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年度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名单
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

北京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汇龙森国际企业孵化（北京）有限公司 汇龙森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2 北京金丰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金丰和双创基地

3 北大医疗产业园科技有限公司 北大医疗产业园

4 北京云基地云计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关村云基地

5 北京东联同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东联同创智能装备产业基地

6 北京京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京仪孵化器产业孵化培育基地

7

天津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天津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天津）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8 天津棉三创意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棉3创意街区

9 天津恩华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四信大厦小微基地

10 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基地

11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帅超科技园

12 天津泰达中小企业园建设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中小企业园小企业创业基地

13

河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河北军鼎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军鼎科技园

14 唐山博玉陶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唐山博玉陶瓷文化创业产业园

15 廊坊市宏泰科技成果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京津冀（廊坊）协同创新创业基地

16 河北新林坡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 黄骅市新林坡创业服务中心

17 涉县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涉县开发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8

山西省小企业
发展促进局

长治市唯美诺双创科技园有限公司 山西唯美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9 山西太行海鸥锯业有限公司 海鸥双创基地

20 太原智慧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太原智慧产业园

21 运城市理想创业基地有限公司 运城市理想创业基地

22 大同云购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大同云中购众创基地

23 太原清控科创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清控创新基地（山西示范区）

24
内蒙古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赤峰市创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松山工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

25 牙克石市兴安运达物流有限公司 牙克石兴安运达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26 呼和浩特留学人员创业服务中心 呼和浩特留学人员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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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27

辽宁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沈阳新经济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新经产业园创业（辅导）基地

28 沈阳名仕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沈阳名仕文化科技产业园

29 沈阳鉳大汇创创业辅导基地有限公司 鉳达汇创创业辅导基地

30 辽宁中保实业有限公司 中保科技众创空间

31 盘锦高升经济区金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辽宁盘锦现代农业创业大厦

32 盘锦智新小微企业创业园服务有限公司 盘锦小微企业创业园

33 大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大连英蕴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船舶海工技术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34 吉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吉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吉林高新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35 吉林省青年荟创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吉林省青年荟创业孵化基地

36

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园基地

37 齐齐哈尔恒昌行农产品经销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青创咖啡创业创新基地

38 佳木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佳木斯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39 伊春工业示范基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伊春市小微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40

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上海同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41 上海锐嘉科实业有限公司 移动智地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42 上海莘泽创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莘泽创业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孵化基地

43 上海西虹桥导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北斗西虹桥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44 上海麦腾永联众创空间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麦腾创业创新基地

45 上海中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松江电子商务创业创新基地

46

江苏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江苏博济堂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J6软件创意园

47 无锡惠山新城生命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生命科技小企业创业基地

48 江苏绿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绿色建筑产业园

49 苏州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医疗器械科技产业园

50 丹阳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丹阳高新技术创新园

51 江苏宿迁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宿迁电子商务产业园

52

浙江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杭州东部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东部软件园

53 杭州天和高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杭州天和高科技产业园

54 温州市永兴标准厂房股份有限公司 空港新区永兴南园小微企业创业园

55 浙江绍兴形尔尚居家空间有限公司 绍兴金德隆文化创意园

56 中节能（嘉兴）环保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中节能嘉兴环保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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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57

宁波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

宁波柯力物联网有限公司 宁波市工业物联网特色产业园

58 宁波市鄞创科技孵化器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鄞州科技信息孵化园

59 宁波模具产业园区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模具产业园区

60 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业创新服务中心
有限公司 宁波环杭州湾智能产业园

61

安徽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安徽启迪科技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艳湖高科技研发基地（合肥启迪科技城）

62 安徽砻坊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芜湖市镜湖区科技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63 阜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有限公司 颍上县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64 淮北相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濉溪电子商务产业园

65 安徽金园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金寨现代产业园区 “金梧桐”创业园

66 天长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天长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67 福建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石狮市青创城电子商务园区有限责任公司 青创城创业基地

68 福建尤溪经济开发区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尤溪经济开发区城西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69

厦门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创新创业园

70 厦门旗山云创业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云创智谷

71 青瓦孵化器有限公司 青瓦创新社区

72 厦门象屿自贸区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跨境电商创业园

73

江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景德镇市伊人如瓷陶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创意瓷萃（伊人如瓷）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74 江西省科院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科学院科技园

75 云创智谷（赣州）科创服务有限公司 云创智谷新经济双创园

76 樟树市城北工业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樟树市中药饮片及保健品小微企业创业园

77 南昌泰豪软件园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泰豪软件园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78

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烟台高新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高新区1号创客空间

79 山东珠联天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奎文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80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博科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81 威海智慧谷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东方智慧谷创新创业基地

82 泰安泰山科技有限公司 泰山科技双创基地

83 德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德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基地

