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取消国家备案众创空间名单

序号 地区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1

北京市

融创空间 北京四方共创生产力促进有限公司

2 硬创邦 北京英鹏硬创科技有限公司

3 Binggo 咖啡 北京思源易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 InnoTREE 因果树 北京因果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 洪泰创新空间 洪泰创新空间（北京）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 果壳空间 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

7 创投圈 北京海蓝创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 零壹时光 北京零壹诚品科技有限公司

9 无界空间 合作共创（北京）办公服务有限公司

10 可可豆创新孵化平台 洛可可众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1 晶蛋工场 众智博汇（北京）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12 一八九八咖啡馆 一八九八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13 中航创城 中航创城（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 V 创空间 北京微创空间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15

天津市

意库众创空间 天津意库创意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6 速创空间 速普创新（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 创客工场 天津鑫泰鼎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8 易创空间 华北城（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19 WE+创客空间 天津永辉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20

河北省

互联时空 河北互联时空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21 引领众创 河北引领时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 啄木鸟众创 石家庄蓝尔科技有限公司

23 河北创客乐园 河北创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4 瑞德星创众创空间 唐山市金麦瑞德投资有限公司

25 石墨烯家 唐山建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冀成农厂 河北慧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7

山西省

创咖小 Q 山西创升科技有限公司

28 UPBOX 众创空间 山西欧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9 山西焦煤众创空间 山西艾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0

内蒙古
自治区

内蒙 i 创筹 内蒙古创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 元宝山高新区众创空间 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管委会

32 安答驿站众创空间 锡林郭勒盟华爵梦翔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3 创业奶茶屋 内蒙古易捷众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34 创客星空众创空间 内蒙古创客星空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35 锡林郭勒盟青年云创业孵化园
锡林郭勒盟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
（共青团锡林郭勒盟委员会）



序号 地区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36 辽宁省 中关村领创•沈阳云节点乐业空间 辽宁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7

大连市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大连基地 燕园校友（大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 果米思维 大连果米天空科技有限公司

39 艾森 U+创业社区 大连艾森品牌传播有限公司

40 大连创客空间 创客空间（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41 鼓豆空间 鼓豆众创空间（大连）有限公司

42 创业公社 大连世策联商务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43 大连软件园 COCOSPACE 大连可可空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4 黑龙江
省

众筹众创空间 哈尔滨众筹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45 合一众创企业创投孵化中心 大庆市合一众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46

上海市

WEPLUS 上海帷迦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47 方糖小镇长宁众创空间 上海优社群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48 一点咖啡 上海奢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 功夫国际众创空间 上海升索科技有限公司

50 慧聚 Space 鸿学钜商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51 行健 SPACE 上海长投行健科技有限公司

52 蘑菇云创客空间 上海智位机器人有限公司

53 蚂蚁创客空间 上海城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4 多礼米众创空间 上海多礼米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55 麦腾集创空间 上海麦腾尔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

56 方糖小镇静安众创空间 上海豫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7 腾讯众创空间（杨浦） 上海衷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

江苏省

Youth Space 青创空间 江苏青创空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9 南京创新创业湾 北京大学南京创新研究院

60 幸福谷天梯咖啡众创空间 苏州幸福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 橘树下众创空间 苏州橘树下传媒有限公司

62 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江苏基地 扬州燕园校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 I-space 爱创空间 南京久创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64 苏河汇 苏州激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

浙江省

天地滙众创空间 杭州资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6 创客蜂房 杭州蜂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 万创空间 杭州万创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68 王道互联网+孵化器/创客空间 杭州谋善科技有限公司

69 成章创客 杭州成章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0 创客邦垂直众创空间 德清火种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71 九山·创客广场 温州创客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72 福云创咖 杭州福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3 网尚空间 杭州必迅莱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地区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74
安徽省

OVU 创客星·合肥站 合肥光谷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75 中安创谷苏河汇众创空间 合肥创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6 厦门市 思明 “互联网+创新极第” 面对面创新驿站（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77 江西省 江财 MBA 创业中心 江西江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78

山东省

山东大学创客空间 山东大学工程训练中心

79 云豹智慧云创客空间 济南云豹创客空间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80 西联动力众创空间 山东西联动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81 韩都衣舍众创空间 韩都衣舍电子商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 智博众创空间 山东智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83 和信众创 高密市和信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

84 凤岐茶社潍坊创客空间 潍坊果壳视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85 “HP+”创客中心 慧与软件（济宁）人才产业基地管理有限公司

86 点石云创众创空间 威海点石云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87 临沂云众创空间 临沂云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8 凤凰山众创空间 山东联荷电子商务产业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

89 新能源·光电众创空间 山东宇太新能源光电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90 我投菏泽众创空间 菏泽市梦想工场创业园有限公司

91 济南百脉生物医药产业众创空间 济南智库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92 融智众创空间 烟台美加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93 U 创空间 哈尔滨理工大学(荣成)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94 机客·众创空间 山东机客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95

青岛市

海龙众创空间 青岛海龙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96 R 客空间 青岛硕德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97 U 秀 2050 天使投资众创空间 青岛尚道投资有限公司

98 绿盟空间 青岛本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99 盈科创客空间 青岛创视客视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 晨之晖创客邦 青岛晨之晖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01 河南省 爱创海汇众创空间 爱创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102
湖北省

武汉创客邦 武汉创客邦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103 光谷青桐汇 光谷黑马路演中心有限公司

104
湖南省

今朝会众创空间 湖南今朝会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05 娄底创客园众创空间 娄底创客管理有限公司

106

广东省

广州创新谷 广州创新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07 砼创汇 广州新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 惠城创客空间 惠州市酷尾巴服饰有限公司

109 1918 青年创业社区 广州市晨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10 盛门创客空间 广东盛门创客空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111 点燃空间 梅州立易顺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112 广东天使会 广东好天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序号 地区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113
深圳市

悟空间创客空间 深圳市心吴空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14 微游汇 深圳市微游汇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15
广西

自治区

云创智谷 南宁弘信创业工场投资有限公司

116 桂林国家高新区众创空间
桂林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桂林创业加科技有限

公司

117
海南省

海口车库咖啡 海口车库咖啡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118 海南互联网+海口众创中心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119 重庆市 石子山青年创业社区 重庆小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20 四川省 4C 联创工厂 成都第四城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21
贵州省

创客大咖众创空间 贵州吉源云驾科技有限公司

122 源动力众创空间 贵州源动力创客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23

云南省

云科楚雄蜂巢众创空间 楚雄立天科技有限公司

124
云科文山云材孵化器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
文山市云材孵化器有限公司

125 云科梦之谷众创空间 云南赢在协诚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126
西藏

自治区
拉萨市科技众创空间 拉萨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127

陕西省

西安万科城优客工场 西安优客工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28 指尖新空间 陕西指尖创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29 聚筹创投众创空间 西安本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130
大唐电信移动互联（西安）

众创空间
西安云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1 铁狮·众创空间 西安铁狮孵化基地有限公司

132 瑞通众创空间 陕西瑞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3 青海省 草创空间 城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34
新疆

自治区
云海云商众创空间 新疆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5
新疆建
设兵团

智农众创空间 石河子市智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