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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業物業「疫」市冰火兩重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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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人民心聲 回應現實需要
在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習

近
平

●1月11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
要講話。 新華社

●11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
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 新華社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
怡廣州報道）疫情持續兩年，

對於大灣區的商業物業而言可謂冰火兩重天。
一方面，是零售商在疫情下難以維持而結業，店
舖空置率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間貨物的網購
和配送更加頻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應求，東
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5%至7%，尤其是
物流中轉核心的東莞，租金上漲更領先全國。

零售商業地產遇冷
仲量聯行11日舉行廣州房地產市場回顧與展

望會，在零售物業市場方面，仲量聯行華南區
研究部總監曾麗表示，廣州餐飲業仍未恢復至
疫情前水平，這直接影響到零售商對於銷售的

預期。曾麗稱，市中心商圈的優質項目銷售強
勁，相反，市郊新增項目因商業氛圍尚未成
熟，至今仍留有不少空置面積。加上部分存量
項目的品牌調整仍在持續以及個別家電零售商
年底出現大面積退租的情況，全年整體空置率
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至7.0%。

東莞物流地產租金年升7%
相比之下，華南物流市場表現非常亮眼。

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仲豪表示，華
南主要非保稅物流地產市場則供不應求，大
部分新增項目的預租情況十分理想，廣州、
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空置率均低於5%，
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高達5%

至7%。尤其是東莞，由於連接大灣區中心城
市和珠江東西岸的核心地位越發突出，其平
均租金2021年同比上升約7%，領漲全國。保
稅市場方面，新冠疫情導致海外國家對中國出
口產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全球港口貨物周轉速
度在各國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影響下亦顯著下
滑；尤其在下半年，「缺艙缺箱」的問題導致
海運價格飆升。保稅市場租賃需求因出口貨物
積壓港口及保稅倉庫而持續走強，租金水平平
穩上升。
至於寫字樓，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部總

監馬煒圖稱，由於部分房地產、互聯網企業在
去年年底出現戰略調整而縮減辦公面積，廣州
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升至約13%，同比

上漲約3%。今年將是供應大年，辦公空間供
應短期集中放量會給區域空置率帶來上行壓
力，導致全市整體租金水平進一步下探。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
當地時間1月10日，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北美
總站在美國華盛頓首都體育館舉辦「迎冬
奧 一起向未來」媒體行動，通過線上線下
結合的方式，向廣大北美受眾推介北京冬奧
會。
中宣部副部長、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長兼

總編輯慎海雄，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通過視
頻分別向美國球迷發出冬奧邀請，並祝大家
虎年快樂。
在全球首個350公里時速高鐵超高清直播

室裏，慎海雄表示，一周前，習近平主席考
察了北京冬奧場館，要求再接再厲做好最後
的籌備工作，確保冬奧會圓滿成功舉辦。中
央廣播電視總台在通往北京冬奧賽場的高鐵
上設立了國際首個5G超高清直播車廂。北
京冬奧會期間，總台將邀請各國同行一起使
用這間超高清移動直播演播室，共同為世界
呈現一場精彩、非凡、卓越的奧運盛會。
秦剛表示，再有不到一個月時間，北京冬

奧會將揭開序幕。中美男子冰球隊將在北京
同組競技。北京冬奧會將採用世界上最先進
的製冰技術，把製冷產生的碳排放降至為
零。希望中美運動員的進球越多越好，預祝
大家好運！
正在積極備戰冬奧的中美兩國運動員及各

界人士也紛紛對北京冬奧會表達期待、獻上
祝福。
活動現場的滑冰小選手還向看台上的觀眾

送出代表虎年的玩偶，帶去中國新年的祝
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主持開班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汪洋、王滬

寧、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開班
式。

把握時代大勢 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

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正
確思想指引。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克思主義
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就在於黨不斷推進馬
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並用以指導實踐。這次全
會決議對百年奮鬥歷程中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時代化作了全面總結。注重分析研究和總
結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
代化，是貫穿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一
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會。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
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
規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同
時，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
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當代中國正在經歷
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改革發
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
考驗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
刻變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和
實踐課題。我們要準確把握時代大勢，勇於站在
人類發展前沿，聆聽人民心聲，回應現實需要，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更好把堅
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堅持
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
「的」，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
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續
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把握社會主要矛盾 確定中心任務
習近平強調，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告訴我們，黨

和人民事業能不能沿着正確方向前進，取決於我
們能否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
任務。什麼時候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判斷準
確，黨和人民事業就順利發展，否則黨和人民事
業就會遭受挫折。這次全會決議對黨善於抓住社
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帶動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
析。注重分析和總結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我國
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
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
習、全面領會。面對複雜形勢、複雜矛盾、繁重
任務，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
是做不好工作的。我們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
做到了然於胸，同時又要緊緊圍繞主要矛盾和中
心任務，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
點突破，以重點突破帶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整體
躍升，朝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奮鬥
目標不斷前進。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

報道，省部級主要領導幹

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

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11

日上午在中央黨校（國家

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

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

黨中央舉辦這次專題研討班，目的是深入研讀和領會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繼

續把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

驗，弘揚偉大建黨精神，增加歷史自信、增進團結統一、增強鬥爭精神，動員全黨

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不懈努力。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一刻不能放鬆

