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2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

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北京北航天汇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北航天汇创新成果转化基地

2 北京九州众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九州数字医疗健康产业基地

3 北京普天电子城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506孵化器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4 北京科创空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创E+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5 北京华电天德科技园有限公司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6 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基地

7

天津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天津市赛达伟业有限公司 赛达新兴产业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8 天津市津南创腾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津南经济开发区小企业创业基地

9 天津鑫恩华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鑫恩华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0 启迪之星（天津）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天津·生态城）中小企业创业
基地

11 天津鑫帅领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鑫帅领科技园基地

12 天津市巨贝投资有限公司 巨贝大厦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13

河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邯郸市复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复兴绿色制造产业园

14 唐山益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益电创业创新基地

15 三河燕郊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河燕郊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6 石家庄高新区日中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日中天科研孵化中试基地

17 唐山市丰南区万众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万众创业孵化基地

18 河北融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航标军民融合双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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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9

山西省小企业

发展促进局

启迪（太原）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清控创新基地（太原）

20 山西万昌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万昌物流园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21 忻州市漫游世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中关村e谷·忻州市大学生创业园

22 阳泉市驿拓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阳泉驿拓电子商务产业园

23 阳城县万亨商贸有限公司 阳城县小企业创业基地

24 运城英特普斯创业孵化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英特普斯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25

内蒙古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

厅

通辽再生金属市场有限公司
通辽再生金属有限公司科左后旗小微企业
创业孵化园区

26 内蒙古自治区睿智宏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睿智宏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27 鄂尔多斯科教文化创意产业园管委会 鄂尔多斯科教文化创意产业园

28 内蒙古蒙旅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际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园

29 化德县众创电子商务公共服务有限公司 化德县服装工业园区小企业创业基地

30

辽宁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丹东市海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丹东市海创空间孵化基地

31 辽宁万众创新孵化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锦州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32 辽宁万众科技大市场有限公司 锦州市新材料创业创新基地

33 森林时代电子商务（辽宁）有限责任公司 森林时代孵化器

34 盘锦科技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盘锦科技孵化器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35

大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科技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

36 大连一路同行企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大连一路同行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37 大连创谷汇双创产业中心有限公司 大连创谷汇双创产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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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38

吉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吉林省光电子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吉林省光电子创业孵化基地

39 吉林省中改双创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改创新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40 长春市现代转业军人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转业军人创业孵化基地

41 禾芫科技孵化器（长春）有限公司 吉林省北湖生物技术创业孵化基地

42 吉林省吉青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43 吉林省创新创业孵化产业园有限公司 吉林长春阿里云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44

黑龙江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

哈尔滨云容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腾讯众创空间（哈尔滨）

45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
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46
黑河市创新小微企业科技创业园有限责任
公司

黑河市小微企业科技创业园

47

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康桥先进制造技术创业园有限公司 康桥产业园基地

48 上海零号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零号湾全球创新创业集聚区基地

49 上海一通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通世界产业园基地

50 上海聚科生物园区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聚科生物园区基地

51 上海欣谷高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黄浦区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52 上海寰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寰翎众创基地

53

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麒麟启迪低碳智能产业园（启迪科技
城·南京麒麟）

54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常州石墨烯科技产业园

55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56 江苏华新高新技术创业有限公司 海安高科技创业园

57 射阳县高新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射阳县高新科技创业园

58 高邮市通邮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高邮市通邮电子商务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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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59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颐高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颐高创业园

60 温州市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瓯海科创小微园

61 湖州七幸孵化器有限公司 湖州七幸科技产业园

62 浙江慧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美创园

63 丽水网新正合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绿谷信息产业园

64

宁波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宁波市鄞州鄞创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鄞州区大学生（青年）创业小微园

65 宁波云裳谷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云裳谷纺织服装时尚科技产业园

66 宁波联东金陵投资有限公司 联东U谷·宁波国际企业港

67

安徽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安徽中安创谷科技园有限公司 中安创谷科技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

68 合肥荣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荣电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微企业创业
基地

69 芜湖通全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通全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70 安徽铜草花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铜草花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

71 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责任有限公司
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

72 歙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歙县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73

福建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福建省华创启达投资有限公司 华侨大学（丰泽）创新创业园

74 福建火炬高新技术创业园有限公司 福建火炬高新技术创业园

75 福建永腾实业有限公司 永定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76 龙岩市龙岩学院科技有限公司 龙岩大学科技园

77

厦门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软件园三期创新社区

78 厦门中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中达电商园

79 厦门海峡科技创业促进有限公司 台湾科技企业育成中心

80 厦门科湖集成电路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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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81

江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江西南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工程学院大学科技园

82 赣州市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赣州市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83 玉山县家居行业协会 玉山县家具产业园

