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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成都市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 （成办

发〔2014〕42 号）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在成都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

登记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对申请人提交

的企业住所（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研发经费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

法》（成科字【2014】31号）

资助金额：10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创业就业扶持

工商注册

高校院所人才创业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

法》（成科字【2014】31号）

资助金额：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高校人才创新服务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

法》（成科字【2014】31号）

资助金额：1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01/02◎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成都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成都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成府发 2014 26 号）【 】

取消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制，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

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

取消年度检验验照制度，实行年度报告公示制度。

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放宽企业名称登记管理限制。

放宽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

试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

主要内容：

受理部门：成都市政务服务中心工商局窗口联系方式（办证、年检）

草市街2号5楼受理地址：

86917516（内资） 86917515（外资）咨询电话：

市校企联合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职博（硕）士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成都市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管理办

法》（成科字【2014】31号）

资助金额：50%比例给予学费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审核），博（硕）士资助项目在每年入学报到后三个月

内申报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外资研发机构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国际科技合作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34号）

资助金额：（1）独立外资研发机构200万元；（2）非独立外资研发机构20万元。

申报时限：项目实行常年申报、分批审核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国际科技合作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34号）

资助金额：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配套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国际科技合作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34号）

资助金额：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专项资金补助

政策依据：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成都市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

才实施办法》（成委办【2011】23号）

资助金额：（1）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每人100万元；（2）对入选人才承担的对我市经济

科技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项目，可给予不低于100万元的科研经费资助，提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03/04◎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成都人才计划”

政策依据：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成都人才计划”青年项目和海外短期项目实施办法》和

《“成都人才计划”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实施办法》（成组通【2012】69 号）

资助金额：（1）“成都人才计划”青年项目，50万元；（2）“成都人才计划”海外短期项

目，50万元；（3）“成都人才计划”顶尖创新创业团队项目，500万元。

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改革

政策依据：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

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 （成委办【2014】29 号）

政策内容：支持高校院所自主处置科技成果的合作实施、转让、对外投资和实施许可等事

项，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高校院所2年内未实施转化的科技成果，可由

成果完成人或团队通过与单位协商自行运用实施。

供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工作场所并免除前3年租金；（3）入选人才创业企业符合

成都市种子资金资助条件的，可获得种子资金最高300万元的股权直接投资或最

高200万元的股权联合投资、最高300万元的融资担保；（4）入选人才创业企

业参加科技保险的，可按其实际保费支出最高5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

贴额度最高可达 20万元。

申报流程：用人单位 产业园区 区（市）县组织部 市专项办（成都市高层次创新创业→ → →

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

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开展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改革

政策依据：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

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 （成委办【2014】29 号）

政策内容：支持高校院所与发明人约定由双方共同申请、享有和实施相关知识产权；支持

发明人通过与单位协商获得高校院所拟放弃的知识产权。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

化所获收益可按不少于70%的比例，用于对科技成果完成人员和为科技成果转

化做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用于人员激励的支出部

分，一次性纳入当年单位工资总额管理，由所在单位制定考核和分配原则，但

不计入单位绩效工资基数。高校院所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或者出资比例形

式给予科技人员个人奖励，获奖人在取得股份、出资比例时，暂不缴纳个人所

得税；在按股份、出资比例获得分红，或者转让股权、出资比例时，对其所得

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债权融资补助（信用评级）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给予企业实际发生信用评级费用的50%、每户每年补助总额最高5万元的经费补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企业融资

债权融资补助（贷款担保费）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给予企业实际发生担保费用50%、每户每年补助总额最高20万元的经费补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债权融资补助（贷款利息）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给予企业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实际发生的利息额的30%、每户每

年补助总额最高50万元的经费补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05/06◎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补贴（完成股份制改造）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格证券机构辅导，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并

完成工商变更的，对其发生的股改费用给予20万元的经费补贴。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028-85104750、028-8510475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补贴（成功挂牌）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合格证券机构辅导，企业实现成功挂牌上市

的，对其发生的挂牌费用给予30万元的经费补贴。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天使投资创业补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给予其所获投资额的10%、最高100万元的经费补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应急周转金

政策依据：成都市经信委、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民营企业应急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

（成经信财【2015】41号）

资助政策：资金占用费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按日计算收取；

担保费率为2.5%/年以内的，担保贷款金额按日计算收取；委托贷款手续费率为

1‰/次的，贷款金额按次计算收取。单笔金额不超过500万元，使用期限不超

过3个月，单个企业原则上一年内只使用一次应急周转金。（纳入中小企业成长

工程培育计划名单内的中小微企业。）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即时办理

政策咨询：市经信委财金协调与融资处   联系电话：028-61885842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07/08◎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产品补贴

