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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关于公布2021年度省级备案 
众创空间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中国（江苏）自贸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 

为推动众创空间健康发展，加快培育经济新动能，根据《江

苏省众创空间备案办法（试行）》（苏科技规〔2019〕207号）

有关要求，在地方评审推荐、省级审核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

对“青柚创客空间”等178家众创空间给予备案并纳入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的管理服务体系（名单见附件）。 

 

附件：2021年度省级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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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2021年8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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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度省级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南京 

1 青柚创客空间 
江苏南邮十月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综合 

2 LinK In众创空间 南京纳智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3 西善 520青创空间 南京罐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4 1912四维空间 南京一九一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5 InnoSpace玄武众创空间 
南京赋瑞能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综合 

6 米特众创空间 南京江广创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7 创新合作社空间 江苏华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8 南京紫云宁聚力众创空间 南京天邮科创有限公司 综合 

9 圈云慧谷高创数据苗圃 
南京云联众创空间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综合 

10 邦宁科创空间 南京邦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综合 

11 牛顿公园众创空间 南京茂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2 青联汇众创空间 南京赛尔隆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3 掌缘帮创众创空间 南京掌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14 京东云南京创新空间 
南京宏泰泰智会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综合 

15 小虎科技创新空间 南京小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16 南京北大创新空间 
南京北大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综合 

17 天航众创空间 
南京天航智能装备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专业 

18 博子岛众创空间 
江苏博子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专业 

19 博雅区块链众创空间 南京博雅区块链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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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南京 

20 拟态智能众创空间 
同橙网（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专业 

21 绿色人居环保众创空间 
南京长三角绿色发展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专业 

22 云境众创空间 
云境商务智能研究院南京有限公
司 

专业 

23 公诚众创空间 
南京公诚节能新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专业 

24 动汇智能文体众创空间 南京汇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25 K空间 南京浦创智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26 盛星汇众创空间 南京瑞鸿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27 易达励创众创空间 
南京智谷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专业 

28 杰科丰环保创客谷 
南京杰科丰环保技术装备研究院
有限公司 

专业 

29 星合众创空间 
南京星合精密智能制造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专业 

30 力骏众创空间 
南京力骏新能源储能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专业 

31 国重鑫材众创空间 
南京国重新金属材料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专业 

无锡 

32 “军创之家”众创空间 
江阴市军创智澄技术研究有限公
司 

综合 

33 中维众创空间 无锡中维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34 漫柏创客空间 无锡漫柏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综合  

35 三个逗号众创空间 无锡众创未来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综合 

36 新新众创空间 无锡复新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3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研究院众
创空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研究院 综合 

38 蓝朋友众创空间 无锡市蓝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39 无锡常客空间 江苏常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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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无锡 

40 
COCOSPACE无锡梦溪小镇众创
空间 

无锡可可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综合 

41 筑梦之星商会众创空间 
无锡市筑梦之星众创空间有限公
司 

综合 

42 环保城创客工场 
宜兴市国际环保城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专业 

43 晟耐优众创空间 无锡晟耐优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44 先进等离子体技术众创空间 
江苏先竞等离子体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专业 

45 谷仓食品众创空间 
谷仓食品企业孵化器（无锡）有
限公司 

专业 

46 国联·慧空间 无锡多欧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47 
瀚海（无锡）生命科学国际众创空
间 

无锡瀚海华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48 智未来智慧体育众创空间 江苏智未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49 海创江南众创空间 无锡海创江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50 兰尚智空间 无锡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徐州 

51 沛县矿科智汇谷众创空间 
徐州沛县矿大科技产业园有限公
司 

综合 

52 水韵·创客空间 睢宁县创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53 新沂经开区雏鹰众创空间 新沂市智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54 云创共享空间 徐州瑶盛云孵化器有限公司 综合 

55 卓冠科创众创空间 徐州杰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56 丰县数字经济众创空间 徐州数瑞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 

