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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 通讯员
李碧秋）10 月 1-31 日，华南植物
园举办“兰香大湾区 美好生活节”
精品兰花展。本次花展由华南植
物园与韶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展览为国庆出游的人们提供
一个幽香扑鼻、放松身心的“兰花
世界”，市民既能在展览现场赏
兰、品兰、鉴兰，还能了解兰花的
各种知识及养护技巧。

此次华南植物园兰展中的“花
海奇观”主景观宽 20 米高 6 米，由
4000 多株来自韶关翁源的兰花及
数株形态各异的桂花树和一株长
10 米的荔枝树组成，形成一个自
然的“幽兰小道”，营造出沉浸式
兰花体验区。石斛兰、卡特兰、

‘大舌头’蝴蝶兰、‘香水’文心兰
等洋兰争奇斗艳、各展妖娆；‘富
山奇蝶’‘青山玉泉’‘红神荷’‘金
丝马尾’等国兰品种幽香怡人、淡
雅低调，置身其中，让人流连忘
返。
兰花在广东韶关有广泛的自然生
长分布，是韶关市花。韶关翁源
县的兰花种植面积 2.1 万亩，兰花
品种达 1000 多种，形成了长约 10
公里的兰花长廊。翁源已成为全
国最大的国兰生产基地，国兰供
应量已超过全国销量的 60%，被誉
为“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兰花第
一县”。翁源兰花以株型飘逸、色
泽宜人、清香馥郁备受广大爱兰
者的青睐，“韶关第一荷”“翁江树
菊”“九仙牡丹”等翁源兰花品种
更是享誉全国。

据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综
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介绍，近

年来，韶关市政府与华南植物园
的合作逐年加强与提升，如共建
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合作开展大
农业开发、拟开展对桉林改造与
金属尾矿的修复等。这些合作充
分展示了双方的友谊与彼此的信
任，本次兰展正是双方强强联合、
相互促进的成果。通过兰展，可
进一步提升韶关翁源兰花在大湾
区的知名度，提高大湾区人民对
兰花的认知度，使韶关兰花走进
千家万户。也使公众通过展览了
解华南植物园在兰花种质资源保
存、新品种研发、快繁技术等研究
方面的进展和成果。

华南植物园是国内最早开展
兰花收集、保育与研发的科研机
构之一，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
始了这方面工作。华南植物园兰
园现保育兰科植物 80 多属 800 多
种，在兰科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
和评价、迁地保护、遗传育种、种
苗繁殖、高效栽培、自然回归、推
广和应用及分子生物学研究等方
面均取得显著的成果并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东省科学技
术一等奖等。今年 7 月举办的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上，由华南
植物园曾宋君研究团队送展的兜
兰新品种获得 2个金奖、2个银奖、
5个铜奖、4个优秀奖，是广东省获
得最多的单位之一。获得金奖的
2 个 兜 兰 新 品 种 分 别 是 中 科
COP15 兜 兰 （Paphiopedilum
SCBG COP15）和文菲兜兰(Paphi⁃
opedilum Wenfei)。华南植物园在
兰花收集、保育与研发方面的工
作已走在全国前列。

4000余株韶关兰花走进华南植物园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通讯
员 姚诗诗）红联共建聚合力，党
建引领促发展。日前，在广东
省科学技术厅、广州市科学技
术局、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组
织部、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工业
和信息化局指导下，由大湾区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主办的“国
企联民企·筑梦共前行”百家支
部红联共建启动仪式，在广州
（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
成功举办。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
视员周木堂在致辞中表示，此
次“党建联姻”活动，思路创新、
形式新颖，是“学党史、悟思想”
成效的充分体现，也是“办实
事、开新局”落地的具体举措。
形成了具有鲜明广东科技系统
党建特色的新平台，为全省“科
技王牌军”打造了一个“样板
间”，为党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
有益借鉴。要利用好百家支部
红联共建平台，把党建链与产
业链、资本链、服务链有机融
合，既提升单个企业发展效能，
更聚点成线带面，推动科技企
业共建共融、共享共赢，让企业

党建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内生动力。

活动通过搭建红联共建平
台，链接广州市、大湾区的政府
单位、国企、高校院所、银行、券
商、投资机构、园区、服务机构、
科技企业等 100 家，实现企事业
单位与国企、民企“党建联姻”，
构建党建“生态圈”，扩大党建

“朋友圈”，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以党建引领业务，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发
展。

启动仪式上，广东省科学
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周木堂，广
州市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机
关党委书记林焕绪，广州国资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海滨，华南理工大学
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丹平，
广州市天河区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宋爱平，中
共广州市天河区石牌街道工作
委员会副书记潘荣德，工商银
行广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文世尧，南粤银行广州分行党
委书记周俊，广州珠江实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张研，苏交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凌
晨，广东省钟南山医学基金会
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夏凯，广州
高新技术产业集团副总经理罗
建，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董事长何荣天，大
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党支部
书记、董事长秦海鸥等领导嘉
宾共同为“国企联民企·筑梦共
前行”百家支部红联共建揭牌。

