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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
员廉新斌 武建）8月25日，根据全
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和“扮靓江城
迎国庆”活动工作部署，为切实推进
武汉市建设工地文明施工管理水平
提升，即日起，武汉市城建局联合长
江日报开展争创“武汉市文明施工标
杆工地”活动。

“开展建设工地环境整治，加强
文明施工管理是今年我市精神文明
创建‘十大行动’任务之一。”市城建
局负责人表示。

本次活动参评对象包括全市范
围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他行业
类型建设工地项目秉持自愿参与的
原则亦可参加申报评选。

此次活动，入选的项目经理和参
建单位将获相关表彰和奖励。根据
考评得分情况分为三档，从高到低分

别授予“武汉市文明施工标杆工地”
“武汉市文明施工先进工地”“武汉市
文明施工优秀工地”称号，并从入选
项目中选出“武汉市文明施工优秀项
目经理”，对入选的项目经理及项目
参建单位（施工总承包、监理单位）给
予个人执业及企业信用体系加分。

本次评选活动报名截至9月10
日，9月底完成巡查初评，10月至11
月为检查考评阶段，12月上旬网上投
票，12月中下旬结果公示、挂牌颁奖。

在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官网“通知
公告”下载电子表格，填写后，将纸质版
申报资料报送至武汉市城建局质安处
（刘超，电话83330849）或邮寄至江岸区
金桥大道新长江传媒大厦（收件人：聂俊
芳，电话15072311481），并将电子版资
料发送至电子邮箱cjrbcm@vip.163.
com。参评项目（企业）对递交的材料承
诺真实、准确，不得弄虚作假。

沙画演绎汉正街版“清明上河图”

活动开始，独具创意的舞台设计和创意十足的沙
画、舞蹈表演就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活动现场设置了一个T台，三面环屏，随着大屏
上一幅长卷缓缓打开，一幅汉正街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屏幕中动态上演。

舞台左侧的大屏上，百年前汉正街的生活景象呈现
出来，四季轮换、日夜变换，不同季节里的生活、经营场景
栩栩如生；舞台右侧的大屏上则展现的是现在的汉正街，
高楼林立、人流不息，主办方为观众和全球网友打造一个

“沉浸式”的汉正街场景。走进现场，犹如穿梭在汉正街
的古今之间，身临其境地感受汉正街的底蕴与时尚魅力。

悠扬的音乐声中，伴随着舞蹈演员的表演，一双
手灵巧翻飞，用一把把细沙在大屏幕上为观众演绎了
汉正街500年历史中的一个个历史坐标。

“今年开幕式采用沙画的形式既是疫情常态化防控
的要求，同时也是自身创新求变的结果。”汉正街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上一届活动举办时，管
委会精心创作、编排了一个大型舞蹈节目《天下第一街》，
非常受欢迎，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表演场地和演员人数
都有严格要求。为了在有限的条件下向全球网友展示汉
正街的璀璨历史，管委会多方讨论后决定采用沙画与舞
蹈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手段独特有冲击力，就是不太知
晓汉正街历史的国外网友也能通过画面了解汉正街”。

据了解，8月26日至28日，汉正街各大市场将举
行原创品牌对话、线上线下订货会、电商直播培训、网
红直播间带货等系列活动。

与杭派粤派服装三足鼎立

作为本次开幕式上的重头戏，京东华中区域总部、腾
讯直播和硚口区现场签约，微波炉商学院和小米有品也
现场签约，双方将在汉正街合作共建一个直播培训基地。

“这次引入三大电商直播平台，是汉正街电商和
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次突破。”汉正街管委会负责人表
示。他告诉记者，这三个项目只是汉正街正在合作的
10多家电商平台的缩影。

近10年来，汉正街经历了新一轮与城市功能匹配
的转型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硬件升级、商业模式创新、
城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果，
建立了强大、完备的线下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服装产业
规模已逾千亿元，与杭派服装、粤派服装三足鼎立。

“线上渠道和平台一直是制约我们发展的最大短
板。”汉正街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汉正街也一
直在致力于“补短板”。截至目前，汉正街产业带已经
集聚了超过1万个电子商务注册用户，年交易额突破
30亿元。“此次举办电商直播节、引入国内知名电商直
播平台、建设自己的直播基地就是在主动补齐短板。”

京东物流华中区智能供应链产业平台负责人肖
斐轶告诉记者，京东物流正在和汉正街合作建设智慧
物流信息平台，同时还将助力汉正街打造电商直播基
地，将京东商城等成熟电商模式引入汉正街。

据悉，汉正街直播培训基地将于年底前率先建成并
投入使用，届时，该基地将直接面向汉正街个体商户，从
实战出发，手把手教会大家如何在网上“冲浪”，也让全
球用户都有机会认识、购买汉正街“新国货”商品。