57 绿色建材临港创客汇 邳州市润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 

58 徐州医科大学生命科学众创空间 
徐州医科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
司 

专业 

59 亿智谷众创空间 融越医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专业 

60 纳米岛众创空间 
徐州淮海生命科学产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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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常州 

61 兴锐科创空间 江苏兴荣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 

62 常州市府X-SPACE·优客工场 常州优客工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63 中博·创立坊 
中博（常州）科技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 

综合 

64 小行星众创空间 
小行星众创空间孵化器（常州）
有限公司 

综合 

65 常州经开区科创中心众创空间 常州拾多钡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66 畅空间 Changspace 常州富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67 常州心理信息技术众创空间 常州绘了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68 飞刀智创空间 
江苏海博工具产业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专业 

69 三艾云创空间 江苏三艾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70 武智沃客众创空间 常州武智沃客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71 
东南大学溧阳研究院青年众创空
间 

东南大学溧阳研究院 专业 

72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众创
空间 

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专业 

苏州 

73 弘吴数字众创空间 苏州弘吴科技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74 豆牛空间 张家港豆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75 南岸创新社区众创空间 
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76 太仓 INNOVAX智巢众创空间 太仓智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77 亿达·太仓港众创空间 
亿达未来（苏州）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综合 

78 中英科技众创空间 
苏州英智汇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综合 

79 智帆众创空间 
太仓市标普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综合 

80 贝客空间 昆山恒聚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81 昆山 INNOVAX智巢众创空间 苏州智巢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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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苏州 

82 金梧桐梦想空间 昆山优裕元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83 联优斯特众创空间 
昆山联优斯特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 

综合 

84 乡野硅谷众创空间 昆山圩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85 
COCOSPACE（花桥）长三角大数
据产业创新空间 

昆山市鹿可空间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司 

综合 

86 在路上（自在空间）众创空间 
自在空间商业管理（苏州）有限
公司 

综合 

87 复复众创 苏州复诞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88 在路上（环致）众创空间 
环致商业运营管理（苏州）有限
公司 

综合 

89 同帆南艺创客空间 苏州边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90 星创云·创新谷 
苏州星创云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
限公司 

综合 

91 澜空间·云翼众创空间 苏州云择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92 Rego黄桥产业创新空间 
苏州市相城区永芳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综合 

93 百乐智创众创空间 苏州百乐智创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94 中科成果创投众创空间 苏州中科相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95 泓启云创空间 
苏州玖捌伍信息科技咨询有限公
司 

综合 

96 苏州圆融·优客工场 
苏州优客工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综合 

97 卓鹿·创智空间 苏州必泽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综合 

98 博知谷众创空间 苏州思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99 云安慧谷众创空间 苏州云安慧谷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00 ZJGICC众创空间 
张家港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专业 

101 昆山蒲公英智能制造众创空间 昆山在路上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02 集萃精凯众创空间 
江苏集萃精凯高端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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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苏州 

103 振昆富盟众创空间 昆山和万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04 三螺旋众创空间 
昆山三螺旋众创空间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专业 

105 迈高创视众创空间 苏州迈高创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06 中诚企业园众创空间 昆山万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 

107 
华东新材料产业转化基地众创空
间 

苏州清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08 苏州湾跳跳虎众创空间 苏州跳跳虎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专业 

109 太湖科技众创空间 苏州太湖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专业 

110 旺融众创空间 
旺融众创空间科技发展（苏州）
有限公司 

专业 

111 智汇湾众创空间 
苏州智汇湾企业管理发展有限公
司 

专业 

112 海贝众创空间 
海贝（苏州）孵化加速器管理有
限公司 

专业 

113 苏聚酷·众创空间 
苏州高铁新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114 猫客空间 苏州猫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15 小树众创空间 苏州谦越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16 新物种物联科创空间 
苏州新物种科技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司 

专业 

117 
上海交通大学相城创新研究众创
空间 

苏州空天智汇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专业 

118 海美国际创新工坊 
海美创客空间管理（苏州）有限
公司 

专业 

119 一品众创协同创新孵化众创空间 苏州飞地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20 城市智谷众创空间 
苏州市中科创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 

