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机会清单（部分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平台）名录）

城市机会清单供给表-双创载体名录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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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节能环保，金融，IT，游戏，其他

028-85315211

2

天府新谷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金融，游戏

成都新谷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5311338

3

成都生物与医药产业孵化园（天河园） 生物医药

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限公司

028-66070580

4

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农业，新材料，新
能源，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028-85179484

5

武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新创创业孵化器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其他

028-85062850

成都东创科技企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高端制造，节 成都东创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
能环保，其他

028-82776659

7

天府软件园

电子信息

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

028-68710989

8

成都海峡中小企业孵化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海峡教育科技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028-82633613

9

天府创新中心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天府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金融

028-68773612

10

四川川大科技园

其他

028-85403438

11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制造

028-87601151

12

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器(沙河
园区）

电子信息

028-83204002

6

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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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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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电子科大西区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成电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节能环保，IT，游戏

028-66767181

14

成都经开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现代服务业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028-69380113

15

西南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石油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13880741098

16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级孵化
器）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双流聚源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IT，其他

028-89460083

17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制造

028-87601151

18

四川川大科技园

其他

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028-85403438

19

西南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石油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13880741098

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

成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028-83204002

21

无线通信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电子信息

电子科技大学

13882291901

22

创客坊

电子信息

成都智能盒子科技有限公司

028-85558824

23

创业场

电子信息

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

028-68710989

24

E 创空间

电子信息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研究院

028-85870734

25

游戏工场

电子信息

成都游戏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028-65290808

26

十分咖啡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其他

成都盛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8-85657979

27

蓉创茶馆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金融，
成都蓉创茶馆孵化器有限公司
IT，游戏

028-85311338

28

交大创客空间

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IT

028-6636620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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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成创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成信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028-85966488

30

8 号平台·成都创业沙龙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金融，IT，游戏，
成都天骄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其他

13980656208

31

明堂青年文化创意中心

其他

成都明堂创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61311055

32

艺哈文广孵化器(专业孵化器）

其他

成都兴锦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028-86930328

33

NEXT 创业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成都蛋壳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IT，游戏

028-85292121

34

侠客岛联合办公室（节能岛）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能
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游戏

成都侠客岛商务中心（有限合伙）

028-65721309

35

爱创业科技苗圃

电子信息

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

028-85130193

电子科技大学蓝色工坊

电子信息

成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028-83208226

37

成都创业学院

电子信息，IT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028-85326100

38

智汇青年创业孵化园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其他

成都普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8980871963

39

锦江·四川高校大学生创业基地

金融，IT，游戏

成都市兴锦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028-86719550

40

蓝色蜂巢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成电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其他

028-66767181

41

西南交大科技园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
（市级苗圃）

现代服务业

成都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28-87601151

42

四川大学 C 创空间

综合性

四川大学

028-85407058

43

IPC 创享家（崇州大数据创新创业孵
化苗圃）

电子信息，农业，节能环保，IT，游戏，
成都崇信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其他

028-82273399

44

“优聚+”

电子信息

028-85980915

36

双创
载体

成都优聚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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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成都以色列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农业，新材料，新
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46

华友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成都华友汇孵化器有限公司
IT，其他

028-67435631

47

众创金融谷

金融

成都众创金融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62128225

48

优贝空间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游戏

成都优贝空间创孵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28-62301358

创梦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游戏

成都创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028-85353691

50

“石大帮创”空间

综合性

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

028-83035198

51

苏河汇

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激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融，IT，游戏

028-83334288

4C 联创工厂

电子信息，IT

成都第四城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028-87608088

53

436 文创机构

其他

成都四三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87657319

54

成都大学大学生创业苗圃（CC 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节能
环保，金融，IT

成都大学

028-84622216

55

核桃联合办公平台（核桃众创空间）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其他

成都核桃网络有限公司

028-62825272

56

MFG|创客联邦

电子信息

成都创客空间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028-83518888

57

四川师范大学科技园

其他

四川师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028-84766080

58

毕友创星谷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能
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金融，IT

四川创星谷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 69689400

59

成都创客街-西南交大站

其他

成都创客街科技有限公司

4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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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创客家众创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其他

