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项目名称 承担单位 推荐单位
拟资助金额
（万元）

1 嘉溢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 广州嘉溢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84

2 广州福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度科技企
业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后补助 广州福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4.58

3 广东东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017年度科技企
业孵化器省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东东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15

4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新增孵
化面积补助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87

5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
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0.95

6 2018年广州市梦巴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新增
孵化面积补助

广州市梦巴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23

7 美东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面积补贴 广州铭杰置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8.59

8 广州市名高置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科技企
业孵化器专项新增孵化面积补贴

广州市名高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广州市科创委 10.5

9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 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 广州市科创委 27

10 达安创谷生物医药健康产业专业孵化器关于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项目申报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2.82

11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新增孵
化面积补助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7.11

12 2018年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3.24

13 2017第四象限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州市启赋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6

14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新
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4.96

15 广州万鹏孵化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增孵化
面积后补助

广州万鹏孵化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6.9

16 “广药职院众创空间”新增面积补助 广州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
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85

附件：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后补助名单

（一）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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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广东文投创工场孵化器 广东文投创工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2.77

18 羊城同创汇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东羊城同创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14.35

19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广东宏谷环保新材料孵化器
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技局 7.9

20 银岭跨境电商专业孵化基地建设 阳江市佳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阳江市科技局 25

21 网商时代江门孵化器 广东网商时代产业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技局 37.92

22 广东珠西光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新增孵化
面积后补助

广东珠西光谷科技企业孵化
器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技局 10.25

23 乐昌市-乐善众创空间 韶关乐善科技服务中心（有
限合伙） 韶关市科技局 14.6

24 南雄市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园新增孵化面积补
助

南雄市文华电子商务孵化港
有限公司 韶关市科技局 54

25 广东省江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
后补助

江门市汇华科技创业园有限
公司 江门市科技局 17.63

26 广东省江门市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科技
创业孵化育成链条建设

江门市炬材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江门市科技局 7.22

27 江门市蓬江区创新创意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门市蓬江区创新创意产业
发展中心 江门市科技局 15.25

28 阳江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后
补助

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
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阳江市科技局 54

29 阳江市电商创客孵化基地 阳江市业通农产品电商物流
园有限公司 阳江市科技局 85

30 江门鹏居凤舍孵化器有限公司 江门鹏居凤舍孵化器有限公 江门市科技局 8.03

31 新农业·创新创业园孵化器 韶关市创亿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韶关市科技局 94

32 星火创客孵化器 韶关星火创客科技有限公司 韶关市科技局 20
33 新会科技创业中心 江门市新会区科技服务中心 江门市科技局 23.98

34 韶关市智汇空间 广东海龟鑫金汇园区运营有
限公司 韶关市科技局 14.6

35 校园猫众创空间 广东校园猫电子商务有限公 韶关市科技局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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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中山美居产业园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申报 中山汇智电子商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56.36

37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后补助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中山火炬高新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16.39

38 01共创孵化器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中山火炬零壹共创孵化器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44.74

39 中山市麦芒科创空间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中山麦芒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12.52
40 飓风众创空间 中山市八号电子商务有限公 中山市科技局 6.37

41 广东文投中山创工场众创空间 中山市创工场科技文化服务
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5.4

42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中山市创业孵化基地服务中 中山市科技局 14.25
43 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新增孵化面积后补 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科技局 50.94

44 中山市日升孵化器 中山市日升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50.84

45 四象创投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中山市四象企业管理有限公 中山市科技局 0.72

46 中山市坦南创客园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坦南创客园投资有限
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51.52

47 中山市软件园东区园区孵化平台 中山市信息产业协会 中山市科技局 19.48

48 中山市造明公社众创管理有限公司 中山市造明公社众创管理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31.18

49 TY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0 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科技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科技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1 广州国家现代服务业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
地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星海集成电路基地有限
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2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2016年
度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3 运营评价后补助-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4 中山大学科技园升级建设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广州市科创委 30
55 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申请 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有限公 广州市科创委 30
56 广东软件科学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 广东省科技厅 30

（二）运营评价后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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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广州创企孵化器有限公司众创空间运营评价
后补助项目 广州创企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8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2016年科技企
业孵化器运营评价（A级）后补助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59 达安创谷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项目申报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0 广东省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广州视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视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1 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国科协广州科技园联合发
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2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A级后补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
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3 贝塔众创空间创新平台建设 广州贝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4 广州创大加速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科技企
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后补助-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创大加速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5 广客邦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广客邦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6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协同创新与平
台环境建设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 广州市科创委 30

67 广东文投创工场众创空间 广东文投创工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68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珠海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69 珠海金嘉创意谷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金嘉创意谷发展有限公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0 珠海南方软件园孵化器 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1 珠海南方软件园创业梦工场 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2 珠海清华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后补助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3 湾区清创空间运营后补助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4 2018年度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 珠海新经济资源开发港有限
责任公司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5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2016年度众创空间后补
助

