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度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 

绩效评价结果汇总表 
科技企业孵化器 

序号 科技企业孵化器名称 运营单位 区域 
评价等

次 

1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扬子

江科技企业加速器创智产业

园）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委会 江阴 优秀 

2 

扬子江生物医药加速器（江阴

百桥国际生物科技孵化园有限

公司） 

江阴高新技术创业园管委会 江阴 优秀 

3 江苏江阴软件园 
江苏江阴软件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江阴 优秀 

4 
江苏省宜兴留学人员创业园(含

宜兴环科园科技研发区) 
宜兴留学人员创业园有限公司 宜兴 优秀 

5 
无锡市北创科技创业园有限公

司 
无锡市北创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梁溪 优秀 

6 
无锡市梁溪电子商务科技创业

园 
无锡市梁溪电子商务园有限公司 梁溪 优秀 

7 
锡山科创园（锡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无锡锡山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锡山 优秀 

8 无锡索立得国际科技合作园 无锡中皓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锡山 优秀 

9 无锡惠山软件外包园 无锡惠山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山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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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无锡市惠山区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无锡惠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惠山 优秀 

11 无锡力合科技孵化器 无锡力合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惠山 优秀 

12 无锡（惠山）生命科技产业园 
无锡惠山新城生命科技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惠山 优秀 

13 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无锡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

公司 
滨湖 优秀 

14 

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创意

园（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

创业服务中心） 

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创业服务

中心 
滨湖 优秀 

15 

科教产业园（含创新创业园、

软件园一、二、三期、KPARK

服务中心大厦）（无锡山水城

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山水城管委会（无锡太湖创意产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滨湖 优秀 

16 国家集成电路(无锡)设计中心 
无锡蠡园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有限公

司 
滨湖 优秀 

17 
无锡（国家）软件园（无锡软

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软件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18 

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无锡

微纳传感网产业孵化管理中

心） 

无锡微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19 无锡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无锡高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20 
无锡留学人员创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 
无锡留学人员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21 无锡矽太高新技术创业中心 江苏矽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22 旺庄科技创业中心 无锡市新区旺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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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无锡高新区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孵化器 

无锡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有限公

司 
新吴 优秀 

24 中国工业博览园工业设计中心 
无锡市工业博览园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新吴 优秀 

25 无锡传感网大学科技园 
无锡传感网大学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新吴 优秀 

26 无锡中关村科技创新园 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27 无锡国际科技合作园 
无锡市生产力促进中心（无锡市科

技评估中心） 
新吴 优秀 

28 
江阴天安数码城科技创业服务

中心 
江阴天安数码城置业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29 宜兴创业园 宜兴创业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30 
宜兴软件园（宜兴卓易创业软

件园）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31 
宜兴高塍环保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江苏五洲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32 
宜兴新材料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 

江苏宜兴陶瓷产业园区发展有限公

司 
宜兴 良好 

33 
无锡市金山北科技创业服务中

心 

无锡市金山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梁溪 良好 

34 V-PARK科技创业园 无锡集智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 良好 

35 无锡恒生科技园 无锡恒生科技园有限公司 惠山 良好 

36 无锡马山生物医药科技园 
无锡市马山生物医药工业园有限公

司 
滨湖 良好 



 - 4 - 

37 无锡建苑智汇谷 
无锡博济堂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滨湖 良好 

38 研祥深港科技园 
无锡深港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9 天安智慧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无锡天安智慧城置业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40 无锡太湖科技中心 无锡龙世太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开 良好 

41 
无锡市崇安区北仓门文化创意

产业园 
北仓门生活艺术服务有限公司 梁溪 合格 

42 
无锡梁溪区扬名科技创业服务

中心 
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办事处 梁溪 合格 

43 
无锡梁溪区上马墩科技创业服

务中心 
无锡市梁溪区上马墩街道办事处 梁溪 合格 

44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科技创业

服务中心 
无锡洛社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惠山 合格 

45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科技创

业中心 
无锡堰桥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山 合格 

46 
无锡蠡湖湖景产业管理服务中

心 
无锡湖景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滨湖 合格 

47 无锡市梅村科技创业中心 无锡市梅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合格 

48 
无锡市家居创意设计园智能家

居工业设计创业服务中心 
无锡市家居创意设计园有限公司 梁溪 不合格 

49 无锡双创惠山国际孵化中心 无锡双创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惠山 不合格 

50 无锡蠡湖科技创业园 无锡蠡湖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滨湖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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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 

