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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吻吻鱼科技有限公司 CEO 倪裕伟：

创造幸福产品 打动用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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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倪裕伟，一位典型设
计师型创业者，2009 年毕业于浙江
大学设计专业，后留学荷兰，就职于荷

将残疾人的需求及冷暖
时刻放在心上

兰知名企业。2014 年辞职回国创业，
创立吻吻鱼品牌，从产品定位、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把控，用态度做

良渚举办国际残疾人日文艺汇演

好每一件产品。

“从想要创业的那一刻起我就目的很明确，要做自己的品牌。”杭州吻吻鱼科技有限公司是梦栖小镇新入
驻企业，这家有着可爱名字的企业正如其名，通过一些可爱又有温度的生活家居类产品，打动用户的心，提升
每一位用户的幸福感。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刘丽敏

海归设计师回国创业 要让设计产业化
早餐杯

品牌介绍：吻吻鱼，一个“创造
幸福产品”的品牌，坚持
“整合科技、设
计和文化”的产品开发方向，自主研
发、设计并生产
“轻智能、轻时尚”居家
日用产品。

“为什么要回国创业？主要是想做设计产业化这样
一件事。”倪裕伟说，以前设计师大多是做设计服务的，
由品牌方实现生产，设计师能把控的东西少，产品设计
后到底能不能落地，市场状况怎么样，客户反馈怎么样，
设计师很难知道。
“如果设计师对整个产品全链把控，在
所有环节里植入设计思维，用最高效的方式去解决问
题，便是设计产业化，那是很多设计师的梦想，我也不例
外。”
带着这样的信念，倪裕伟找到自己的大学室友，开
启了回国创业之路。用他的话说，从 2014 年至今，自己
与伙伴们经历了从 0 到-1，从-1 到 0，再从 0 到 1 的几个
阶段，也就是说，在前三年的时间里，创业之路很艰难。
2014 年 9 月，吻吻鱼诞生了，做创造幸福产品的品
牌，是公司的目标。母婴，
是切入点。

回顾自己的创业经历，倪裕伟说，创业初期，很多东
西不懂，心里也没有谱，只想尽可能地把每个环节做到
完美，
“ 比如说产品的硬件、充电的磁吸头，我们是设计
师出生，就自己设计自己开模，当时开发便携式恒温奶
瓶那款产品，相当于同时在开发十个小产品。”
沉迷“开发”这件事，很快就让企业面临难题。研发
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在起步阶段，吻吻鱼还没有市场
支撑，没有供应链的支撑，也没有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很
快，企业到了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的时候。
“ 假如当时我
们把产品做出来卖给大品牌贴牌，我相信是卖得动的，
但这样跟我的初衷背道而驰，我依然坚持做原创品牌。”
在最艰难的时刻，倪裕伟作出了惊人的决策——忍痛把
智能温奶器及相关母婴储备产品项目“砍”了，继续自己
的研发之路。

研发奠定基础 吻吻鱼在保温杯行业稳步前行
咖啡杯

CC 杯

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良渚为专职网格员充电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肖文祥）
日前，良渚街道沿山网格网格员靳军在七贤
山居巡查时，突然发现有人呼喊救命，声音较
轻但是比较急促。网格员意识到情况紧急，
立即循声前往查看，发现七贤山居房屋内有
位 80 多岁的老人不慎摔倒，自己无法站起来，
而家人又不在身边，
只能呼救寻求帮助。
网格员进屋后见老人意识清醒，连忙查
看并询问老人摔伤情况，幸好并无大碍。恰
好这时老人的家人赶到，网格员和老人家属
一起将老人扶到床上休息。安置好老人后，
家属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在确定不需要帮助后，网格员离开现场
继续开展巡查工作。
这样的处理方式，得益于网格员日常培
训、学习所积累的经验。前不久，良渚街道组
织大联动队员（专职网格员）开展了急救知识
培训，共有大联动队员（专职网格员）及综合
信息指挥室工作人员 125 人参加培训。
会上，区红十字会成员任老师对心肺复
苏、气道异物梗阻等常见的突发性情况进行
了具体讲解和处置方法演示，并对学员在实
际救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特别说
明，让全体大联动队员（专职网格员）了解应
急救护知识，掌握基本急救技能，遇到紧急情
况能够及时进行自救、互救，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人员伤亡，共同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
救护能力。
为进一步了解队员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会后，综合信息指挥室组织队员对培训内容
进行了测试，根据考卷统计结果，合格率为
96.53％，基本达到了培训的预期效果。后期，
良渚街道将开展第二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活
动，进一步增强大联动（专职网格员）人员遇
到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应急反应能力
和自救互救能力，为创建“平安余杭”作出积
极贡献。