横琴金投创业谷孵化器管理
有限公司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76 众里众创空间 深圳市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 深圳市科创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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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深圳市四方网盈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孵化器
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四方网盈孵化器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78 龙华区科技企业孵化器 银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79 汇盈销众创空间 深圳市众扬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0 智造局众创创客空间后补助 深圳智造众创智能硬件孵化
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1 创展谷科技孵化器 深圳市创展谷创新创业中心
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2 触梦社区 深圳市健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3 7A大学生创客空间 深圳市柒诶文化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4 源创力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源力创新孵化器有限
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5 深圳市卓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孵化器运营
评价后补助项目

深圳市卓溢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86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孵化器运营
评价后补助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87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众创空间运
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88 青创荟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东科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89 国际金融创新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志鸿汇创金融孵化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90 中集智谷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 东莞中集创新产业园发展有
限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91 常平科技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东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92 华智科创互联网企业孵化基地建设 肇庆市华智科创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肇庆市科技局 30

93 惠州市物联网科技企业孵化器2016年度运营
评价后补助 广东思科科技园有限公司 惠州市科技局 30

94 惠e创众创空间2016年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惠州市恺炬创业投资有限公 惠州市科技局 30

95 博罗县科技企业孵化器申报2016年度广东省
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博罗县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惠州市科技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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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门启迪之星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江门）众创空间 江门市科技局 30
97 汕头大学学生创业园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 汕头大学 汕头大学 20
98 青年创业梦工场 广东奈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汕头市科技局 20
99 中团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中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茂名市科技局 30
100 运营评价后补助 茂名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茂名市科技局 20

101 星云智能硬件众创空间 深圳星云极客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102 中科创客学院 深圳中科创客学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103 国际众创空间建设项目 太库（深圳）科技孵化器有
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104 清远华大健康电商孵化园有限公司运营评价
后补助

清远华大健康电商孵化园有
限公司 清远市科技局 20

105 清远华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评价
后补助

清远华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清远市科技局 30

106 天安智汇空间运营评价奖励性后补助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清远市科技局 20

107 朝启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朝启创新创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揭阳市科技局 20

108 “固特超声”众创空间建设 广东固特超声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科技局 20

109 兴宁市技工学校“百工慧”众创空间运营评价B
级后补助 兴宁市技工学校 梅州市科技局 20

110 创客观·众创空间 湛江市顺新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市科技局 30

111 中山美居产业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山汇智电子商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30

112 运营评价后补助(2016年度省A) 中山火炬高技术创业中心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30

113 中山国家健康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 中山健康基地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中山市科技局 30

114 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山市创业孵化基地服务中 中山市科技局 30
115 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山市工业技术研究中心 中山市科技局 30

116 惠州仲恺（国家级）高新区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2016年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科技园有
限公司 惠州市科技局 30

117 佛山创意产业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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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佛山市创业南方协同创新型众创空间建设 佛山市创业南方信息技术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19 广东省（佛山）软件产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市盈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0 2018年度佛山新媒体产业园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后补助项目（运营评价）

广东新媒体产业园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1 英诺创新空间 佛山市厚德众创科技有限公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2 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
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3 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
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4 佛山天安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天安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5 广东南海创业工场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南海创业工场企业孵化
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6 佛山市三水高新创业中心2016年度广东省孵
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申报

佛山市三水高新创业中心有
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7 易客工场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市易客商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28 2016年度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运
营评价后补助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惠州市科技局 30

129 服装设计与互联网+产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
补助

东莞市衣电园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130 松湖华科产业孵化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松湖华科产业孵化有限
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131 广东新基地科技创意产业园2016年度广东省
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新基地产业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技局 30

132 赛格众创空间 深圳市赛格创业汇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133 2016年度广东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众创空间运
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瑞粤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134 粤嵌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粤嵌通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135 星河·领创天下众创空间 深圳市星河博文创新创业创
投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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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纯然创客部落运营评价后补助项目 梅州市纯然文化创意产业有
限公司 梅州市科技局 30

137 3W空间 深圳三大不六孵化器服务有
限公司 深圳市科创委 30

138 2018年度揭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
补助

揭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揭阳市科技局 30

139 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顺博创意产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佛山市科技局 30

140 众创五号空间2016年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五号空间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141 运营评价A等级后补助 广州孵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科创委 30
142 Loteam众创空间绩效奖励 广州市乐天企业管理有限公 广州市科创委 30
143 乐天创意园绩效评价奖励 广州市乐天企业管理有限公 广州市科创委 30

144 T创空间 广东青年创投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145 "珠光创客吧”众创空间运营评价后补助 珠海光彩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珠海市科工信局 30
146 深圳汇天智能港创客空间 深圳市汇天软件技术有限公 深圳市科创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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