于罗湖区布心村水围
村城市更新单元的 5 栋住宅
楼， 已经达到 77 层， 高度为
293 米。

羊城晚报记者 李晓旭

去年钱花哪儿了？
落实减税降费
保障民生支出

在会议上， 汤暑葵表示，
2019 年，来源于深圳辖区的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预 计 实 现
9424 亿 元 ， 比 2018 年 增 长
3.5%。 其中，中央级收入 5651
亿元，增长 1.6%；地方级收入
3773 亿元，增长 6.5%。

2019 年， 深圳市落实更大
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预计全年
深圳市新增减税超过 900 亿
元， 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
制造业的发展。 此外，继续对规

上工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
物流企业等每度电补贴 5.5 分
钱， 对先进高技术制造企业每
度电补贴 8.5 分钱， 全年工商
业电价补贴预计支出 29 亿元。

与此同时， 深圳的民生支出
保持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全
市教育支出 716.6 亿元， 增长
22.6%；全市卫生健康支出 335.5
亿元，增长 19.2%；全市节能环保
支出 331.6�亿元，增长 31.3%。

科技创新方面，全市科学技术
支出548.4亿元， 重点用于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以更大力度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 贯彻落实深圳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四个千亿”政
策， 正式运作规模50亿元的中小
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

今年钱怎么花？
压减三公经费
政府过紧日子

汤暑葵表示，2020 年，深圳
将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
坚持政府过紧日子， 更加注重
支出结构调整， 坚决压缩一般
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具体而言，2020 年市本级
公共预算总支出 3136 亿元。 对
各单位申报支出预算核减 187
亿元， 对预算单位一般性基数
项目压减 10%，“三公经费”继
续压减 3%。

但在民生方面， 深圳依然

在加大投入。 教育方面，深圳市
本级教育支出拟安排 324 亿
元，增长 18.2%，加快高等教育
跨越式发展， 支持创建“双一
流”大学和学科。 卫生方面，市
本级卫生健康支出安排 189.6
亿元，增长 23.1%，推动构建国
际一流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

此外， 深圳还将完善社会
保障和就业体系， 安排社会福
利支出 2 亿元，增长 27.3%，推
进老有颐养、弱有众扶。 安排残
疾人事业 1.8 亿元， 增长 6%，
大力支持无障碍城市建设。 支
持打赢脱贫攻坚战， 市本级援
助其他地区支出安排 36 亿元，
增长 43.5%， 确保各项对口帮

扶合作任务如期全面完成。
在坚持服务产业和企业方

面， 安排工商业用电降成本补
贴 36 亿元，安排科技研发资金
134 亿元， 安排工业信息化产
业专项资金 36.4 亿元，加快实
施新一轮“技改倍增”计划。 安
排人才专项经费 75 亿元，支持
打造国际人才高地。

在坚持高质量发展、 全面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将安排市本级政府投资 620 亿
元， 重点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 市本级安排生态环境保护
和 城 市 管 理 支 出 230 . 6 亿
元 ，增长 36 . 6% 。 安排交通运
输支出 175 . 4 亿元 ， 加快打
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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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晓旭
报道：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调
节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今年的深圳两会上， 深圳市
政协委员陈志列建议， 根据深
圳消费水平、 物价上涨和通货
膨胀等因素， 应率先在深圳提
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 1 万
元。

陈志列称，近年来，尽管居
民可支配收入有了显著提高，
但随着房价、物价的不断上涨，
生活成本也在不断增加 。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
《个人所得税法》， 将个税起征
点由原来的 3500 元 / 月调整
为 60000 元 / 年。 但由于我国
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题比较突出， 不同地区之间人
均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水
平都有较大的差距。

“现在，深圳人每月生活必
要支出都在 5000 元以上，高
于目前的个税免征额。 若个人
所得税起征点都是按 5000 元
标准全国‘一刀切’，那对处在
生活成本极高的深圳中低等收
入者来说就显得不太合理，意
味着这些人在未能满足自身生
活需要的时候， 已经先行缴税
了， 这已经压制了中低收入者
的积累和消费能力， 也不符合
通过个人所得税收调节贫富差
距 、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的目
的。 ”陈志列说。

为此，陈志列建议根据深
圳消费水平、 物价上涨和通
货膨胀等因素 ， 率先在深圳
立法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至 1 万元。 具体来说，陈志列
建议深圳继续发扬先行先试
的优良传统和有部分立法权
的优势 ， 根据深圳消费水平
的实际情况对个税起征点进
行合理调整 。 通过这种方式
增 加 中 低 收 入 者 可 支 配 收
入，刺激他们的消费热情 ，有
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深圳
发展创业。

美，由心而生。 从“用心”孕育而出
的敏捷集团全新品牌 LOGO，采用传承
与创新兼得的设计理念，透过色彩与字
体的迭代，向业内外传递出敏捷集团更
具亲和力、更有温度的全新一面。