84 南昌红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南昌）虚拟现实VR产业基地

85 江西博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赣江新区（永修组团）新经济孵化器

86 赣州市西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西城科技园

87

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山东大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智造谷创业孵化基地

88 淄博京鲁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周村区创业孵化中心

89 东营市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大学科技园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

90 威海蓝色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蓝色创业谷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

91 山东龙湖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龙湖软件园

92 观远(山东)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鲁西国际小微企业创业园

93

青岛市民营经

济发展局

青岛中德园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中德生态园）双创
中心

94 融合创新（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天航凤岐协同创新基地

95 青岛蔚蓝天地置业有限公司 百富东方•蔚蓝天地小微企业双创园

96

河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洛阳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洛阳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

97 河南红街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永恒红街创业大街

98 郑州亿达科技新城发展有限公司 亿达（郑州）科技园

99 洛阳卓阳耀滨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卓阳科技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00 河南郑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郑航孵化器

101 许昌数智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许昌市智慧信息产业园

第 5 页



序号 省份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02

湖北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武汉华工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

103 武汉光电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光电谷创业创新基地

104 武汉五点五孵化器有限公司 5.5医药健康创新园

105 武汉创客星孵化器有限公司 OVU创客星

106 襄阳市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襄阳市大学科技园

107 宜昌欣扬孵化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生物医药孵化器基地

108

湖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中南大学科技园（湖南）发展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

109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长沙中电软件园

110 湖南高科园创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天易科技城自主创业园

111 益阳中开院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中开院益阳智慧能源孵化基地基地

112

广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广州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纳金科技创业创新基地

113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 华南新材料创新园创业创新基地

114 佛山东星陶瓷产业总部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

115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新研
究院

广工大数控装备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

116 江门市高新技术工业园有限公司 江门高新区小企业基地

117

深圳市中小企

业服务局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清华信息港

118 深圳市高科新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高科创新中心

119 深圳市龙岗区城投产业发展运营有限公司 龙岗智慧家园

120 深圳市领亚美生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领亚美生智慧绿谷创业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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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西壮族自治

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

广西揽胜企业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南宁市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基
地

122 广西南宁五象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南宁五象孵化器

123 柳州五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菱动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124 桂林民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民华科技企业孵化器桂林创新大厦孵化基
地

125 桂林经开孵化器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126 来宾市绿源科技企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来宾市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127 海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创新创业基地

128

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巫山移民产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大地国际医药楼宇产业园

129 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重庆重科智谷楼宇产业园

130 合川区钓鱼城小企业服务中心 合川钓鱼城小企业创业基地

131
重庆市綦江区江源中小企业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

重庆三江小企业创业基地

132 重庆科炬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重庆众创之家小企业创业基地

133

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 成都市高新区孵化园

134 成都新谷孵化器有限公司 天府新谷小企业创业基地

135 成都连康投资有限公司 三医创新基地

136 乐山高新盛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乐山高新科技企业孵化器

137 武胜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武胜农副产品加工小企业创业园

138 绵阳融鑫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高新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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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贵州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贵州黔巨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黔巨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40 贵阳博新雅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阳学院-双龙协同创业创新基地

141 贵州金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贵州金沙经济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基地

142 贵州惠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贵州惠水经济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

143 黔西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黔西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44

云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普洱聚创科技有限公司 普洱互创国际中心双创孵化基地

145 昆明互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昆明互创国际中心创业园

146 云南创新生物产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云南创新生物产业孵化器

147 云南云上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云上云大数据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48 云南海归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海归创业园

149 临沧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临沧共创科技创业园

150

陕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西安骏驰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西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

151 西安航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科技企业孵化器

152 中国电子西安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西安产业园

153 咸阳高新创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咸阳高新区筑梦创新创业基地

154 陕西世纪华耀科技有限公司 铜川市耀州区大数据产业园

155 渭南高新区火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渭南高新区3D打印创业创新基地

156

甘肃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甘肃省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157 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
新示范基地

158 白银巨亨新材料有限公司 白银巨亨示范基地

159 平凉新时代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平凉新时代创业孵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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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青海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青海启迪之星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西宁）创业孵化基地

161 青海青年创业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青年创业园孵化基地

162

宁夏回族自治

区工业和信息

化厅

银川数字经济产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数字经济产业园

163 银川中关村信息谷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银川中关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64 宁夏创业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创业谷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65 贺兰县三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贺兰县科技创新中心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

166 宁夏康业投资有限公司 隆德闽宁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园

167 宁夏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东科技孵化园

168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工业和信

息化厅

新疆软件园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软件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

169
乌鲁木齐搏得梦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有限
公司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

170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
市新市区）创业服务中心

科技型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第 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