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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明科技变废为宝有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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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伦敦科技创新论坛促生新科技力量
本 报 讯 （记 者 张 孝 东 通 讯 员
梁洁）“杭州-伦敦科技创新论坛”日
前在未来科技城启幕，该活动是 2020
伦敦科技周期间重要的线下活动。
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键、杭
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赵喜凯、杭州市
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傅立、杭州未来科
技城管委会人才与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徐来莹，英国国际贸易部高级投资官
员、伦敦发展促进署大中华区首席代
表、未来 500 强企业、EFC 入驻知名企
业代表以及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等参
加。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让科技与创新界人才在云端相
聚，促进企业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
运转与互动。
赵喜凯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杭
州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积极在跨
境电子商务、科技金融结合、人才聚集
等方面先行先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发挥杭州
在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中的独特作
用。
现场，杭州未来科技城 G5（英国）
创投中心暨英国引才站揭牌仪式举
行。未来，G5 将致力于构建中英两国
早期投资、孵化、创新生态，为双边早
期科创生态注入更多活力。
自成立以来，未来科技城一直以
一流平台集聚一流人才，截至目前，拥
有上市企业 7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28
家，成为余杭区、杭州市，乃至浙江省
的重要增长极。
作为浙江海外引才的重要平台，
未来科技城将持续以打造最优服务、
最优生态“双优”高地为目标，领跑城
市国际化的发展，全力构建国际化创
新创业生态系统，推动杭州国际化名
城建设，吸引国际人才来杭州创新创
业。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
深度融合
操作员按下按钮，易腐垃圾进入传送带，开启“重生之旅”

易腐垃圾经高温破壁+干化一体技术处
理后，
“变身”安全无污染有机肥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最近，未来科
技城大华西溪风情（以下简称大华）的居民，
每天下午都会到小区内的垃圾集中堆放点，
带走几袋黑色
“沙土”。
这些“沙土”都是种植花草所需的有机
养料，而这背后的“功臣”，便是碳明科技的
最新垃圾处理设备——青厨。
昨日下午，记者在大华北门的垃圾处理
现场看到，操作员按下按钮，装满易腐垃圾
的专用桶就缓缓上升至传送带边将垃圾倾
泻而出。进入传送带，这些垃圾就开始了
“重生之旅”：震动筛分系统首先对所有垃圾

进行筛分，固体物料随后进入发酵系统，最
终的产出物便是有机肥。
据介绍，
“ 青厨”主要采用高温破壁+干
化一体技术，能将高含水率的易腐垃圾干化
为有机养料，就地减量 80%，并通过 155℃高
温对有机养料进行杀菌处理，确保产出物安
全无污染。
“青厨”的使用，不仅减轻了社区工作人
员垃圾二次分拣的负担，还大大提升了有机
养料的品质。
此外，
“ 青厨”连接物联网管理系统，用
户通过碳明科技的“蒲公英”物联网系统，查
看“青厨”每天垃圾的处理量、减量率、累计
处理量等数据。
据统计，
“ 青厨”的日处理量为 2 吨，转
化率为 80%，自 8 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处
理 30 多吨垃圾。
“我们每天大概处理 30 桶垃
圾，最终得到 4 桶养料。”碳明科技合伙人戴
雨晴说。
最后得到的有机养料都去了哪里？记
者了解到，在大华有个“花友群”。每天，居
民们会在群里留言，
预订第二天的养料。
从倒垃圾到收养料，大华形成了一个完
美的闭环。
“ 居民们喜欢在自家小院里种些
花花草草，刚好需要这些养料，我们就免费
提供给他们。
”
戴雨晴介绍道。
两年前，大华成立了一个“环保组织”，
旨在鼓励居民实行垃圾分类。两年来，这里

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居民们的
垃圾分类意识也日益增强。而碳明科技和
大华曾有多次合作，因此在将“青厨”投入社
区使用时，碳明科技首选大华作为试点社
区。
投入使用以来，
“青厨”无噪音、无污水、
无残渣的优点赢得了小区居民的高度认可。
据悉，碳明科技成立于 2018 年，是未来
科技城内一家专注于实现垃圾就地资源化
利用的科技创新型企业，产品涵盖不同体量
的垃圾就地处理设备以及物联网管理系
统。公司拥有多项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和
一流研发团队，致力于实现垃圾向能源的转
化。
2019 年，碳明科技正式研发社区餐厨垃
圾处理设备——青厨。研发阶段，未来科
技城管委会多次深入企业，给予建议和指
导。
“最初，我们想研发的是一款能应用于
垃圾场的垃圾处理设备，经过管委会和公
司多次讨论以及实地走访，发现这并不容
易。在管委会的帮助下，我们最终改变了
定位，转向社区。投入使用以来，这个方
案进行得十分顺利。”戴雨晴表示，接下
来，碳明科技将继续进行“青厨”的研发
迭代。预计今年年底，碳明科技将在未来
科技城内新增 2 个试点，并逐步在区域内推
广。

