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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场景 载体名称 服务领域 载体空置面积 主管单位 联系方式
信息
有效期

智能制造

汉富 IF企业港 为智能装备、智能硬件中小微项目提供小规模生产载体 载体面积：7万㎡
空置面积：5.5万㎡

成都融兴科创产业园管理
有限公司 18583943195 长期有效

国机西南大厦 主要服务总部企业、数字通信、5G、智能终端、人工智能、

共享经济等领域的企业
载体面积：10.99万㎡
空置面积：2万㎡

成都龙潭总部新城
管委会 028-66500002

2019.12-
2020.3

航天通信大厦 主要服务总部企业、数字通信、5G、智能终端、人工智能、

共享经济等领域的企业
载体面积：3.2万㎡
空置面积：6000㎡

华晟大厦 主要服务总部企业、数字通信、5G、智能终端、人工智能、

共享经济等领域的企业
载体面积：8.2万㎡
空置面积：1.2万㎡

电子信息

天府创智湾 为智能科技服务平台、总部创新、大数据、软件开发等
项目提供总部、研发验证载体

载体面积：20万㎡
空置面积：12万㎡

成都天汉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028-82552810 长期有效

电子科大科技园 电子信息、航空经济、生物医药等 载体面积：8.6万㎡
空置面积：1.3万㎡ 成都科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028-62151000 长期有效

成都芯谷孵化器 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现代服务业，其他
载体面积：3.5万㎡
空置面积：3.5万㎡
（预计 2019年底建成）

成都芯谷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成都创客星孵化器有限公司 028-88518888 长期有效

天府海创园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生命科学、大数据、

5G等

载体面积：28万㎡
空置面积：28万㎡
（预计 2019年底建成）

成都天投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028-86051781 2019-2039

天府数智谷科技
创新基地

大数据、智慧信息系统、移动互联网、互联网金融、网
络空间安全、机器人等领域的创新创业企业

载体面积：7.5万㎡
空置面积：4.7万㎡

成都天府数智谷科技创新基地
有限公司 028-85873690 2019-2020

电子科大西区科技园 电子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1.92万㎡
空置面积：0.24万㎡

成都成电大学科技园孵化器
有限公司 13540402202 长期有效

天府软件园创业场 电子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3.5万㎡
空置面积：0.61万㎡ 成都天府软件园有限公司 18280087407 长期有效

产业功能区供给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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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

成都顺康新科孵化基地 电子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1.11万㎡
空置面积：1451㎡ 成都顺康新科孵化有限公司 18980671228 长期有效

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 电子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1万㎡
空置面积：3691㎡

成都国信安信息产业基地
有限公司 15608225875 长期有效

高新—成电合创空间 电子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5万㎡
空置面积：1.93万㎡

成都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13438808804 长期有效

金融科技

成都高新区科技金融大厦 金融、金融创新及相关科技领域 载体面积：4.9万㎡
空置面积：2.5万㎡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金融局 028-65778187 长期有效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私募股权基金 载体面积：13500㎡
空置面积：7100㎡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15882208814 长期有效

科技服务 亿邦创客中心
为商务酒店、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金融机构等商务配套
型项目提供载体

载体面积：10万㎡
空置面积：5.2万㎡ 四川巨鑫投资有限公司 13989731999 长期有效

大数据服务 智加空间 大数据类企业 载体面积：1191㎡
空置面积：44㎡

联通高新大数据人工智能
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13811905311 长期有效

生物医疗

成都生物与医药产业孵化园
（天河园）

生物医药类企业 载体面积：3.57㎡
空置面积：1471㎡

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
有限公司 13980885315 长期有效

成都天府生物产业孵化园 生物医药类企业 载体面积：11.2万㎡
空置面积：5.85万㎡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5528236600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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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疗 医信黑马营 智慧医疗类企业
载体面积：1731㎡
空置面积：283㎡

成都市九阵科技
有限公司

13550167200 长期有效

电气信息 成都府河孵化器 服务电气信息类企业
载体面积：1.32万㎡
空置面积：8951㎡

成都府河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13880573057 长期有效

综合类

双流空港青年（大学生）

综合性创业孵化中心
航空经济，电子信息，生物产业，高端制造，

新材料，节能环保，文化创意，其他
载体面积：3000㎡
空置面积：600㎡

成都双流聚源科技企业
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028-89460083 长期有效