121 展业圈众创空间 苏州展业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22 百智丞创客众创空间 
百智丞（苏州）财税咨询有限公
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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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苏州 

123 
中国移动云计算与大数据和创空
间 

苏州图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24 声厂众创空间 
中科声创（苏州）企业孵化管理
有限公司 

专业 

125 圈时代青春创新工场众创空间 苏州圈时代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26 翼智康医疗科技众创空间 
翼智康医疗科技发展（苏州）有
限公司 

专业 

127 智之谷众创空间 苏州智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28 
三色堇·苏州高新区科技镇长团众
创空间 

苏州三色堇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29 睿创汇众创空间 
苏州狮睿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专业 

130 青蜓众创空间 苏州青蜓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南通 

131 南大智谷众创空间 海安南京大学高新技术研究院 综合 

132 泛书房创客空间 江苏泛书房创客空间有限公司 综合 

133 麦腾智慧天地众创空间 如皋麦腾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34 如东双创营众创空间 如东双逸实业有限公司 综合 

135 謇公湖青创空间 江苏沪海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136 海门复翼互联众创空间 复旦科技园江苏有限公司 综合 

137 紫金·峰汇谷众创空间 南通中科科技园有限公司 综合 

138 长江智谷众创空间 南通万晖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139 数智空间 南通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综合 

140 南通腾讯双创空间 江苏建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141 智汇空间 
如皋市下原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专业 

142 爱众医疗器械集成创新空间 江苏爱众医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43 南通联港众创空间 南通联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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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南通 

144 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众创空间 海门长三角药物高等研究院 专业 

145 邮创园众创空间 
招商局邮轮产业发展（江苏）有
限公司 

专业 

146 知优众创空间 南通橙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47 清智空间 清智空间（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48 成晟创业谷众创空间 南通成晟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专业 

149 智慧之眼众创空间 昶数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专业 

150 “紫琅·元创”众创空间 南通元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专业 

连云
港 

151 瑞普森专业众创空间 连云港瑞普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淮安 152 苏食智药众创空间 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 

盐城 153 夸克众创空间 江苏夸克云服务有限公司 综合 

扬州 

154 山阳众创空间 宝应县城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155 润扬创客驿站 扬州艺创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56 友谊创客空间 扬州瑞杨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157 盘古悠客众创空间 扬州西部森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 

158 鲁垛乱针绣创客工坊众创空间 宝应县鲁绣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159 智能绿建众创空间 扬州和创技术转移有限公司 专业 

160 医联医疗器械众创空间 
扬州医联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专业 

镇江 

161 万城创客盟 
江苏长三角总部经济园发展有限
公司 

综合 

162 广善创客空间 
扬中市同创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综合 

163 华扬众创空间 
华北电力大学扬中智能电气研究
中心 

专业 

泰州 164 滨江大健康新材料科创空间 中创科技孵化器泰州有限公司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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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类型 

宿迁 

165 奇梦空间 奇克信息科技（宿迁）有限公司 综合 

166 北斗光合众创空间 
宿迁永泰邦辰知识产权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专业 

江苏
自贸
区南
京片
区 

167 赛客森林众创空间 
赛信（南京江北新区）金融科技
研究院有限公司 

专业 

江苏
自贸
区苏
州片
区 

168 企赋空间 
苏州肯绍特技术创新服务有限公
司 

综合 

169 创幂众创空间 苏州斜杠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综合 

170 斜塘青创空间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创业孵化管理
有限公司 

综合 

171 众创原力空间 苏州微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综合 

172 飞时空间 
苏州天域万家资产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综合 

173 交驰人工智能专业化众创空间 
苏州交驰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专业 

174 中科行智众创空间 苏州中科行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 

175 中科芯（苏州）微电子众创空间 
中科芯（苏州）微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专业 

176 太创众创空间 苏州俊杰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专业 

177 飞翔汇智众创空间 苏州汇智领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 

178 中青百乐众创空间 苏州百乐智创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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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科技部火炬中心，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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