序号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单位 区域 
评价等

次 

1 江阴三牛众创空间 
江阴市三牛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

公司 
江阴 优秀 

2 海之语创客空间 江阴海之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阴 优秀 

3 星创工场 无锡中皓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锡山 优秀 

4 CoupCup众创空间 无锡西咖啡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锡山 优秀 

5 芒种·众创空间  无锡芒种众创空间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惠山 优秀 

6 
健康食品国家专业化众创空

间 

无锡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司 
滨湖 优秀 

7 希沃创业咖啡 无锡希沃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滨湖 优秀 

8 创星咖啡 无锡创星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9 太湖国际人才港 无锡技创众创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新吴 优秀 

10 中航联创（无锡）创新中心 中航联创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新吴 优秀 

11 澄e工场 
江阴市澄壹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江阴 良好 

12 乐创汇 江阴乐创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13 金顾山创客汇 江苏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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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江阴牛商e工场 江阴牛商e工场 江阴 良好 

15 江阴逸生活健康创吧 
江阴百桥国际生物科技孵化园有限公

司 
江阴 良好 

16 两江创客空间 
江苏两江创客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 
江阴 良好 

17 江阴华西天本众创空间 江阴华西天本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18 雏鹰梦工场 江阴市雏鹰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19 
江阴邮政跨境电商创业孵化

园 
江阴市澄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20 创客联盟团  江阴天安数码城置业有限公司 江阴 良好 

21 宜兴环保黑马营 江苏中宜环科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22 
宜兴众创空间（宜兴麦客加

众创空间） 
宜兴众创空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23 陶誉众创空间 宜兴陶誉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宜兴 良好 

24 沃谷众创空间 无锡沃谷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梁溪 良好 

25 启迪众创工社 无锡启迪众创孵化器有限公司 梁溪 良好 

26 

微软“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

划”-无锡人工智能暨智能制

造加速器 

云腾智创（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锡山 良好 

27 无锡惠山·优客工场 无锡优客工场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惠山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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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紫荆梦享会 无锡力合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惠山 良好 

29 惠创众创空间 无锡惠创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山 良好 

30 源清聚力众创空间 无锡源清润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滨湖 良好 

31 集成电路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科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滨湖 良好 

32 
阿里巴巴创新中心（无锡高

新）基地 
无锡梦想家乐园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3 微视界创意空间 无锡微视界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4 NPLUS 江苏恩普勒斯传媒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5 创业邦邦空间Demo Space 无锡创业邦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6 智未来智慧体育 江苏智未来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7 贝壳咖啡·创客空间 无锡中关村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8 DayDayUp无锡国际创新空间 无锡飞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39 创客无锡  无锡创客空间孵化器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40 3S创业咖啡 无锡高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吴 良好 

41 
海创（无锡）工业互联智慧

谷 
无锡海创智慧谷科技有限公司 经开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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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江阴维尔达创客中心 江阴维尔达创客孵化器服务有限公司 江阴 合格 

43 久力缘众创空间 无锡久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宜兴 合格 

44 卓易众创空间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 合格 

45 壶乐汇创客空间 宜兴壶乐汇创客空间有限公司 宜兴 合格 

46 云蝠众创空间 
无锡云创梦工场众创空间股份有限公

司 
梁溪 合格 

47 美盟众创平台 无锡美盟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梁溪 合格 

48 菱动众创空间 无锡菱动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梁溪 合格 

49 晟耐优space 无锡晟耐优商务科技有限公司 梁溪 合格 

50 无锡高格空间 无锡高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梁溪 合格 

51 奇点加速连锁咖啡孵化器 无锡新人居科贸有限公司 锡山 合格 

52 锡东创谷 无锡氪创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锡山 合格 

53 支点·众创空间 无锡支点众创空间发展有限公司 惠山 合格 

54 恒客空间 无锡恒生科技园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惠山 合格 

55 ZKY·e众创空间 无锡中科研创新孵化器有限公司 惠山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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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智汇商谷众创空间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惠山 合格 

57 惠萃喻工 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 惠山 合格 

58 创业汇客厅 
无锡江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司 
滨湖 合格 

59 无锡建苑创客空间 无锡创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滨湖 合格 

60 无锡科院电商众创空间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新吴 合格 

61 博大众创空间 无锡博大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经开 合格 

62 蒲公英创客空间 宜兴蒲公英创客空间有限公司 宜兴 不合格 

63 无锡幸福工场 无锡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梁溪 不合格 

64 创融汇  无锡开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锡山 不合格 

65 银蝠众创空间 
无锡银蝠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滨湖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