轻羽飞扬 酣战球场

本报讯 （通讯员 方秀秀 记者 张
孝东）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党群人才服
务中心日前联合浙江九凌科技有限公司
举办了 2020 年九凌“康乐杯”首届羽毛球
比赛，来自各单位的 16 支队伍共 150 余
人参加。
本次大赛由小组赛、淘汰赛和冠亚
军争夺赛组成。当天，赛场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活动伊始，浙江九凌科技有限

公司还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无人机表
演。
开赛后，无论是娴熟球技的“前辈”，
还是激进敏捷的“后生”，大家都当仁不
让，体现出顽强拼搏的精神。最终，
“红
色大裤衩”队摘得比赛桂冠，
“ 这群瓜娃
子”
队夺得亚军，
“i english”
队获得季军。
运动是一座城市律动的乐章，彰显
一座城市的精气神。这场球赛不仅带来

了掌声、欢呼声，更契合了广大创客群众
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心声。未来科技城
（海创园）党群人才服务中心今后将更加
致力于把此类比赛覆盖到更多企业中，
不断提升比赛的专业性和竞技性，促进
推动全民健身生活化，带动更多人创业
拼搏，释放强大创新能量，在未来科技城
扎根发展。

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线下推广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梁洁 记者 张
孝东） 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
联盟线下推广活动近日在中国（杭州）
人工智能小镇举行。浙江省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杭州未来科技城知识产权
局、浙大校友总部创新中心、杭州乐知
新创人工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代
表，区域内 30 余家人工智能企业、知识
产权服务机构参加活动。
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以未来科技城为试点，积极响应浙
江省落实省委高质量发展、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推进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开展制造业集群知识产权联盟建
设、推进知识产权联盟对百亿产值块
状经济实现全覆盖的工作要求。
会上，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相关负责人就保护中心工作职能与浙
江省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联盟建设
情况作了介绍。
据了解，联盟以省内人工智能产
业领域上市企业、准上市企业、鲲鹏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为主要成员，是

全省首个围绕人工智能产业领域的知
识产权联盟。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将通过联盟聚焦人工智能企业在专
利快速确权、维权方面的需求，分析产
业细分领域的技术发展情况及发展趋
势，助力人工智能企业加快突破关键
技术，推动知识产权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发展。
“作为浙江省人工智能产业知识
产权联盟的实验地，未来科技城将发
挥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优势和产业创新
能力，打造具有未来科技城特色的知
识产权产业高地，积极响应浙江省加
快知识产权强省建设的号召，培育先
进制造业集群。”杭州未来科技城知识
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联盟成立后，将以高质量专利培
育、知识产权培训、知识产权金融、专
利池、行业专利检索分析等知识产权
服务为纽带，促进联盟企业成员间交
流互动，提升知识产权申请质量，加快
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转化。

企业在海外如何维护知识产权？
多位专家来支招
本报讯 （通讯员 梁洁 记者 张
孝东） 2020 年杭州市知识产权创新沙
龙第一期活动日前在浙江（杭州）知识
产权创新产业园举办。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林霄，
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司司长、原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顾问吕
国良，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浙江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大校友总部创
新中心、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知识
产权局相关人员及 40 余家企业参加。
活动由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主办，
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杭州市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杭州乐知新创人工智
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杭州人工智能
知识产权投资运营平台承办，浙江省
发明协会技术转移专委会、杭州知识
产权促进会协办。
活动围绕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的申
请与保护策略展开，旨在为企业有效
运用海外专利制度，规避知识产权风
险，有序有效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参
考。
活动中，林霄表示，随着我国企业

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断深化，在海外
面临的知识产权纠纷日趋增多，企业
海外维权也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的风险与挑战，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海
外维权体系尤为重要。
吕 国 良 以“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全球 IP 保护体系”为主题作了分
享，简要介绍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
发展史及核心战略目标，分别对专利
PCT 国际申请体系、工业品外观设计海
牙体系以及商标马德里体系的主要特
点、申请优势、注册流程进行了详细讲
解，并结合典型案例和工作经验就企
业如何加强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充分
利用这些体系提高海外知识产权申请
和注册效率、降低经济成本作了解读。
本次沙龙针对性强，赢得了参加
企业的积极响应和认可。接下来，未
来科技城还将与杭州市市场监管局共
建国际知识产权政策法律服务中心，
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的各项国际条约和服务体系参与国
际竞争，提升国际知识产权创造、运
用、保护、管理的综合实力，提升企业
国际影响力。

全民清洁日 齐心协力扮靓上湖村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金 昌 才 记 者
张孝东） 日前，余杭街道上湖村开展
以“垃圾不落地、余杭更美丽”为主题
的“全民清洁日”活动，村班子人员、工
作人员、党员、组长共 60 多人分安山和
城北新村两片，参加了义务劳动。
早上 7 时许，大家就来到各自的片
区开展清洁劳动，清理绿化带，搬运大
件 物 品 ，督 查 垃 圾 分 类 ，清 除“ 牛 皮

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村民
也被感染，纷纷拿起工具清理自家的
房前屋后。半天时间，清理垃圾 6 车、
绿化带 400 平方米，清除卫生死角 12
处。
结合“全民清洁日”活动，上湖村
还对一块 2000 多平方米的荒草地进行
了平整，用作家长接送学生的临时停
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