自主品牌是汉正街核心竞争力

记者现场看到，以龙腾第一大道众多男装和艾尔
菲洋品牌女装为代表的汉正街“新国货”品牌推出众
多款式秋冬服饰，模特们现场走秀，吸引了众多观众
的目光。

“现在汉正街服装服饰超过三成都有自己的品
牌。”汉正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介绍，汉正街的大部分服装服饰自主品牌
目前都还是“成长型”品牌，成长空间和潜力巨
大。“此次博览会上发布的新品都是汉正街本土
成长型自主品牌，塑造这些自主品牌是增强汉正
街核心竞争力的需要，也是打造时尚汉正街的核
心要义。”

“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汉正街
更要激发上下游产业链闭环的活力，助推全国服装行
业良性发展。”汉正街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年来
汉正街坚持自主品牌开发，彻底摘掉了仿版、水货聚
集地的帽子。

据悉，近年来，汉正街为了让更多服装设计师入
驻汉正街，陆续成立了汉正街时尚创意联盟，筹建汉
正商学院、汉正街新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吸引高
端人才进驻汉正街，促进了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各商城在设计人才引进上持续发力，相继设立龙
腾第一大道男装原创设计中心、品牌服饰广场女装原
创设计中心、金正茂·汉派服装总部、云尚中韩联合服
装设计中心等服装设计机构，吸引近500名服装设计
师扎根汉正街。

市城建局联合长江日报举办

“文明施工标杆工地”
评选即日启动

服装服饰博览会暨电商直播节开幕

汉正街“新国货”补齐电商短板
长江日报记者史强 杨蔚 通讯员朱玲萍 詹鸥 常艳

25日晚，第四届中国·汉正街服

装服饰博览会暨首届中国·汉正街电

商直播节在武汉BFC复星外滩中心

开幕，现场汉正街版“清明上河图”舞

台设计和创意十足的沙画表演，让人

穿梭古今，领略汉正街魅力；而现场三

大电商直播项目签约、汉正街自主品

牌发布今年新款秋冬时装，则在续写

着汉正街转型发展的传奇。

本届博览会以“古今汉正街、货到

汉口活”为主题，主办方通过线下展示

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呈现，

与全球网友共同见证开幕盛况。 2020汉正街秋冬新品发布现场，模特走秀展示新品。 长江日报记者陈亮 摄

8月10日，因受汛情影响实行封闭管理
30天的青山江滩，重新开园迎客。武汉人休
闲自在的江滩生活又回来了，中国一冶建安
公司的防汛英雄们也回来了。

7 月 6 日至 8 月 9 日，35 天，840 个小时，
从天兴洲大桥脚下到武丰闸口，1.4公里的武
青堤上，135 名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防汛抢险
突击队轮番上阵，日夜守护巡堤，以顽强的作
风、严明的纪律，守护着身后1000余万名武
汉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展示出这支不
穿军装的“野战军”的钢铁意志和责任担当，
谱写一曲防汛赞歌。

7月6日，武汉市长江水位逼近27.30米
警戒水位，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响应。这一天，
中国一冶建安公司迅速成立以公司主要领导
为组长的防汛领导小组，第一时间成立了防

汛指挥部，组建了防汛抢险队伍135人。第
一批40名防汛突击队员于6日14时30分，走
上武青堤开始值班巡查抢险。

汛情就是命令，猎猎党旗下，共产党员率
先垂范。自发报名组建的武青堤防汛突击队
员中，近三分之一是党员，其中大部分人在二
三月份参加过鄂州雷山医院会战，有些还经
历过武汉方舱医院建设，他们才下抗疫火线，
又上防汛抢险战场。

自7月6日始，在青山区临江大道建十一
路口处江堤上，由3个集装箱拼接而成的临
时驻地就是中国一冶防汛指挥部，一面鲜艳
的党旗高高飘扬。

首批40名防汛突击队员分为3个组，实
行“7对7”三班两倒，每天两个班，每个班由
一名党支部书记带队，分别来自中国一冶建

安公司各基层单位。这批突击队员中除了
“老兵”，有一半都是“90后”。

武青堤上，每隔半小时，队员们无缝对
接，郁郁葱葱的江堤上，队员们一遍又一遍地
巡查着，1.4公里的长堤，来来回回不知走了
多少遍，无论烈日高照，还是狂风暴雨，每名
队员每天的微信步数，都是万步以上，人人练
就了“铁脚板功”。

从堤顶、堤中到堤脚，队员们留心查看是
否有裂缝、坍塌、渗水、塌岸、洞穴和管涌等，
脚到、手到、耳到、眼到，不放过一处隐患。

35个白天和昼夜，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防
汛突击队员们始终如一地守护着1.4公里武
青堤生命线，继战疫之后又交出一份让市民
满意的答卷。

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高效复工达产
40余项目吹响冲锋号

建方舱医院全员战疫，守堤防135名勇士闻“汛”而动

2020年，中国一冶建筑安装分公司作为央企担当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主力军，发扬一冶精神，40余个项目高效复工达产，掀起“大干100天”主题

劳动竞赛。战疫期间，中国一冶建安公司积极投身鄂州雷山医院、长江新城

方舱医院建设，履行央企责任担当的情怀和作为。防汛期间，从天兴洲大桥

脚下到武丰闸口，1.4公里的武青堤上，135名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防汛抢险突