成都创客家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028-85326100

61

三创谷大学生创业孵化公共服务平台

电子信息

四川三创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28-84628160

62

成都黑马全球路演中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新材料，金融

成都创业未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10-62513691

63

WORK+联合办公孵化空间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

成都沃客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28-83586582

64

“融创+”创新创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 成都八号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028-85468979

65

万春智汇·创客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成都万春智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028-61718662

红星路 35 号企业孵化器（市级科技楼
宇）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IT，
成都文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游戏，其他

028-86918855

67

大科星科技企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四川大科星智能交通有限公司
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

028-85362670

68

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

电子信息

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有限公司

028-86038703

69

成都府河电气孵化器

电子信息

成都府河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28-83135781

70

青羊创智企业孵化器（省级孵化器）

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青羊创智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7079808

71

成都青羊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综合性

成都青羊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028-87075577

72

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

电子信息，IT

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

028-85240862

73

天府生命科技园

生物医药

成都高投生物医药园区管理有限公司

028-85313239

74

成都顺康新科孵化园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

成都顺康新科孵化有限责任公司

028-8784353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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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创新孵化园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成都研究院
节能环保，IT，游戏

028-85966488

76

天府创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青创西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028-61835652

77

新津新材料科技孵化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农业，新材料，新
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新津海峡科技园有限公司

028-82431288

78

成都医学城精准医学孵化器

生物医药

成都连康投资有限公司

028-61462345

79

电子科大科技园（天府园）

电子信息，IT

成都科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28-62151225

80

侠客岛（磨子桥岛）

电子信息，文化创意

成都京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64045855

81

盛华科技企业孵化器

现代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盛华世代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028-83601656

融智创新孵化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融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IT

028-87666115

83

成都高新区汇都科技企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汇都微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其他

028-66602666

84

侠客岛联合办公室（菁蓉岛）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游戏

成都阳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3982263256

85

中铁产业园创新孵化器

其他

中铁产业园（成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28-62308732

86

腾讯西部创新创业中心

医药，电子与信息，其他

成都天象互动众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28-85227700

87

乐创孵化中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新能源，高端制
造

成都成电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028-68926801

88

航天科工军民融合（四川）科创基地

航空，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与信息，新能
源，高效节能，生物，医药

成都航天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028-86051195

89

中国电信天虎动力创新创业基地

电子与信息，现代农业，生物，其他

四川公用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028-61778996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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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创新谷

电子信息，农业，金融，IT，游戏，其他

成都创新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028-87369657

91

WorKING 文创孵化器

现代服务业

成都创享家众创空间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028-87799060

92

WISU HERE 体验经济产业园

现代服务业，其他

成都种仁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3008138717

93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创新创业（成都）
电子信息
基地

成都优易数据有限公司

028-60262953

94

成都工业学院科技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农业，新材料，
成都工业学院
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其他

028-87992880

95

郫县光谷创业咖啡

现代服务业

郫县光谷咖啡创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028-87985650

96

四川移动 TMT 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电子信息，IT，游戏，其他

成都金以创业孵化器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028-87508255

成都数字新媒体创新孵化基地

现代服务业，游戏，其他

成都数字媒体产业化基地有限公司

028-8519602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其他

成都青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028-87979377

99

成都金牛区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制造，IT

成都市金牛区创新创业中心

028-87507721

100

成创·菁蓉镇基地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金融，IT，其他

成都成创科技有限公司

13693490631

101

合创新业（成都）硅谷国际孵化器

电子信息

成都萤火虫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028-83250299

102

华韩孵化器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华韩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8108228719

103

成都东软学院大学生创业中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游戏，其他

成都东软学院

028-64888136

104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成都农业创客
学院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农业，金融，IT，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游戏，其他

028-82731356

105

成创·武侯创业园

电子信息

028-85402992

97
98

双创
载体

成都创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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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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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成都天府新区米谷创业咖啡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成都市天府新区米谷创咖创业投资服务有限责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
任公司
游戏