百家支部红联共建活动创
新打造 4+1+1+N 红联共建模
式，即四个政府单位、一个国
企、一个中心、N 个单位，以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广州市科学
技术局、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
员会组织部、广州市天河区科
技工业和信息化局作为政府、
国企代表，以大湾区科技创新
服务中心为平台，成立红联共
建专班小组，面向广州市、大湾
区的企事业单位、创新创业服
务机构、金融机构等，联合 100
家湾区内有党支部或者党员的
企业、机构，整合资源、共联共
建，开展红联共建工作。

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董事长秦海鸥在场与
大家分享了大湾区中心党支部
红联共建建设及工作开展情
况。为找准党建工作促进业务
发展的切入点，着力解决当前
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
的问题，大湾区中心经过精心
研讨，设计了红联共建需求清
单收集匹配环节，让各要素主
体面对面列出需求清单、提供

解决方案，现场做供需的精准
匹配。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红联共
建交流会·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广东·广州赛区）新一代信息
技术行业 CEO 资源对接环节，
近 50 位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企
业与银行、投资机构现场交流
对接，更好的解决企业技术、业
务、资金等需求。

百家支部红联共建在穗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肖勇
刘雷）企业出海，本质上建
立在产品自信和文化自信
的基础上。随着中国崛起，
未来势必会有越来越多企
业 走 出 国 门 ，走 向 世 界 。
日前，钛动科技在广州举行
钛动 2.0 战略发布会，对外
发布全新品牌体系，正式启
用新品牌标识。记者在发
布会现场获悉，作为一家出
海领域的企业服务公司，在
2.0 阶段，钛动科技将全面推
进公司产品化，并不断进行
技术迭代，以促进整个行业
链条的效率提升，为出海企
业提供更高附加值的服务。

在二十年前，中国企业
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是基础
设施的出海，本质其实建立
在劳动力与生产成本的优
势之上。随着中国影响力
的提升，中国企业正迎来品
牌出海的挑战与机遇。近
几年，大量的市场投放带来
了更激烈的竞争，移动互联
网出海也慢慢走出蛮荒时
代，为了更好地给出海客户
提供服务，钛动科技也在不
断地进行着迭代升级。钛
动服务出海企业后，出海企
业就不用再受限于碎片化
与孤岛化的经验判断，而是
依托于大数据与算法，以及
从而更快更全面地辅助其
进行包括广告投放、营销策

略在内的判断与决策
据《Emarketer》数 据 显

示，依托社交电商，DTC 在
未来数年将依然保持高速
增长。其中欧洲社交电商
市场 2020 年至 2026 年复合
增 长 率 预 计 高 达 28% ，而
52%美国消费者则明确表示
有 20%的购买行为会直接指
向DTC品牌。

钛动希望为各领域客户
提供专业的出海解决方案，
在 App、Game 以及 EC 领域，
钛动曾服务了众多头部企
业，在这些领域积累了许多
经验和能力，而钛动也将开
放自己的能力和服务经验，
为客户提供深度的定制化
解决方案。三大领域外，钛
动 在 2.0 阶 段 将 向 消 费 和
DTC 品牌倾斜更多的资源
和能力，着重突出对 DTC 领
域的服务能力，从而为全领
域客户打造最能帮助其一
站式出海的增长服务平台。

除了提供全方位的行业
客户解决方案，钛动还将打
造出海全域流量生态。在
发布会上，李述昊将其总结
为两个3+X。

在 2.0 阶段，钛动将实现
全 面 的 业 务 与 资 源 覆 盖 。
目前，钛动整合了包括三大
媒体在内的全领域资源网
络赋能服务场景，帮助出海
企业能最快速地覆盖最广

泛的用户。
钛动的使命，就是通过

技术手段和服务能力，把所
有能够帮助出海企业在海
外 reach 到客户的资源赋能
给全领域客户，从而打造出
最能帮助客户的一站式出
海增长服务平台。

钛动希望将优秀的能力
沉淀在产品上，服务更多的
客户。目前，Tec-AD 是钛
动出海广告营销赋能服务
平台、Tec-GO 是出海服务
供应商聚合平台，Tec-BIP
是商业智能决策分析平台，
而 Tec-Retail 则是出海零售
一站式服务平台。

广州市腾博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下称：腾博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759417901Y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
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550 万
元减至105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2021 年 10 月 8
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移动互联网出海走出蛮荒时代

创新“4+1+1+N”模式

迭代升级，钛动科技2.0战略发布

减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