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1：

广东省 2017 年众创空间试点单位名单

序号 所属地市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

1

广州

广科创客梦工场 广州创谷孵化器有限公司

2 知商谷国际知识产权众创空间 广州知商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广州揽月人创客空间 广州揽月人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4 英诺创新空间 广州厚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5 专创众创空间 广州专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 创始者俱乐部 广州创始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 友利众创空间 广州高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 野果众创空间 广州尚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 广体创意 e家 广州皓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 头家社区茶创空间 广东潮汕印象投资有限公司

11 纳金·We 创 广州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12
广科 Mi 创空间

(MakerIncubator）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3 印象黄埔联创空间 广州天悦酒店有限公司

14 众创亨 广州众创亨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15 广州大学三创营众创空间 广州大学

16 鸣声谷众创 广州鸣声谷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7 共响咖 广州新共响科技有限公司

18 广州市阳普湾创客空间 广州阳普湾创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9 启梦众创空间 广州启梦科技有限公司

20 现象工场众创空间 广州市现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1 荔之梦众创空间 广州荔之梦众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22 牛哇创客 广州牛哇众创投资有限公司

23 HiMonday 平衡办公社区 广州约伴行办公服务有限公司

24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为树众创空

间
广州市达昇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25 梦想家 广东梦想家孵化器有限公司

26 天盈众创空间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7 “领引书吧”众创空间 广州领引书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8 思享空间 AR/VR 实验平台社区 深圳市百万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9
启迪 K栈众创空间（深圳湾双创

孵化基地）
深圳市启迪爱地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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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30
微总部移动互联网创业孵化中

心
深圳市网谷融合投资有限公司

31 触梦社区 深圳市健业投资有限公司

32 7A 大学生创客空间 深圳市柒诶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零到壹人工智能专业型众创空

间
深圳零到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4 中电信息国际创客中心 深圳桑达电子通讯市场有限公司

35 太库深圳众创空间 太库（深圳）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36 We serve 众创空间 深圳市众创空间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7 纳微创谷创客空间 深圳市德赛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SEI 创新平台 深圳市安通世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9 新安汇创客中心 深圳市汇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 源创力众创空间 深圳市源力创新孵化器有限公司

41 众里投创汇 深圳前海优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

珠海

Bee+珠海 珠海市蜜蜂科技有限公司

43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横琴基地 横琴燕园校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 创始人众创空间 珠海创始人科技有限公司

45 青年园创业咖啡 珠海青年园咖啡有限公司

46 SME-Lab 珠海市中大创新谷孵化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 创业工场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48 汕头 高新创客咖啡众创空间 汕头市创客咖啡有限公司

49

佛山

乐孵众创空间 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 T+SPACE 创客大本营 佛山天安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51 广东智造创新工场 广东三水合肥工业大学研究院

52 柠檬客裂变式创业社区 佛山市柠檬客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53 创业南方 佛山市创业南方信息技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54 佛山极客社区 广东新媒体产业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5 华南 IT 创业园 广东睿道共创科技有限公司

56 无境众创空间 佛山无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7 怡和中心 佛山市怡欣投资有限公司

58 阳光教育众创空间 佛山市禅城区阳光教育培训中心

59 北大数研航遥园区 广东北大数研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60 SKG 众创空间 广东艾诗凯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1 珠江西岸橙子众创空间 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62 韶关 校园猫众创空间 广东校园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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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乐善众创空间 韶关乐善科技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64

梅州

一方土工坊 梅州一方土实业有限公司

65 亿凡星众创空间 广东亿凡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66 中梅电商众创空间 梅州市中梅电商职业培训学校

67 平远县大众创新创业孵化园 梅州市众创电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8 引领众创空间 广东引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9 惠州 “慧丰坊”创新创业育成基地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70

东莞

正太智能创客空间 东莞市正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1 V-Work 梦工场 东莞市微沃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72 元创动力 E.I-Maker 东莞市元创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3 点栈创业工场 东莞市聚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4 创翔众创空间 东莞创翔大学生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75 弘量·零壹云服务众创空间 东莞弘量集群注册托管有限公司

76 粤迪众创空间
广东粤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东莞华南设计创

新院）

77 石碣华科中道创客工场 东莞石碣华科中道创客工场有限公司

78 中研众创空间 东莞中山大学研究院

79 绿圃国际空间站 东莞绿圃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80

中山

四象创投 中山市四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1 坦南创客园 中山市坦南创客园投资有限公司

82 中山英诺创新空间 中山英诺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83
江门

网商时代江门众创空间 广东网商时代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4 宏谷众创空间 广东宏谷环保新材料孵化器有限公司

85 湛江 全知谷众创空间 湛江市鼎冠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6 0759 创客空间 湛江零七五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87 茂名 茂名高新区圆梦创客 茂名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88

肇庆

创客方舟 广东创客方舟投资有限公司

89 华讯方舟创客空间 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

90 台湾城 肇庆中台商旅文化有限公司

91 清远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创新创业

中心
清远市蚂蚁电商有限公司

92 潮州 潮众创 潮州市兴业陶瓷有限公司

93 揭阳
揭阳军埔电商孵化基地众创空

间
广东圣木孵化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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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95
阳江

商创汇众创空间 阳江市佳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6 阳职青创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97 河源 华达创客港 河源市华达创客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98 云浮 H DESIGN 众创空间 云浮市华云创新设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