「新年第一課」重點闡釋五問題
1月11日，總書記在專題

研討班開班式上主講「新年
第一課」。他開宗明義：
「黨中央舉辦這次專題研討
班，目的是深入研讀和領會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

繼續把黨史總結、學習、教育、宣傳引向深
入，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
驗。」從歷史看向未來，總書記在「新年第一
課」重點闡釋了五個問題。
理論創新：
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中國
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既一脈
相承，又與時俱進。在這次開班式上，習近平
總書記強調，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

正創新，更好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
主義統一起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
射新時代中國之「的」。在當天的講話中，總
書記指出，「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和中國，如
果墨守成規、思想僵化，沒有理論創新的勇
氣，不能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
之問、時代之問，不僅黨和國家事業無法繼續
前進，馬克思主義也會失去生命力、說服
力。」
怎麼看怎麼辦：
正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

習近平總書記在「新年第一課」上指出，黨
的百年奮鬥歷程告訴我們，黨和人民事業能不
能沿着正確方向前進，取決於我們能否準確認
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中心任務。總書
記在開班式上強調，我們要有全局觀，對各種
矛盾做到了然於胸，同時又要緊緊圍繞主要矛
盾和中心任務，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以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在整體推
進中實現重點突破，以重點突破帶動經濟社會
發展水平整體躍升。
戰略策略：
要善於從戰略上看問題、想問題

談到戰略問題，總書記說，我們是一個大
黨，領導的是一個大國，進行的是偉大的事
業，要善於進行戰略思維，善於從戰略上看問
題、想問題。談到策略問題，總書記說，正確
的戰略需要正確的策略來落實。要把戰略的堅

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談到執行問
題，總書記說，各地區各部門確定工作思路、
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覺同黨的理論和路
線方針政策對標對表、及時校準偏差，黨中央
作出的戰略決策必須無條件執行，確保不偏
向、不變通、不走樣。
勇於自我革命：
決不能滋生已經嚴到位的厭倦情緒

在「新年第一課」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注重分析和總結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自我革
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
內容。他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永葆黨的
馬克思主義政黨本色，關鍵還得靠我們黨自
己。總書記再次強調，現在，反腐敗鬥爭取得
了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但全黨同志「決不
能滋生已經嚴到位的厭倦情緒」。
黨史學習教育：
建立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

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
際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在這次開班式上，總
書記強調，全黨要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
全會精神為重點，深入推進黨史學習教育。總
書記強調五個「用好」：要用好黨委（黨組）
理論學習中心組制度，用好幹部教育培訓機
制，用好學校思政課這個渠道，用好紅色資
源，用好「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形成的
良好機制。 ●央視新聞客戶端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在11日的省部
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
神專題研討班上，習近平強調，這次全會決議對
百年奮鬥歷程中黨高度重視管黨治黨、不斷推進
自我革命作了全面總結。注重分析和總結黨在百
年奮鬥歷程中對自我革命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
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
習、全面領會。在為誰執政、為誰用權、為誰謀
利這個根本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特別清醒、立
場要特別堅定。全黨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
嚴私德，清清白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做到克

己奉公、以儉修身，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
習近平說，自我革命關鍵要有正視問題的自覺

和刀刃向內的勇氣。現在，反腐敗鬥爭取得了壓
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但全黨同志要永葆自我革
命精神，增強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
覺，決不能滋生已經嚴到位的厭倦情緒。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
鬆，要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堅韌和執着，繼
續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這場攻堅戰、
持久戰。不論誰在黨紀國法上出問題，黨紀國法
決不饒恕。

●去年10月1日，遊客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
館內參觀，接受黨史教育。 新華社

張伯禮：津疫情輕症多中醫藥療效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天津報道）中
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名譽校長張
伯禮介紹，從目前來看，本輪疫情的症狀相
對很輕，三成是無症狀的，輕症患者佔到一
半。具體表現為：上呼吸道的症狀較重，咳
嗽、咽痛較多，此前疫情出現的消化道症狀
則比較少見。
張伯禮指出，基於先期治療的經驗，中醫
藥治療將在這輪治療中發揮更大作用。目前

已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患者轉陰的時間比
較快，復陽比較少，轉重率比較少，以往在
中醫裏體現的作用這次更加突出。他們也根
據新的情況做了藥物調整，開始宣肺解表、
清熱，第二階段，甘寒清熱，止咳化痰，最
後一個階段益氣養陰。對於這輪疫情的走
勢，張伯禮直言，要看整體篩查的狀況，樂
觀估計到春節前，天津疫情整體上應該能夠
平息，新發的病人就沒有了。

深圳無人機送核酸樣本僅需13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1月10日，深圳羅

湖中醫院門診樓前廣場，一部裝載着350管核酸檢測
樣本的無人機緩緩起飛。13分鐘後，降落在13公里
外的羅湖醫院集團醫學檢驗中心樓頂停機坪上，醫護
人員隨即上前將無人機的特製恒溫貨箱取出，轉送至
檢驗科進行檢驗分析。據悉，這位「空中快遞員」載
重10公斤，最大承載量達800管標本，且24小時全天
候隨叫隨到，提高檢驗報告效率。如果是路面運送，
因疫情，道路常有管控，運送時間需1小時以上。

●醫護將核酸檢測樣本裝上無人機。
記者郭若溪 攝

●廣州一商圈的百貨商店。 記者盧靜怡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