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第二批众创空间名单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科聚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寺

2 北京市极地加科技有限公司 极地国际创新中心

3 北京北达燕园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北大创业孵化营

4 北京思源易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Binggo 咖啡

5 北京飞马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飞马旅

6 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京西创业公社

7 北京瀚海亚美迪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瀚海 Plug and Play

8 北京普天德胜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C客空间

9
洪泰创新空间（北京）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洪泰创新空间

10 北京京东顺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京东 JD+

11 北京海蓝创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创投圈

12 北京金种子创业谷科技孵化器中心 金种子创业谷

13
北京清创纪元创业教育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清华经管创业者加速器

14 北京北航科技园有限公司 北航夸克空间

15 太库（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太库北京

16 北京创业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创业谷·光华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7 兰天使创新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兰天使

18 优府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拓荒族

19
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科技创业服务

中心
IBI 咖啡

20 汇龙森欧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创亦汇

21 北京硬创梦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硬创梦工场

22 北京云研社科技有限公司 云研社

23 天下创业（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魔法学院

24 北京零壹诚品科技有限公司 零壹时光

25 北京微创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V创空间

26 北京四方共创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融创空间

27 北京因果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nnoTREE 因果树

28 北京爱思创芯汇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 IC 咖啡

29 北京虫洞创业之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虫洞创业之家

30 北京迪希工业设计创意开发有限公司 DRC 创億梦工厂

31

天津市

蜂巢空间（天津）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DS 创客空间

32 天津新岸创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M3 创空间

33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电气院智能电气众创

空间

34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安智慧健康众创空间

35 梦工坊创新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梦工坊众创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36 天津市中北福源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源创空间

37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有限公

司
TjAb 众创空间

38 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ThinkBig 众创空间

39 天津大学前沿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赋前沿众创空间

40
天津宝星节能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宝星众创空间

41 天津市天祥水产有限责任公司 fish 工坊

42

河北省

河北慧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慧创空间

43 百世金谷实业有限公司 京东创客孵化空间 work+

44 河北科技大学 飞翔创客空间

45
秦皇岛燕大众创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燕山大学创客学院

46 唐山博玉骨质瓷有限公司 瓷缘梦工场

47 唐山唐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唐山电商众创空间

48 衡水源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源动力众创空间

49 石家庄赢拓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育米众创空间

50 河北仕联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时光空间

51 河北省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创享吧

52 保定电谷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豆芽创客空间

53 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厚德创客空间

54
廊坊市盈凯科技成果孵化服务有限公

司
9号咖啡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55 兴远高科（三河）孵化器有限公司 扬帆起航众创空间

56 邢台骏伯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骏伯众创空间

57

辽宁省

沈阳云创科技有限公司 华府青创空间

58 沈阳金谷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互联互动众创空间

59 沈阳东大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东北大学科技园众创空间

60 沈阳锦联生态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锦联创业邦

61

大连市

大连创业工坊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工坊

62 创客空间（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创客空间

63 芝倪信息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知你小巢

64 大连交通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上游汇

65 大连北方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创业者俱乐部

66 大连鲁美创意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研创工社

67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东软 SOVO

68 大连云工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大连云工场

69 大连智城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智城信创业空间

70 大连果米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果米思维

71 大连中以英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以英华国际众创空间

72 唐信互联网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369 云工厂

73 新工厂（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新工厂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74 大连同创未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同创未来

75 大连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 中兴众创

76 大连盛和塾企业商会 盛和塾中山区众创空间

77 大连世策联商务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创业公社

78

吉林省

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技术开发中心 吉林中科创客营

79 长春长光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光 T2T 创业工作室

80 吉林省齐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齐力众创空间

81
辽源市龙山科技智慧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龙山科技智慧产业园众创

空间

82 长春聚达利创服商务有限公司 净月社区创客空间

83 吉林省创业孵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蜂巢吧众创空间

84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中心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创客空

间

85

黑龙江

省

哈尔滨创库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哈尔滨创库众创空间

86
黑龙江万众创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
万众创业谷

87
哈尔滨斯达普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斯达普创业咖啡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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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客空间

89 哈尔滨创新谷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中关村基地众创空

间

90 哈尔滨爱地方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爱地方创业咖啡

91 哈尔滨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有限公司 冰城创客汇

92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

有限公司
紫丁香众创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93 大庆商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大庆众创空间孵化服务平

台

94

上海市

上海华讯科技创业中心 华创俱乐部

95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枫泾新兴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临港枫泾新业坊