感知物联网产业园 电子信息、航空经济、生物医药为主的产业 载体面积：19万㎡
空置面积：8.5万㎡

成都双流创新创业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8200396679 长期有效

创客小镇 电子信息、航空经济、生物医药、新经济、

文化创意、国际合作为主的产业
载体面积：1.8万㎡
空置面积：1.6万㎡

成都双流创新创业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8200396679 长期有效

成都芯谷·千人创业港 电子信息、航空经济、生物医药、新经济、

文化创意、国际合作为主的产业
载体面积：8000㎡
空置面积：2000㎡

成都双流创新创业
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18200396679 长期有效

都江堰就业创业基地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游戏，食品，

机械加工
载体面积：8.5万㎡
空置面积：2.08万㎡ 都江堰市工投公司 028-87115006

2019.12-
2020.6

都江堰中小企业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金融，游戏，

食品
载体面积：10.5万㎡
空置面积：2.32万㎡ 都江堰市工投公司 028-87115006

2019.12-
2020.6

都江堰孵化园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金融，

游戏
载体面积：7.3万㎡
空置面积：1.35万㎡ 都江堰市工投公司 028-87115006

2019.12-
2020.6

鹿溪 •智能港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金融科技等
载体面积：27万㎡
空置面积：27万㎡
（预计于 2022年建成）

成都天投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028-86051781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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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蓉港青年创新创业梦工场

立足蓉港两地创新创业特色及优势，聚焦文化创意、金融
科技及智能硬件等领域，链接香港及国际创新创业资源，

配套扶持政策，服务 18—45岁港、澳、台及国际青年创
办或领办的创新创业项目，着眼推动青年创新创业、高端
技术研发、新兴产业发展

载体面积 1万㎡目前可用
过渡场地面积 1000㎡

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
创新创业人才
服务中心

028-68773612 长期有效

天府新谷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预计 2022年底竣工）

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管委会
创新创业人才
服务中心

028-68773612 长期有效

侠客岛联合办公室
(节能岛 )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8万㎡
空置面积：6.3万㎡

成都新谷孵化器
有限公司 15982006217 长期有效

创客家众创空间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2926㎡
空置面积：201㎡

成都侠客岛商务中心
（有限合伙）

18244267123 长期有效

智汇青年创业孵化园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220㎡
空置面积：838㎡

成都创客家众创空间
有限公司 18081970130 长期有效

NEXT创业空间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56万㎡
空置面积：0.58万㎡

成都普森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15881168396 长期有效

成都高新区汇都科技
企业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696㎡

空置面积：515㎡
成都蛋壳众创
科技有限公司 13980060133 长期有效

腾讯西部创新创业中心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23万㎡
空置面积：1604㎡

成都汇都微创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8030635245 长期有效



THE CITY OPPORTUNITY LIST

成都　
CHENGDU 第二篇　城市机会清单供给表

27

细分场景 载体名称 服务领域 载体空置面积 主管单位 联系方式
信息
有效期

综合类

创客邦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665㎡
空置面积：359㎡

成都博澳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8123309771 长期有效

成都大一高新孵化园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2.24万㎡
空置面积：1.53万㎡

成都大一高新技术孵化器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081166677 长期有效

摩天之星加速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4294㎡
空置面积：1932㎡

成都摩根之星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3708189465 长期有效

F1创享空间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2000㎡
空置面积：525㎡ 四川复强富坤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8780063378 长期有效

成都光谷创业咖啡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2080㎡
空置面积：320㎡

成都光谷咖啡创业孵化器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8380256595 长期有效

成都高新亚马逊 AWS合作创业
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153㎡

空置面积：143㎡ 成都亚蓉创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13980807475 长期有效

苏河汇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800㎡
空置面积：64㎡ 成都点观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13350865366 长期有效

九三创享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500㎡
空置面积：1215㎡ 成都九三创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8328052740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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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贝空间（UBE SPACE）O2O创客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3801㎡
空置面积：389㎡ 成都优贝空间创孵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15882463947 长期有效

中科创客港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973㎡
空置面积：59㎡ 中科院（成都）科技有限公司 18080441222 长期有效

混沌空间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664㎡
空置面积：121㎡ 四川混沌空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3981888758 长期有效

长虹跨境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4000㎡
空置面积：3252㎡ 成都长虹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8008160869 长期有效

合创新业（成都）硅谷国际孵化器 面向所有行业领域 载体面积：1621㎡
空置面积：295㎡ 成都萤火虫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18190873793 长期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