传承 整体保留跃进向上的形态，象
征敏捷集团不断攀登，勇于探索的用心；

创新 顺应扁平、轻简、年轻化的设
计趋势，以更加现代、简洁的字体设计，
配合“圆型化”的转角，展示出用心的温
润与包容。

在色彩变化上， 从敏捷集团立业之
本与用心之美中，提炼出灰、红双主色调。

●稳健灰 中立、沉稳，代表敏捷集
团一以贯之的稳健，也象征敏捷集团坚
持以民生地产为主业，用心为万千家庭

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决心。

●活力红 温暖与活力的代表色。这
抹红，源自敏捷集团积极向上的澎湃活
力；这抹红，来自万家灯火汇聚的温暖
色泽，代表着敏捷“用心”的品牌温度。

一颗用心，万象更新。此次敏捷集团
品牌焕新升级，让社会各界看见和理解
了属于敏捷的温度与坚持。

展望未来， 敏捷集团将紧紧围绕新
时代美好城镇综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
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为重心，更
用心地做好产品和服务，以更多匠心作
品，为城市发展赋能、为居者筑造梦想
生活、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让美好生
活绽放万千家庭。

敏捷集团坚守用心 全新品牌形象璀璨绽放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敏捷集团携

手 《新周刊 》，以 “2019 还剩 2 天 ，你立
的 Flag 还健在吗 ”为标题的条漫 ，不到
半天阅读量超 10 万+，在社会上掀起一
波关于“用心”话题的热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一则 “心在
哪里，美就在哪里 。 敏捷集团品牌焕新
升级 ，2020 年见 ”的 15 秒暖心视频 ，出
现在了敏捷人的微信朋友圈 ，引发业内
外广泛关注；

2020 年 1 月 1 日， 一个以“六心”
为核心创意的动图 ，跳跃在敏捷人的微
信朋友圈 ，配以 “新年祝福+敏捷用心 ”
的表白宣言，燃爆了朋友圈……

这一系列的动作，预告着敏捷集团
品牌即将焕新升级。

所有用心，终将不负等待。今天，敏
捷集团品牌形象正式焕新升级 ， 开启
“用心，生活就很美”的全新篇章。

每一份用心，是对平凡生活的热爱；
每一份用心，是对心中美好的执念；
每一份用心，是对胸怀理想的追求。

心之所至，步履不停。 敏捷集团的
用心，从心而生，为美好而来，自创立那
一刻起，就深深地烙印在敏捷的基因里。

伴随着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国
人对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更迭。 历经 22 载，
全国 29 城， 作为新时代美好城镇综合服
务商，从“筑梦想家园，让生活更美好”到
“用心，生活就很美”，敏捷集团带着始终
如一的用心，完成一次次自我升华。

这次，敏捷集团带着“用心，生活就
很美”全新的品牌主张，深度诠释了多年
来对城市、对居者、对品质的用心，以一
种质朴而温暖的姿态， 将敏捷对美好生
活的理解与追求娓娓道来。

悉研城市人文与经济， 从广州到全
国，敏捷集团与城市并肩同行，以精筑标
杆之作，为城镇化发展赋能。 如今，在全国
逾 29 城的版图中，敏捷绘下无数美好。

点亮万家灯火， 敏捷集团用心圆梦
美好生活。通过生活服务、优质教育等多
元服务生态格局，以专业、优质的服务，
为人们创造幸福的每一天。

坚守品质，从选址到规划，从选材到
施工，敏捷集团以细节成就不凡，打造了

“锦绣”和“敏捷”两大品牌超 100 个精
品，实现万千业主美好生活梦。

从心而生，为美好而来
以心为道，以美为达，在“用心，生

活就很美”的品牌主张之上，敏捷集团由
此诞生了全新品牌理念———“心美学”，
其凝聚着敏捷人的精、气、神，是敏捷集
团对美好生活全新的品牌注释。

本心起于梦想，恒于坚守。 无论在
何时何地， 敏捷从未忘营造美好生活的
本心，在拼搏奋斗的路上，笃定稳健，深
入精研人居需求，从广州到全国，始终如
一，矢志不渝。

匠心稳步前行，耐心匠作，是对极致
的一生追求与探索。 每一处建筑材质、每
一步流程环节，专注匠心匠艺。 因为敏捷
懂得，优质的家，是梦想最美好的开始。

知心贴心关怀，亲如家人。 敏捷以
温情连接业主， 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社
区生活， 以专业服务客户， 透过前沿科
技，搭建多元化的服务生态圈，让生活在

智能与关怀中升温。
悦心汇万千精彩，筑缤纷世界。 敏捷

集团在文旅产业，商业运营、酒店发展、
长租公寓等领域不断深耕， 赋予城市活
力，让每一个对欢乐的渴望，都在璀璨世
界中绽放。

善心饮水思源，不忘使命。 作为企业
公民，敏捷始终秉承“慈于心，善于行，公
益人人可为”的公益理念，积极投身于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之中，以及
教育、文化、体育等各类慈善公益领域，
勇于承担起大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正心以正修身，立身之本。 敏捷坚守
正心，诚信经营，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为员工创造未来，为股东创造效益，为社
会创造财富，朝着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
路，砥砺前行，打造百年基业。

心美学，万千美好在身边

全新品牌标识更迭升级

对每一座城市用心

对每一位居者用心

对每一件作品用心

中山敏捷锦绣海湾城 广州敏捷·绿湖首府实景图 广州敏捷·绿湖首府运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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