96 上海城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蚂蚁创客空间

97 上海智位机器人有限公司 蘑菇云创客空间

98 云霁（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3Seed

99 上海鼎创汇创客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鼎创汇创客空间

100 上海芯伽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芯家园

101 上海万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者+

102 上海光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类创空间

103 上海创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鸣新坊

104 铂泉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小马创业村

105 上海激创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苏河汇

106 上海智百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IC 咖啡

107 鸿学钜商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慧聚 Space

108 尊尼（上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兆

109 上海云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UCloud 创业加 U站

110 上海奢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点咖啡

111 上海爱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众创空间（上海）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12 上海瑞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InnoSpace（创智空间）

113
上海临港新兴产业城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临创驿站

114

江苏省

南京江宁（大学）科教创新园有限公

司
NLSP 创新驿站

115 南京紫丁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紫丁香众创空间

116 南京市玄武区创业市集公益发展中心 创业市集

117 无锡高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3S 创业咖啡

118 唐僧来了创业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唐僧创业众创空间

119 淮安清城创意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清城创意谷

120 南京启迪科技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南京众创空间

121 苏州嘉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赛富互联网金融众创空间

122 南京百家汇科技创业社区有限公司 百家汇

123 南京创客星智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客星智汇联合众创空间

124 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零点创业空间

125 南京金科院大学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金科创客汇

126 南京魔豆工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魔豆工坊

127 南通通州湾科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星火社区

128 无锡中皓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星创工场

129 常州华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ASK 众创部落

130
无锡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司
创业汇客厅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31 常州龙琥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龙琥众创空间

132 连云港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连云港市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众创空间

133 句容科容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福地创客吧

134 苏州福履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e帮创

135 江苏零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运网

136 太仓市国际服务外包园发展有限公司 乐创空间

137 江苏通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江海圆梦谷

138
扬州市邗江科技企业上市基地有限公

司
扬州上市基地创新工场

139

宁波市

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创新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
宁波新材料众创空间

140
宁波市鄞州鄞创大学生创业园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鄞州区大学生创业园 7号

众创空间

141 宁波集物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集物堂众创平台

142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宁波信息技术研究

院
西电筋斗云众创空间

143 宁波市大学科技园管委会 Pearl Space 众创空间

144 浙江中物九鼎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中物科技园“SOS 空间站”

145 宁波中国科学院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院 宁波中科院创客空间

146

福建省

福州优空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优空间

147
福建我想创业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我想创业

148 福建阳光能量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云端创咖+

149 福建火炬高新技术创业园有限公司
凤凰谷创业咖啡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50
福建省泉州市兴世纪旅游文化有限公

司
创客领 SHOW

151
福建海峡西岸知识产权研究院有限公

司
知识产权创客家园

152 泉州市威尔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骑士创客空间

153 泉州市万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春风众创空间

154 灵感书屋（福建）有限公司 灵感文化公社

155 石狮狮城青年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V-WORKS 创客空间

156 福建省云创集成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云创工坊

157 福建省好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德市青年创客空间

158

江西省

中青数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青数媒 APP 创客之家

159 南昌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星火众创空间

160 江西省科院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科学院科创空间

161 江西企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企服通众创空间

162 九江微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微盟创客咖啡

163 江西国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网易（有道）国信众创空

间

164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 清华梦工场

165 南昌泰豪动漫园区服务有限公司 泰豪众创空间

166 江西智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财众创空间

167 南昌佰分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9 创业咖啡

168
江西互联智园商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味粽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69

山东省

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管理委员会 CIIIC 众创平台

170
山东同科天地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同科青年创业空间

171
山东智库创客空间企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智库@创吧

172 济南市历下区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山东硅谷众创空间

173 济南鑫茂知识产权咨询有限公司 鑫茂众创平台

174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精细化工和

高分子材料研究院

天津大学山东研究院众创

空间

175 山东中科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瞪羚汇

176 烟台高新科创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高新区 1号创客空间

177 潍坊启迪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启迪之星潍坊众创空间

178 济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济宁创客中心

179 泰安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泰山创客空间

180 威海北洋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洋众创空间

181 临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临沂高新创客空间

182 山东交通学院团委 “亮·交通”创客空间

183 烟台青年科技创业大道有限责任公司 创客码头

184 潍坊果壳视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凤岐茶社潍坊创客空间

185
肥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

心
肥城创业咖啡厅

186 威海蓝色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智谷咖啡

187 济南迪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百特创客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188
济南创客药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济南创客药谷众创空间