107

汇融创客广场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金融

成都汇融华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

Vgirl 美女双创工场

现代服务业，其他

成都薇格尔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028-68658111

109

融创汇·科技创新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游戏

成都融创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28-84123880

110

星河明信国际创客空间

生物，电子与信息，其他

四川省星河明信创客空间有限公司

028-62520993

111

智汇大实验室

新能源，新材料

成都试客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5881168396

112

成都银泰优客工场

电子与信息，现代农业，其他

成都优客工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541355297

第五维国际孵化器

电子信息

成都清数华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028-63175900

银江孵化器成都园区

高效节能，电子与信息，医药，其他

四川银江创梦工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87902919

115

317 艺术众创空间

其他

成都叁壹柒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028-64168528

116

创享汇

文化创意，其他

成都创享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86313222

117

京东云创空间(郫都区)

其他

成都京云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5982030577

118

“芯空间”集成电路创新创业苗圃

电子与信息

成都创芯汇科科技有限公司

028-61682666

119

WE 创空间

医药，新材料，电子与信息，高效节能，
成都成万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其他

15928561369

120

西南石油大学飞翔创新创业基地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石油化工，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

成都飞翔双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83087857

121

同济大学•成都龙泉国际青年创业谷

新能源，电子与信息，环境保护，光机电
一体化，高效节能

成都同创谷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7510181

113
114

双创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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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1382980
028-8665866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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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机会清单（部分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平台）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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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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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NodeSpace 加速器

电子与信息，高效节能，环境保护

成都点域创客空间有限公司

18048591021

123

九阵智创工场

电子信息，IT

成都市九阵科技有限公司

028-61551911

124

信创空间

电子与信息，现代农业，环境保护，生物，
成都信创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18615742062

125

四川工商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俱乐部

电子与信息，其他

四川工商学院

028-87953073

126

西部智谷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IT，游戏，其他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都市武侯区委员会

18683506001

127

菁蓉酒谷

其他

成都合创新业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18200397388

12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电子商务创业园

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服务

成都市麻亮麻亮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3568319995

电子科大科园创工坊

电子信息，农业，新能源，高端制造，节
能环保，金融，IT，其他

成都科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62553677

130

十分联创——菁蓉镇创业苗圃

电子与信息，环境保护，现代农业，光机
电一体化，高效节能，新材料，航空

成都众合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15680777256

131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金融

融汇中创成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550317625

132

成都高新区高新发展科技产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节能
环保，IT，其他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28-85150531

133

青羊工业总部基地电子商务大厦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成都青羊工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金融，IT，其他

028-87077186

134

大邑惠业科技企业孵化园

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大邑惠业置业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028-88222288

135

鑫和青年创业孵化园（市级孵化器）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
四川鑫和实业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其他

15928797107

129

双创
载体

9

城市机会清单（部分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平台）名录）

序号

类别

载体名称

服务领域

主管单位

联系方式

136

康特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能
源，高端制造

137

西华大学科技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石油化工，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四川西华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节能环保，IT，游戏，其他

028-87729080

138

成都大学产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节能
环保，金融，IT

成都大学

028-84616936

139

成都汽车产业科技孵化器

其他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工业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028-84874528

140

浩旺创业孵化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成都浩旺成阿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028-66532336

141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电焊机研究所
节能环保

028-83245896

崇州力兴创新创业孵化园

电子信息

成都力兴投资有限公司

13982281640

143

盈创动力科技金融服务平台

金融

成都高投盈创动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808026273

144

博瑞创意成都大厦

其他

四川博瑞麦迪亚置业有限公司

028-86660292

145

西部智谷电子商务产业楼

电子信息，IT，游戏，其他

成都武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028-61069559

146

崇州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其他

成都汉联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2382004

147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中心（大学生）
创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成都双流聚源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节能环保，IT

028-89460083

148

邛崃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
邛崃鑫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028-88799025

149

武侯区川大科技园青年（大学生）创
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IT，文化创
意

028-85407378

142

双创
载体

10

成都康特网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028-85361199

城市机会清单（部分公共服务平台（招商平台）名录）

序号

载体名称

服务领域

150

成都高新青年（大学生）创业示范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金融，IT，游戏

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028-85312550

151

国家级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青年
（大学生）创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农业，
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共青团成都市龙泉驿区委员会
IT，游戏，其他

028-88450655

152

都江堰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其他

都江堰兄弟联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028-87118118

153

崇州市农业科技产业苗圃

农业

崇州市文井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28-82306278

154

成都新科创新孵化苗圃

现代服务业

成都新科孵化投资有限公司

028-85150844

155

新谷移动互联网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金融，
成都新谷孵化器有限公司
游戏

028-85311338

电磁空间安全与防卫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

028-87551566

梵木艺术馆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IT，
成都市丙火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游戏