“产品是好的，创新也是有的，打开市场的关键问题
在哪里？”倪裕伟分析，创业初期的大胆研发、开模，确实
有些冒进了。但就是这些痛苦的研发经历，却为吻吻鱼
进入保温杯行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奶瓶伴侣是吻吻鱼早期的储备产品。事实上，这是
一款“高配版”的保温杯，杯子里有一个恒温配件，开水
倒进去水温会恒定在 40℃左右，并且能恒温 15 个小时，
非常适合有宝宝的家庭泡奶用。
“这款产品当时差一点就流产了，在最后测试阶段
出现了两三处渗漏。虽然材料是无毒无害的，但这仍然
不是我想要的。痛定思痛后，我们着手去掉了一些配
件，保留了几个通用功能，再增加了焖鸡蛋等辅助功
能。”最后，吻吻鱼又一次自我否定，剔除了杯子的恒温
功能，保留了温度显示功能，一款设计感十足、使用感极
佳的保温杯（吻吻鱼 CC 杯）终于出炉。
产品有了，销售怎么突破？倪裕伟说，当时正巧赶
上了精选电商、新零售萌芽阶段，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
2016 年 11 月，吻吻鱼成为了小米众筹里第一家非小米生
态链的企业，两个星期就卖出了 12000 多个保温杯，这让
吻吻鱼团队信心大增。对于第一批客户，倪裕伟也是相
当珍惜。根据客户提出的相关建议，吻吻鱼积极采纳改
进，用虚心回馈客户的
“挑剔”。