189 威海漫游世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文登 e谷创客空间

190 山东凤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凤岐茶社山东大学创客空

间

191 济南南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南湖梦众创空间

192 济宁高新创达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众创药客

193 山东省鲁南药物研究院
菏泽生物医药产业众创空

间

194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

创业服务中心
创客金海湾

195 济宁高新软件园服务有限公司 UP 咖啡+筑梦工厂

196 烟台鲁蒙节能环保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蝶空间·梦工厂

197 山东远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远邦创客空间

198 齐鲁工业大学创业学院 齐鲁工业大学创业学院

199

青岛市

青岛连城创新技术开发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海洋 U+

200 青岛创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创联工场

201 青岛梦部落商务运营有限公司 青岛梦部落创客空间

202 青岛海龙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海龙众创空间

203 青岛硕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R客空间

204 青岛前哨科技园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E+空间

205 青岛邻客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邻客创业公社

206 青岛三迪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三迪时空亨嘉 3D创客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207
青岛科大橡胶化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有限公司
青科苑创客空间

208 青岛军创孵化器科技有限公司 军创园

209 青岛慧易天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U235 众创空间

210 青岛新起点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起点电商创客空间

211 青岛微家文化创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WE+文化创客空间

212 青岛天安孵化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T+空间

213 青岛光谷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光谷 OVU+创客工坊

214 青岛华盛绿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农业创客空间

215 青岛市光电工程技术研究院 汇智桥光电创客空间

216 青岛创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互联大学生众创空间

217 青岛创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蓝贝创客咖啡

218
天津大学（青岛）海洋工程研究院有

限公司
海创･众创空间

219

广东省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 华新园

220 广州市晨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918 青年创业社区

221 广州观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文创客

222
广州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广药职院众创空间

223 广州科信光机电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天河光谷

224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TOPS 众创

225 广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广州启迪众创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226 横琴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

227 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创业梦工场

228
佛山市南海区广工大数控装备协同创

新研究院
工匠创客汇

229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恺炬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恺炬众创空间

230 惠州市惠南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惠南智慧谷

231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科技园有限公司 恺萌创客空间

232 广东盛创蜂巢孵化器有限公司 蜂巢咖啡

233 广东赛恩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马创业营

234 东莞市中科云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云智众创空间

235 广东科炬高新技术创业园有限公司
江门市火炬高新技术创业

园众创空间

236 信宜市三保惠民信息服务专业合作社
信宜青年电子商务创业中

心

237 广东同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工业设计城·创客空

间

238 广东顺德创业工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创业工场

239 广州大智汇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大智汇创客

240 广州市积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积优设计联合服务社

241 东莞成电创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电众创空间

242 东莞高科智能玩具研创中心 智能玩具创意空间

243 东莞市创意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大家艺术区众创空间

244 汕头大学
汕头大学学生创业园众创

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245 湛江市为树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为树众创空间

246 广东朝启创新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朝启众创空间

247 佛山市易客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易客工场

248 广东物联天下产业园有限公司 顺德创客汇

249

深圳市

深圳市赛格创业汇有限公司 赛格创客中心

250 深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有限公司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

251
深圳市壹玖捌零文化产业服务有限公

司
1980 创客之家

252 深圳创客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创客基地众创空间

253 深圳市大典创新供应链有限公司 大公坊创客基地

254 深圳南极圈文化有限公司 南极圈极空间

255 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众创工场

256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

生院创客空间

257
深圳智造众创智能硬件孵化服务有限

公司
智造局 MAKE Mountain

258 深圳市千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大学城创意园“创客

BOX”

259 深圳市图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客蚂蚁邦

260 深圳市比特咖啡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比特咖啡

261 深圳柴火创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柴火创客空间

262 深圳星云极客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星云智能硬件众创空间

263 深圳伞螺旋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伞友咖啡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264 深圳市微游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微游汇

265 深圳市四方网盈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四方网盈创业港湾

266 深圳市卓溢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金种子果壳空间

267 深圳中科创客学院有限公司 中科创客学院

268 深圳移盟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移盟移动互联网创业孵化

中心

269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云之咖啡创客大本营

270 明日星投资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HAX 国际硬件创客空间

271 深圳市希格斯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希格斯全球智造中心

272 深圳市众扬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盈销众创空间

273 深圳市微度联创社科技有限公司 Wedo 微度联合创业社

274 科聚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寺联合创业空间

275 深圳前海君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佃客中国创客空间

276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3D 打印创客空间

277 深圳市菲特咖啡管理有限公司 科技园 FT 众创空间

278 深圳创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创客空间

279

重庆市

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
猪八戒网文化创意众创空

间

280 重庆育成发展有限公司 菁创海派众创空间

281 重庆感知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感知科技众创空间

282 重庆市渝中区科技机构管理所 e+众创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283 重庆腾业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D5 五维众创空间

