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2021年拟拨

付金额
4050.48

1
广东装备智造与信息创新创业园运营评价后补

助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 何剑华 10.48

2 “华南新材料创新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 刘崇孝 30

3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 陈伟俊 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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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华娟 30

5
国家健康基地科技企业孵化器2019运营评价后

补助
中山健康基地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吴琰光 30

6 盛达电子信息创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市怡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吴月璐 30

7 达安创谷生物医药健康产业专业孵化器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映丽 30

8 中科云智国家级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中科云智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谢伟胜 30

9
羊城创意产业园广东省科技孵化育成体系高质

量发展项目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羊城晚报创意园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周一嫱 30

10 南方软件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珠海南方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陈煜科 30

11 广州市3D打印产业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市晟龙工业设计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陈孝超 30

12 宏太云产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夏洁鸿 30

13 广州瑞粤汽车电子创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瑞粤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张文易 3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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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健 30

15 物联天下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物联天下产业园有限公司 申银凤 30

16 德美新材料专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蔡敬侠 30

17
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补助——易翔科

技园孵化器
易翔通信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黄姿丹 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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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芳 30

19 励弘文创旗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励弘文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李琼芳 30

20 2019年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谢泽珊 30

21 哈工大珠海新经济资源开发港运营评价后补助 珠海新经济资源开发港有限责任公司 徐晋辉 30

22 金美科技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金美科技园有限公司 范建华 30

23 金颖农科孵化器 广东金颖农业科技孵化有限公司 周星星 30

24 广州莱迪创新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梁志军 30

25 广州国际生物岛有限公司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国际生物岛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沈洁 30

26 众里开放式电子信息孵化器 深圳市科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范瑞彬 30

27 瀚蓝环保产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瀚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杨秀平 30

28 天盈创意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陈一戈 30

2021年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孵化育成体系）项目计划拟安排表

合计（130项）
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补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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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婷 30

30 河源市创业孵化基地运营评价后补助 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院 谭台哲 30

31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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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生 30

32 南雄市电子商务创业孵化 南雄市文华电子商务孵化港有限公司 张益平 30

33
惠州市物联网电子信息科技企业孵化器2019年

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思科科技园有限公司 叶燕贤 30

34 清远华炬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清远华炬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李亚辉 30

35 第四象限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市启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叶振茂 30

36 粤港澳青年创业基地2019年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科鑫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邓伟英 30

37 新基地360互联网产业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新基地力玛互联网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刘伟健 30

38
佛山新媒体产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

补助
广东新媒体产业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柯美君 30

39
广东顺德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园孵化器运营评价

后补助
广东顺德军民融合产业园有限公司 苏志宏 30

40 东源智电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源广工大现代产业协同创新研究院 卢文豪 20

41 智造大街（孵化器） 珠海森坦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许晓 30

42 广东壹号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壹号投资有限公司 袁胜尧 30

43 华工东莞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华协科技孵化有限公司 梁子昊 30

44 中山张企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山市张企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李吴琼 30

45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

补助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梁巧君 30

46 金发科技创新社区2019年度孵化器运营评价 广州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江纬 30

47
中峪智能机械智能装备孵化中心运营评价后补

助项目
广东中南机械智能孵化器有限公司 邓晓荣 30

48 华科城·创新岛产业孵化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道滘华科鼎城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黄莉娟 30

49 纳金科技孵化器 广州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黄锐 30

50 万鹏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运营补贴后补助 广州万鹏孵化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卢炜佳 30

51 西陇创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 邓菲菲 30

52 华科城石碣创新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石碣华科鼎城产业孵化有限公司 黎晃厚 30

53 恺众智汇园2019年度运营评价后补助 惠州市恺众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曾政霖 30

54 力合星空·728创域 佛山南海力合星空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邓丽华 30

55 阳江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
林高其 30

56 广州瑞博奥转化医学创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瑞博奥转化医学创新园有限公司 李子安 30

57
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运营评价后

补助
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研究院有限公司 黄丽华 30

58 PCI·未来社区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袁小平 30

59 中美融易孵化器 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中美融易孵化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雅敏 30



60 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湛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
梁诗雅 30

61 全至科技创新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佳领域实业有限公司 郭渭榆 30

62 燕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燕园孵化器有限公司 郑桂泉 30

63 奥特朗科技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奥特朗电子（广东）有限公司 郑嬿 30

64 珠光创新科技园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项目 深圳市瑞丰创新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耀平 30

65 光大We谷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聚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魏华文 30