84

青岛市民营经济
发展局

青岛帆云生物科技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

85 橡胶谷集团有限公司 橡胶谷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86 青岛有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少海汇创客+

87 青岛保税港区科创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科创产业”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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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88

河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洛阳863软件孵化器有限公司 洛阳863创智广场

89 河南高新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融易众创创业创新基地

90 河南聚方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聚方孵化器

91 林州863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林州863红旗渠科技产业园

92 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商丘高新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93 河南省留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美国际创业港

94

湖北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武汉烽火创新谷管理有限公司 烽火创新谷创业基地

95 武汉恒瑞创智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武汉恒瑞创智创业创新基地

96 武汉武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科技园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97 中国科技开发院（宜昌）云计算孵化器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宜昌云计算孵化器基地

98 宜昌微特智慧谷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微特智慧谷物联网创业创新基地

99 云创智谷（荆门）科创服务有限公司 荆门云创智谷小微企业双创基地

100

湖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湖南长海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海创业基地

101 湖南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湖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102 株洲高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株洲中小企业促进园

103 湘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湘潭火炬创新创业园

104 衡阳市三叶中小企业创业基地服务
有限公司

衡阳市三叶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105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总公司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孵化基地

106

广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珠海大横琴发展有限公司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107 广东网商时代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网商时代（江门）创业创新基地

108 广东顺博创意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顺德文化创意产业创业基地

109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宏太云产业创业创新基地

110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中山大学科技园

111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

112

深圳市中小企业
服务局

深圳市星河雅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星河WORLD

113 深圳市龙岗天安数码新城有限公司 龙岗天安数码新城

114 深圳龙岗区启迪协信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启迪协信科技园

115 深圳市中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宝能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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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西联讯投资有限公司 联讯U谷双创基地

117 柳州天步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柳州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园

118 柳州卓智孵化器有限公司 智慧工厂创业创新基地

119 桂林举人苑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桂林智慧谷“双创”基地

120 梧州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梧州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121 钦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钦州市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中心

122

海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海口国家高新区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中心

123 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生态软件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

124 三亚市慧创互联网信息产业基地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三亚市互联网双创中心

125

重庆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德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西部食谷小企业创业基地

126 重庆陶家都市工业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陶家楼宇产业园

127 重庆巨豪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临空巨合小企业创业基地

128 重庆市北碚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科创小企业创业基地

129 重庆云孵纷享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第一创客小企业创业基地

130 重庆曙光宇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曙光江南楼宇产业园

131

四川省经济和
信息化厅

成都成电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西区科技园

132 眉山万象创新产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万象创新科技产业园

133 自贡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自贡高新区南岸科技新区

134 绵阳智汇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智汇谷创新孵化器

135 四川港荣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智能终端产业示范园

136 泸州市江阳区鑫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泸州国家高新区江南科技产业园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137

贵州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贵州智源信息产业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贵州（乌当）大数据智慧产业基地

138 贵州车行家网络商贸有限公司 “车行家网”O2O体验基地

139 贵州遵义茶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贵州省茶产业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

140 六盘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六盘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141 开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明·同心城

142

云南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昆明创新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明创新科技创业园

143 昆明云大启迪爱地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云大启迪K栈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44 云南北理工（官渡）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云南北理工（官渡）科技孵化园

145 云南省大学科技园办公室 云南省大学科技园

146 玉溪无量恒通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玉溪市红塔区小企业创业基地

147
西藏自治区经济和

信息化厅
西藏华创方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昌都市科技企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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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推荐单位 机构名称 基地名称

148

陕西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光电孵化协同创新工程基地

149 西安航天基地丝路慧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航天基地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50 神南矿业煤炭科技孵化有限公司 神南矿业煤炭科技创业创新基地

151 延安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延安高新区创业孵化基地

152 陕西安康秦巴众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扶贫空间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53

甘肃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

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
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54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55 西部创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部创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156 天水智能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天水智能众创科技有限公司小型微型企业

创业创新基地

157 金昌科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金昌市科创孵化器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58

宁夏回族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石嘴山市尉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小企业孵化园

159 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吴忠金积工业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

160 宁夏同心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宁夏同心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孵化基地

161 石嘴山市正益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石嘴山市启明星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6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工业和信息化厅

新疆申新科技合作基地有限公司 新疆上海科技合作基地

163 新疆米东科技创新服务基地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米东精细化工创新服务平台（基地）

164 吉木萨尔县东瑞中小企业创业园有限公司 吉木萨尔县东瑞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165 霍城县苏惠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霍城县中小企业创业园

166 伊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宁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伊宁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园

167 精河县嘉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精河县小企业创业基地

16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工业和信息化局 新疆绿洲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新疆绿洲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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