284 重庆峡光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创客部落

285 重庆市创业文化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创业汇众创空间

286
重庆市九龙坡区百可中小微企业公共

服务中心
九龙星火联盟创客空间

287 重庆云才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云创空间

288
重庆市涪陵区金渠企业孵化器有限责

任公司
多邦众创空间

289 重庆邮电大学 eYou Space

290 重庆绿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小青蛙众创空间

291 重庆富邦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筑梦众创空间

292

四川省

成都市广告创意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源创动力

293 成都蛋壳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NEXT 创业空间

294 成都普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智汇青年

295
成都市锦江区太阳树青年创意服务中

心

锦江·四川高校大学生众

创空间

296 成都侠客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侠客岛

297 成都高新移动互联网协会 爱创业科技苗圃

298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创业学院“创客+部

落”

299 成都电子科大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电子科技大学蓝色工坊

300 成都成电大学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蓝色蜂巢创业咖啡

301
成都西南交大科技园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

众创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302 四川川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C创空间

303

贵州省

贵州创想家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创想+联合工坊

304 贵州吉源清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创客大咖众创空间

305 贵州和道科技有限公司 北斗众创空间

306 遵义宇然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汇融众创空间

307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黔粹传人工作室

308 瓮安县创业园科技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安青创业社

309

云南省

昆明北理工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云科北理工五华众创空间

310 昆明理工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云科昆理工众创空间

311
云南光谷光机电科技孵化器管理有限

公司
云科光谷众创空间

312
云南成名广告文化产业园经营开发有

限公司
云科金鼎众创空间

313 昆明创新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科昆明科创园众创空间

314 云南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研究中心 云科圈子汇众创空间

315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 云科爱园艺众创空间

316
云南创新生物产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

司
云科 YI 生物众创空间

317 昆明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云科高新众创空间

318 云南海归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云科起点众创空间

319

陕西省

西安创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创途在 XIAN

320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 陕西众创空间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321 西安中科创星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中科创星众创空间

322 西安美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泥巴创客空间

323 西安闪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闪电众创空间

324 西安优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智空间创新孵化社区

325 西安卓风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极客窝众创空间

326 西安科耐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科耐特众创空间

327 西安市碑林区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文

创产业众创空间

328 西安交通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沸点 e站

329
渭南师范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

司
渭南师范学院创客空间

330 陕西指尖创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指尖新空间

331 陕西智巢产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智巢·创新空间

332 西安力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力厚虚拟校园文化创意众

创空间

333 西安科统企业孵化有限公司 西安科统众创空间

334 西安艾蒂儿创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i'dear 众创空间

335
陕西安康秦巴众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康秦巴众创空间

336 杨凌示范区创新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杨凌众创田园

337
西安航天基地服务外包产业园有限公

司
西安北航科技园众创空间

338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

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七楼创客

汇”

339 甘肃省 甘肃省计算中心 爱客家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340 甘肃省轻工研究院 “96871”众创空间

341 甘肃光明顶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青年创业馆

342 兰州科技大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科技大市场众创空间

343 甘肃船说众创空间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船说创业咖啡

344 甘肃省化工研究院 分子 E家

345 甘肃斯漫众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斯漫众创空间

346 兰州交通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交通大学创客之家

347 甘肃省机械科学研究院 科脉创新工厂

348 甘肃壹捌玖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甘肃一八九八咖啡馆

349 兰州高新创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高新区创客汇

350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

心
兰州高新区创立方

351 兰州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大学科技园萃英众创

空间

352 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白银创新梦工厂

353

青海省

青海沃尔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创基地

354
西宁市城西区大学生创业孵化服务中

心
草创空间

355 青海众创空间创业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壹空间青年创业社区

356 青海青年创业园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青海青年众创空间

357

新疆

新疆申新科技合作基地有限公司 新疆创客中心

358
乌鲁木齐搏得梦大学生创业基地管理

有限公司
搏梦工场



序号 地区 运营主体 众创空间名称

359 巴州科达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风向标众创空间

360 新疆大学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创客驿站

361
新疆兵

团

石河子开发区创客科技咨询服务有限

责任限公司
八师石河子市众创空间

362 五家渠青格达晋升科技有限公司
六师五家渠市创新创业创

客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