66 华智科创互联网企业孵化基地运营评价后补助 肇庆市华智科创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范向文 30

67 中国科协广州科技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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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卫国 3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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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恩国 30

69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孵化器运营评

价后补助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范莉 30

70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运营评

价后补贴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林少玫 30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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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淑爱 30

72
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运营评价后补助（孵化

器）
珠海大横琴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徐牧 30

73
中山火炬高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2019年度绩

效评价
中山火炬高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欧阳秀明 30

74
珠海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运营评价后补

助
珠海高新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王彤 30

75 中山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唐岚 30

76
广州市海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运营评价后

补助
广州市海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林良飞 30

77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运营评

价后补助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商鸿杰 30

78
2019年度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杜宇英 30

79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运营评价后

补助
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林峰 30

80
清华科技园广州创新基地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

助
广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 杨希柳 30

81 清华信息港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张薇 30

82 广州嘉溢科技企业孵化器 广州嘉溢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萧灼怀 30

83 大唐盛视孵化器2019年度绩效评价 广东大唐盛视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莫丽 30

84 深圳大运软件小镇孵化器 深圳市国高育成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宋俊平 30

85 保利中创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保利中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承春 30

86 常平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东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亮明 30

87 智汇Park创业服务中心--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市长顺投资有限公司 谢镇洪 30

88 龙岗万国筑梦之星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筑梦之星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汪永东 30

89 佛山创意园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补助 佛山创意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游高峰 30

90
佛山市三水高新创业中心2019年度运营评价后

补助
佛山市三水高新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胡晓华 30



91 海珠移动电子商务创业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州擎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盛嘉明 30

92 江门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江门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张伟彬 30

93 广东新基地科技创意产业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新基地产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伟 30

94 创客小镇开放式创业服务社区 深圳市朋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吴晓玲 30

95 高盛科技园运营评价后补助 东莞市高盛科技园有限公司 张洪练 30

96 中集智库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中集模块化建筑设计研发有限公司 黎汉忠 30

97 龙华观澜筑梦之星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筑梦之星科技有限公司 苗东亮 30

98 深圳市福永云创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福永云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周承甫 30

99 河源市创动力科技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河源市四伙记电子商务创业园有限公司 赖小浩 20

100
云浮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

后补助
云浮市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炼勇 20

101 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服务中心 韶关新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钟浪 20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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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伟娜 20

103 龙湖科技创新中心孵化器 汕头市甲骨文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杨旻 20

104 湛江市智圆谷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湛江市现代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苏楠祺 20

105 汇聚物联网专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 深圳市汇聚新兴产业有限公司 廖芳 30

106 福海信息港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洪韦盛实业有限公司 侯雅丽 30

107
中科·创新广场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

补助
东莞市中科科技企业加速器有限公司 姚琳 30

108 羊城同创汇运营评价后补助 广东羊城同创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彭嘉兴 3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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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凯 30

110 恺晨科技企业孵化器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陈江街道经济发

展总公司
邹宁 30

111 星河WORLD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评价后补助 深圳市星河雅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何景凤 30

112
北大方正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载体运营评价后

补助
深圳市北大方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贺雪军 30

113 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园顺德创新园区 佛山市顺德华工科技园有限公司 尹余生 30

114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孵化器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梁巧君 30

115 松山湖港澳青年创业基地的建设与发展 东莞市蚂蚁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谢夏婷 30

116
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总部港澳众创空间

的建设与运营
广州青年之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陈贤翰 30

117 Hui+ Space汇龙台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广州穗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黄振林 30

118
TIMETABLE精品联合办公空间粤港澳青年创新

创业基地建设
广州天银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吴嘉惠 30

119 通天地智能产品孵化基地 深圳市通天地智能产品孵化服务有限公司 夏少海 30

120 西江科创荟 肇庆新区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张琼岛 30

支持粤港澳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建设与发展



121 澳门青年人创新部落 广州澳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奚涵川 30

122 粤港澳青年创新中心
深港产学研基地（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深圳

研修院）
邓小昆 30

123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科技园 广东工商职业学院 张冬利 60

124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大学科技园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周文辉 60

125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 江门市广华科技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李俊国 60

126 肇庆学院大学科技园建设项目 肇庆市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孟进博 60

127 南方医科大学科技园 广州南方医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迟德彪 60

128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大学科技园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张方阳 60

129 东莞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与发展 东莞理工学院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黄俊强 60

130 广东财经大学科技园 广东财经大学 于海峰 60

支持大学科技园建设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