随后，MINI 版 CC 杯、可以焖鸡蛋的早餐杯、神似保
龄球的 KKF 保温水杯、轻智能咖啡杯等相继面世。其中
轻智能随行保温杯，自 2017 年 11 月上线以来，已累计销
售 15 万个，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KKF 保温水杯今年 10
月 10 日上线，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售出 2 万多个。目前，
吻吻鱼系列产品在小米有品、淘宝天猫、线下店面等都
有销售。
可以说，从 2017 年开始，吻吻鱼逐渐步入正轨，产品
越做越精。倪裕伟说，这与公司与工厂形成股权合作不
无关系，设计环节精益求精、生产环节实现可控，更有利
于公司发展。
“回国后听说我的老师在梦栖小镇发展，就想来看
看，来了之后就不想走了，我马上去参加了良渚新城的
项目评审会。”倪裕伟说，梦栖小镇作为一个工业设计小
镇，整体发展潜力巨大，产业氛围浓郁，于是 2018 年 8 月
吻吻鱼正式入驻小镇。
“接下来保温杯领域我们再开发 1 到 2 款产品基本
就可以成型，根据消费者反馈再积极改进。以后，我们
会复制现在的模式，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在居家生活
这个大品类里，做优质的差异化产品，创造有幸福感、有
温度的产品。”
对于未来，倪裕伟信心满满。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金良瓶） 12 月 2
日，良渚中心广场人头攒动，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国
际残疾人日”文艺汇演在此举行，为辖区残疾人朋友
送上了精彩纷呈的节目。
活动在良渚街道柔力球队的表演中拉开序幕。
表演者虽然身有残疾，但柔力球在他们手里来去自
如，引得场下观众连连称赞。小品《回家》表演者亦是
一位残疾人，讲述的是一位残疾人母亲领养孩子后辛
勤劳动，与女儿情深义重，让台下观众感动至极。另
有独唱、反串歌舞、舞蹈等节目轮番上场，期间还有问
答互动环节，向群众传递残疾人方面的知识，让更多
的人了解残疾人、关心残疾人。活动现场，杭州至卓
通讯科技有限公司还为残疾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让残
疾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
今年以来，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在“八八战略”的
指引下，围绕区委区政府“追求高质量、争当排头兵”
的总体要求，全方位打造“智慧良渚、文化良渚、大美
良渚、安康良渚”，全力以赴将良渚新城建设成为产城
人文融合发展的高品质国际化杭州城北副中心。在
各项经济指标超速增长的同时，良渚新城（良渚街道）
不忘民生工程，将残疾人的需求及冷暖时刻放在心
上，各项工作走在全区前列。
基本保障落实到位。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发放
残疾人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一户多残困难残疾人家庭补助、职工养老医疗
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各种补助共计 1072 万余
元。
医疗康复精准实施。加强残疾儿童康复补助，开
展康复器材送家门、上门鉴定等活动，落实“助听助明
助行”等各项补贴。
服务设施逐步完善。加强良渚街道工疗站建设，
积极申报省级阳光庇护中心；施家湾社区、聚贤社区
成功创建无障碍社区，大型公众场合无障碍设施完
备。
素质技能不断提升。积极组队参加市区两级运
动会，获得了市级运动会 1 金 1 铜，区级运动会 3 金 2
银 2 铜的好成绩。开展书画培训、粘土制作、插花、心
理辅导等培训班，提高残疾朋友走向社会、融入社会
的能力。
就业道路持续拓宽。大众服务和精准服务相结
合，举办两场残疾人招聘会，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
因人而异积极为东塘河村、良港村、大陆村的残疾朋友
就业牵线搭桥。引导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为 22 家超
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发放补贴 23 余万元。
助残氛围日益浓厚。在全国助残日、爱耳日、爱
眼日等特殊日子，利用公众微信号、小事儿便民中心、
宣传橱窗等载体加大宣传，现在助残扶贫的企业日益
增多，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初冬叶菜长势好
农蔬合作社耕作忙

精挑细选，差的菜剔掉，粗壮点的留下

银杏扮靓
良渚集镇

良渚集镇玉管路上，金色银杏扮靓一条街，常常有成群结队的市民
朋友在树下聊天叙旧，沐浴在初冬金色的景致里。这两行银杏树也给
市民出行带来了愉悦心情。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沈祥林

本报讯 （记者 金晓榕 通讯员 沈祥林） 初冬是
蔬菜等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在良渚街道麟海蔬果
专业合作社的东塘河区块，农户正弯着腰在青菜地里
“剔苗”。只见他们双手配合，不停地挑挑拣拣，将一
把把个头差不多的菜苗装进麻袋，为地里的菜苗留出
更多生长空间。
“菜大大小小挤在一起，会造成营养不良，把差的
剔掉，粗壮点的留下，以后就成为成品。成品每颗重
量在六到八两之间，露地种植的将在今年春节期间大
量上市。”杭州良渚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社长何林海
告诉记者，这片露地青菜品种为苏州青，是在 10 月底
播种的，播种面积为 130 亩。青菜剔好之后还要追
肥，基本是将有机肥和复合肥掺在一起施。这个季节
虫害少，追肥后的青菜将迎来霜降与雪花，等年底便
可上老百姓的餐桌。
据了解，麟海蔬果专业合作社蔬菜种植面积超过
2380 亩，冬季主要种植青菜、生菜、萝卜等 13 个品种，
每天可对外供应 20 吨左右，销往杭州城区超市、蔬菜
批发市场，
节日期间供应量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