028-86719550

158

财富又一城写字楼电商企业孵化器

电子信息

028-83258888

159

成都经开区汽车电子创新苗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农业，新材料，
四川创投科技交流服务有限公司
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

028-88463909

160

成都创业中心智能设备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IT

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028-85179484

161

电科成研西源育成中心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IT，其他

成都电科成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62581070

162

成都跨境电子商务创业苗圃

其他

成都青电汇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028-86119279

163

大邑县电子商务孵化园

电子信息

成都成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028-88223338

164

TMT 创业苗圃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游戏

成都维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028-66874330

156
157

类别

双创
载体

主管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九研究所

成都金仁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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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彭州鑫和（大学生）创业园

其他

彭州鑫和投资有限公司

028-392835677

166

派客+创新孵化苗圃

金融

四川派客时代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66329255

167

万众创业场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其他

成都万众亿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85469928

168

以手维生民艺传习馆

其他

成都以手维生科技有限公司

15208319025

169

幸福公社农业创客营

现代服务业，农业

成都幸福创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028-88275575

170

华盛佰企企业孵化大市场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制造，节能环保，金融， 成都市华盛佰企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IT

13769395350

171

域上众创空间

其他

成都中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8-85510605

盛华科技创业苗圃

现代服务业，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

成都盛华世代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028-83601656

逐梦（残疾人）众创空间

现代服务业

成都启航助残公益服务中心

028-68920286

174

执象实验室

生物医药

四川执象网络有限公司

028-85315666

175

创客邦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IT，其他

成都欧帕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028-85964800

176

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电子信息

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028-87350114

177

成都生物医学创客中心

生物医药

成都连康投资有限公司

028-61462345

178

肖+众创空间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IT

成都果岭云仓科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18109022829

179

许燎源创新创意苗圃

其他

成都许燎源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

028-84551075

180

蓉欧创业大院

其他

成都市青白江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028-61582887

181

成都洪泰智造工场

电子信息，现代服务业，金融，游戏，其
他

成都洪泰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8628317790

172
173

双创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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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电商大楼

电子信息，其他

成都汉联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2382004

183

东梦工厂成华区小微文化科技创意创
业孵化园

其他

成都东梦工厂文创科技有限公司

028-84129397

184

我们飞科技创业园

新材料，电子与信息，其他

彭州市我们飞科技创业园（普通合伙）

028-62579090

185

智慧医疗创业苗圃

生物，医药，电子与信息

成都百创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28-64131132

186

蒲江县创新创业孵化园众创空间

现代农业，电子与信息

蒲江县城乡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

028-88556185

187

成都菁创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电子与信息，环境保护，新能源，其他

成都菁创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62101109

188

四川大学武侯区协同创新创业孵化器

电子与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食品、
防治技术、轻化工、机电产品、精细化工、 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节能环保

028-85403438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创业苗圃

电子与信息，高效节能

成都市技师学院

028-61835024

190

天府新区西南交通大学研究院

电子与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新
材料，其他

天府新区西南交通大学研究院

028-87719596

191

织锦创客空间

高效节能，环境保护，现代农业，电子与
信息，其他

成都织锦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87866345

192

SBC 中国国际创新空间

生物，电子与信息

成都速创加速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85311338

193

洪泰创新空间独角兽孵化器

生物，电子与信息，其他

成都洪泰独角兽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13540688353

194

榴莲汇高校人才创新创业活动中心

医药，电子与信息，环境保护，现代农业，
郫县榴莲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其他

028-69036763

19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俱
乐部

医药，电子与信息，环境保护，现代农业，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光机电一体化，其他

028-85966856

196

成都医学院大学科技园

生物，医药，新能源，电子与信息，其他

028-62739962

189

双创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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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医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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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邑县青年(学生)创业园

其他

成都马兰科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28-88365008

医联空间

电子与信息，现代农业，其他

成都医云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8603063112

金融梦工场

电子与信息，其他

成都金融梦工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28-68709029

娱乐工场成都孵化器

其他

成都星耀天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6926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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