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区 基地名称 运营单位名称 备注

1 合肥市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新认定

2 合肥市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安徽时代文化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3 合肥市 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互联网产业园 安徽盘巢动漫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4 合肥市 合工大智能院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新认定

5 合肥市 安徽永迪科技创业园 安徽永迪油脂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6 合肥市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园 合肥海恒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7 合肥市 国科军通协同创新产业园 安徽国科军通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8 合肥市 合肥蜀山科技创业中心 合肥蜀山科技创业中心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新认定

9 合肥市 中科院合肥创新院创业基地 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有限公司 新认定

10 合肥市 浙大校友合肥科创中心 合肥友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新认定

11 合肥市 启创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基地 安徽皖启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12 合肥市 云邦创新空间 安徽云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13 合肥市 云创+创业基地 合肥城市云数据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新认定

14 合肥市 “天翅创”众创空间 合肥高新建设投资集团公司 新认定

15 合肥市 红枫智谷创业园 合肥智竹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16 合肥市 中安创谷互联网＋基地 合肥中安五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新认定

17 合肥市 中科先进制造创新产业园 合肥中科先进制造创新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18 合肥市 莲花科技创新产业园 安徽璞立立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19 合肥市 新安肥东双创产业园 安徽皖创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20 合肥市 莲花智谷创业园 合肥智生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21 合肥市 宝湾国际商贸物流产业园 合肥宝湾国际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22 合肥市 星梦园创业基地 安徽星梦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认定

23 淮北市 淮北电商产业园 淮北大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24 亳州市 江淮供应巢 蒙城中凯供应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25 亳州市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服务

中心
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新认定

26 亳州市 安徽谯城花茶基地 亳州市时代项目投资有限公司 新认定

27 宿州市 宿州（埇桥）青年电子商务产业园 宿州青网科技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28 蚌埠市 卡尔森国际创新产业园 安徽卡尔森国际创新产业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29 阜阳市 太和县税镇镇工业聚集区 安徽树峰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30 阜阳市 太和生物医药谷 安徽芯驭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新认定

31 阜阳市 安徽柏联创新科技产业园 安徽柏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32 阜阳市 558文化创意产业园 安徽大艺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新认定

33 淮南市 凤台县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凤台兴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新认定

34 淮南市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业基地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35 滁州市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滁州园 滁州西交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36 滁州市 天长市新街镇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天长市新欣小微企业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新认定

37 六安市 金寨嘉盛纺织工业园 金寨嘉盛纺织工业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38 六安市 金寨现代产业园区“金梧桐”创业园 安徽金园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39 六安市 徽网在线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舒城县徽网在线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40 六安市
青网（六安）新经济科创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

地
六安青网科技园区有限公司 新认定

41 马鞍山市 安徽长三角电商建材产业基地 安徽长三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42 马鞍山市 富马智赢科技创业园 马鞍山市富马经开工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认定

43 芜湖市 北航芜湖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芜湖通航创新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44 芜湖市 启迪之星（芜湖） 芜湖启迪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45 芜湖市 芜湖资城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芜湖资城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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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芜湖市 安徽乐泰创业园 芜湖乐泰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47 芜湖市 芜湖凯尔小微企业孵化创业基地 芜湖凯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48 芜湖市 芜湖追梦小微创业示范基地 芜湖追梦科技孵化园服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49 铜陵市 铜陵铜官数谷创新创业基地 铜陵狮子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新认定

50 池州市 安徽永丰工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安徽临江工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新认定

51 池州市 石台县丁香镇农民工创业园 石台县丁香镇农民工创业园有限公司 新认定

52 池州市 卡儿菲特产业园 安徽卡儿菲特服饰有限公司 新认定

53 池州市 贵池区电子商务集聚区 池州一起突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新认定

54 安庆市
安庆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
安庆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新认定

55 安庆市 安庆市筑梦新区 安庆市筑梦新区管委会 新认定

56 安庆市 安庆生命科技园 安庆生命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认定

57 安庆市 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岳西县经济开发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认定

58 安庆市 怀宁县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 怀宁县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认定

59 黄山市 黄山科创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黄山科创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认定

60 黄山市 黄山未来科技城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黄山徽文化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认定

61 合肥市 中国声谷创业园小微基地 安徽省信息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2 合肥市 安徽青年电子商务产业园 安徽青网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3 合肥市 5F创业园 安徽五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4 合肥市 新鼎明创新创业基地 安徽新鑫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5 合肥市 合肥佳海工业城 合肥佳海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6 合肥市 IE果园 合肥爱意果园中小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7 合肥市 安徽大学科技园 合肥安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8 合肥市 工投•兴庐科技产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合肥庐阳工投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69 合肥市 工投·立恒工业广场（一期）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合肥工投工业科技肥西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0 合肥市 安徽省科园创业服务中心 安徽省科园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1 合肥市 安徽亿智电子信息创业中心 安徽亿智电子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2 合肥市 长百科技园 安徽长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3 合肥市 合肥市原创动漫园 合肥市原创动漫园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4 合肥市 合肥市蜀山区百帮创业园 合肥市蜀山区百帮创业服务中心 重新认定

75 合肥市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安徽资城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6 淮北市 濉溪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淮北相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7 亳州市 亳州青年创客空间 亳州市众创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8 宿州市 宿州市埇桥区吕寺乡村工业园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宿州市复兴乡村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79 蚌埠市 安徽蚌山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创业园） 蚌埠聚本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0 蚌埠市 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蚌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1 淮南市 淮南“江淮云”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淮南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重新认定

82 淮南市 毛集实验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安徽焦岗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3 滁州市 滁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滁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重新认定

84 滁州市 天长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天长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重新认定

85 滁州市 皖东双创基地 滁州恩源科技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6 滁州市 天长市铜城镇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天长市铜城镇创业咨询服务中心 重新认定

87 滁州市 天长市仁和镇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天长市仁和集镇华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8 滁州市 凤阳电子商务产业园 凤阳县隆盛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89 六安市 六安大学科技园 六安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0 六安市 中国供销大别山农产品物流园 金寨中合兴业市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1 六安市  安徽霍山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霍山县众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2 六安市 霍邱县红顺创业辅导中心 霍邱县红顺创业辅导中心 重新认定

93 马鞍山市 马鞍山青年电子商务产业园 安徽青网科技园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4 马鞍山市 马鞍山国际高新科技产业园 马鞍山南部国际高新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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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马鞍山市 马鞍山市佳达科技工业园 马鞍山市佳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6 铜陵市  铜陵泰祥中小企业创业园 铜陵泰祥科创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7 铜陵市 安徽铜草花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安徽铜草花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98 铜陵市 日科电子创业园 铜陵日科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重新认定

99 铜陵市 铜陵新能科技企业孵化器 铜陵新能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100 安庆市 潜山市中合机械制造产业园 安徽中合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101 安庆市 怀宁县信发创业基地 怀宁县信发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102 安庆市 安徽加宝工业园 安徽加宝实业股份公司 重新认定

103 黄山市 歙县经济开发区小微企业创业基地 歙县经济开发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重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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