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0 年度第二批省科技型创业企业孵育计划

资金拟资助单位（苏州）名单

序号
评价结果：优秀（A 类）

区域
省奖补资金

（万元）孵化器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1 张家港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张家港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张家港市 11.4

2 张家港保税区科创园
张家港保税区科技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
张家港市 11.4

3 张家港市凤凰科技创业园 张家港市凤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 11.4

4 张家港沙洲湖科创园
张家港沙洲湖科创园发展有限公

司
张家港市 11.4

5 常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常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 11.4

6 常熟市梅李科技创业中心
常熟市梅李科技创业企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常熟市 11.4

7 常熟国家大学科技园 常熟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常熟市 11.4

8
常熟东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常熟东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
常熟市 10.4

9 江苏昆山留学人员创业园 昆山莘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市 11.4

10 昆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昆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昆山市 10.4

11 昆山高新区机器人科技创业园 昆山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市 10.4

12 吴江科技创业园
吴江科技创业园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吴江区 11.4

13 苏州盛泽科技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盛泽科技创业园发展有限公

司
吴江区 11.4

14
苏州市吴中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市吴中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

公司
吴中区 11.4

15
苏州吴中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

苏州吴中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有

限公司
吴中区 11.4

16 苏州小样青年社区 苏州小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相城区 10.4

17 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苏州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姑苏区 11.4

18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
苏州工业园区生物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工业园区 11.4

19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业园 苏州独墅湖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11.4

20 苏州工业园区一能科技企业孵化器 苏州工业园区一能科技创业孵化 工业园区 11.4



管理有限公司

21 西交 SKEMA 国际创新创业园 西交科创发展（苏州）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11.4

22 苏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高新区 11.4

23
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火炬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高新区 11.4

24
苏州高新区医疗器械科技企业孵化

器

苏州科技城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高新区 11.4

25 苏州留学人员创业园有限公司 苏州留学人员创业园有限公司 高新区 11.4

序号
评价结果：良好（B 类）

区域
省奖补资金

（万元）孵化器名称 运营机构名称

1 张家港锦丰科技创业园
张家港市锦丰科技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
张家港市 2.4

2 张家港市互联网科技创业园
张家港市海纳电子商务产业园管

理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 2.4

3 张家港临江绿色科技创新园
张家港市乐余科创园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张家港市 2.4

4 南丰科技创新园
张家港裕隆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张家港市 2.4

5 常熟纺织服装科技创意园
常熟市虞城纺织服装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常熟市 1.6

6 常熟市辛庄科技创业中心
常熟市辛庄镇分分创业促进中心

有限公司
常熟市 1.6

7 常熟先进制造业科技园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常熟市 1.6

8 太仓大学科技园 太仓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 太仓市 2.4

9 太仓市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太仓市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太仓市 1.6

10 昆山浦东软件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昆山浦东软件园有限公司 昆山市 2.4

11 昆山微电子产业孵化中心 昆山莘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市 2.4

12
昆山小核酸及生物医药产业园创业

服务中心

昆山市工业技术研究院小核酸生

物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市 2.4

13 昆山北斗产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昆山北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市 1.6

14 昆山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软件园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市 1.6

15 中科昆山高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

司
昆山市 1.6

16 昆山启迪科技园创业服务中心 昆山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市 1.6

17 昆山高新区机器人大学科技园 昆山高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昆山市 1.6



18 昆山两岸青年创业园 昆山万图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昆山市 1.6

19 吴江太湖新城科技人员创业园
吴江滨湖新城科创园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吴江区 2.4

20 吴江汾湖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汾湖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区 2.4

21 西安交大苏州汾湖科技企业孵化器 苏州西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区 2.4

22 吴江汾湖电商科创园 吴江思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区 2.4

23 吴中武珞科技园
苏州吴中武珞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吴中区 2.4

24 苏州博济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博济堂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

限公司
吴中区 1.6

25 苏州东创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东创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吴中区 1.6

26 苏州黄桥科创园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工业园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
相城区 2.4

27 中科相城科创园 苏州相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相城区 2.4

28 武珞信息技术科创园
苏州相城武珞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相城区 2.4

29 苏州西交漕湖科技园 苏州西交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相城区 1.6

30 苏州工投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苏州工投科技创业园有限公司 姑苏区 2.4

31 苏州创元科技创业园
苏州创元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
姑苏区 2.4

32 苏州博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博智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姑苏区 2.4

33
苏州市沧浪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市沧浪科技创业园管理有限

公司
姑苏区 2.4

34 苏州江南智造科技创意园
苏州博瀚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姑苏区 2.4

35
苏州中创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

司

苏州中创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

公司
姑苏区 1.6

36 苏州工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2.4

37 苏州纳米城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纳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2.4

38 苏州生能科技创业园
苏州工业园区汇寅创新创业孵化

管理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2.4

39 苏州方正·智谷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方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2.4

40 苏州新海宜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苏州海汇投资有限公司 工业园区 1.6

41
苏州科技城帮创科技创业孵化服务

中心
苏州福履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高新区 2.4



42
苏州国环节能环保创业园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国环节能环保创业园管理有

限公司
高新区 2.4

43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科技

孵化器
浙江大学苏州工业技术研究院 高新区 1.6

44 苏州兴华科技创业园
苏州高新区永寅创业孵化管理有

限公司
高新区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