击队轮番上阵、不眠不休，日夜守护巡堤。

撰文：黄轶 梅寒 田笾

在“长江新城第一校”谌家矶小学、武汉
普仁医院新建医技综合大楼、国内首个EPC
民用机场玉林福绵机场等重大民生项目，中
国一冶建安公司大干快上，确保工程质量和
进度，将因疫情耽误的时间追了回来。在污
水治理、海绵城市、汽车厂房、交通枢纽、房
屋建筑等领域，成绩亮眼。

科教文卫建设领域，作为全市首批复工
复产项目，武汉市普仁医院新建医技综合大
楼已于5月顺利封顶，目前正在进行二次结
构施工与大楼内部配套施工。位于汉阳的
武汉康健妇婴医院项目部也迎来建设高峰。

8月14日，谌家矶小学新建工程主体结
构全部完成封顶。作为长江新城第一所教
育现代化优质学校以及践行“美好教育”理
念的标杆学校，对改善新城区配套教育情
况，助力长江新城建设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成为武汉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具有重要
意义。

在河南省，中国一冶兰考县教育类民生
包 PPP 项目，总投资 20.3 亿元，总建筑面积
65.61万平方米，包括兰考县委党校、兰考职

业技术学院、兰考县中小学建设（星河中学、
惠民小学、航海路中学、田庄小学）、兰考县
第一中学等教育类民生建设，是兰考县首个
成功签约的公共服务类的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也是兰考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的重点保障性工程。

在巩固房建品牌及优势，在地标性建筑
及“高新综大尖”等具有影响力的项目领域
取得新突破。宁夏银川丝路经济园领航大
厦项目作为丝路经济园核心区第一个开工
建设的标志性建筑，采用 EPC 总承包模式，
从设计、采购到施工建造均坚持“高速、高
效、高端”的原则。

在重大交通枢纽建设领域，8月6日，由
中国一冶建安公司承建的国内首个 EPC 民
用机场项目——玉林福绵机场顺利通过了
航站区行业验收暨使用许可证颁证检查，这
是机场交付使用前的最后一次重要检验，待
机场使用许可证颁发后，玉林福绵机场将很
快投入使用。

在汽车板块，位于武汉沌口的东风汽
车乘用车扩建项目树脂车间、总装车间工

程，以及位于河南郑州的新能源汽车厂房
项目总装车间、动力车间、试车跑道等工
程，都在如火如荼建设中。中国一冶建安
公司将继续加强汽车行业战略伙伴的合
作，全力提升市场占有率，将汽车领域打造
成优势品牌。

在污水治理、海绵城市领域，云南玉溪
大河污染水体治理及海绵城市项目是一项
保护玉溪中心城区水体水质、解决内涝的重
点工程，包含水体整治和桥梁建设，以消除
污染水体影响为主要目标，严格按照海绵城
市控制指标要求，实现河畅岸绿、人水和
谐。武汉的北湖污水处理厂项目是按照国
家“长江大保护”战略部署，确保清水入江，
保护长江母亲河，为武汉人民留住青山绿水
而实施的重大举措。

2020 年，中国一冶建安公司主动出击，
统筹整合现有市场资源深耕细作，以更大力
度拓展成熟区域市场，全力扩大市场份额；
依托一冶集团公司平台，大力开拓新市场，
全力以赴实现市场突破；抢抓疫情缓解后恢
复性增长的机遇，确保完成全年任务目标。

全力以赴，大干快上，确保完成全年任务

彰显央企担当，斗罢疫情再出发，一冶英雄又战汛

长江新城谌家矶小学新建工程。

广西玉林福绵机场。宁夏银川丝路经济园领航大厦项目。

中国一冶建安公司防汛党员突击队。

民法典解读 之物权编

已经出质的知识产权还能转让
给他人吗？民法典中明确规定，这
种情况下出质人不得转让，除非质
权人同意。

A 科技公司因扩展业务，以该
公司享有的一项发明专利为质押担
保，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并在专
利部门进行了质押登记。后A科技
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将前述发明
专利转让给了B科技公司，并未告
知某银行。某银行以A科技公司未
经其同意转让专利权为由，将A、B
科技公司诉至法院。

武汉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助
理何娅介绍，民法典第 444 条规
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
质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
立。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
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
人使用，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
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出质的知识产权中

的财产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
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所以按 照 民 法 典 的 相 关 规
定，本案中，A 科技公司以专利权
出质向银行贷款，并在专利部门
进行了登记，A 科技公司不得未
经银行同意将出质的专利权转让
给 B 公司，法院应当支持银行的
诉讼请求。

何娅说，“知识就是力量”。
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
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
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知识产权中财
产权的效用，增加知识产权人的
融资担保手段，鼓励创新。拥有
核心知识产权的企业或者个人，
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质押，把无形
资产转换成现金流，解决资金难
题。知识产权是无形财产并不是
说说而已，而是真真切切地可以
为企业带来运营资金，进而扩大
规模壮大发展。
(长江日报记者夏晶 通讯员武法宣）

知识产权出质后还能转让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