战略性新兴产品研发补贴（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产品）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农委、市商务局《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品和重点

新产品研发补贴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35号）

资助金额：10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重点新产品研发补贴（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产品）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经信委、市农委、市商务局《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品和重点

新产品研发补贴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35号）

资助金额：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科技惠民应用示范项目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科技惠民计划项目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

44号）

资助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科技惠民技术研发项目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科技惠民计划项目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3】

44号）

资助金额：不超过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两化融合补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若

干政策的意见〉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版）》（成经信发【2016】6号）

资助政策：投入达到100万元以上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应用类、生产装备智能化和生产过程自

动化类、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综合集成应用类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类等具有工

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典型示范作用的项目。按项目实际投入的５％给予最高

100万元补助。

申报时限：每年4月30日前

政策咨询：市经信委信息化推进处   联系电话：028-61883975



应用示范项目补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若

干政策的意见〉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版）》（成经信发【2016】6号）

资助政策：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信息安全、云计算、大数据及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创

新项目，可形成行业或区域性应用示范推广作用，且具有比较成熟的盈利模式

和一定可复制性的项目。按项目实际投入的５％给予最高100万元补助。

申报时限：每年4月30日前

政策咨询：市经信委大数据管理局   联系电话：028-61885818

                 经信委软件与信息服务处   联系电话：028-61881625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09/10◎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电子商务销售专项补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若

干政策的意见〉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版）》（成经信发【2016】6号）

资助政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年度网络

销售收入的１％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申报时限：每年4月30日前

政策咨询：市经信委市场开拓处   联系电话：028-61885825

科技与专利保险补贴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办《成都市科技金融资助管理办法》（成科

字【2013】36号）

资助金额：对购买市科技局确定的当年度重点引导类险种的企业，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60%给予补贴；对购买一般类险种的企业，首年按其购买该类科技与专利保险

险种实际支出保费的40%给予补贴，以后年度按企业购买该类科技与专利保险

险种实际支出保费的20%给予补贴。每年每户补贴总额不超过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知识产权资助

专利资助

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区域和园区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知识产权局、市科技局《成都市知识产权试点示范资助管理办法》（成

知字【2013】9号）

资助金额：（1）企业：①国家知识产权局评定30万；②省知识产权局评定20万；③成都市

知识产权局评定10万。

                （2）区域和园区：①在试点示范期间新承担国家级项目的配套资助不超过50万

元，示范单位不超过100万元；②在试点示范期间新承担省级项目的配套资助不

超过20万元，示范单位不超过5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政策依据：成都市知识产权局《成都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2号）

资助金额：（1）对企事业单位发明专利申请阶段资助：①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发明专

利申请进入实审后给予800元／件的资助；②对提交PCT申请并经国际检索后的

发明专利申请给予10000元/件的资助；③对事先经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保密审

查，直接向外国（地区）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并公开后给予：美、加、日、韩

及欧洲国家10000元/件的资助；其他国家（地区）4000元/件的资助；④对符

合上述第②、③条规定，且是向美、加、日、韩及欧洲国家提交发明专利申请

的企事业单位，年度非同一发明专利申请超过10件的，给予5万元资助；超过

20件的，给予10万元资助。

                （2）对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或港、澳、台地区的专利管理部门授权专利的资助：

每件发明专利，按照职务发明、非职务发明，分别给予3000元、1000元的资

助；每件实用新型专利给予300元的资助，同一外观设计专利给予200元资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局窗口

受理地址：草市街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

受理电话：86924832、86924834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11/12◎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技术交易输出方补贴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技术交易补贴管理办法》（2014年10月修订）（成科字

【2013】30号）

资助金额：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3%。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其他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市知识产权局、市质监局、市经信委、市农委、市商务局《成

都市技术标准研制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5】1号）

资助金额：（1）国际技术标准：总额60万元；组长单位40万元；参与单位20万元（主要

参与20万元，重要参与10万元，一般参与5万元）。

                 （2）国家技术标准：总额40万元；第一承担单位25万元；第二承担单位10万元；

第三承担单位5万元；第四承担单位2万元；第五承担单位2万元。

������������������（3）行业技术标准：总额20万元；第一承担单位10万元；第二承担单位4万元；

第三承担单位3万元；第四承担单位2万元；第五承担单位2万元。

                （4）联盟技术标准：总额20万元；第一承担单位10万元；第二承担单位4万元；

第三承担单位3万元；第四承担单位2万元；第五承担单位2万元。

               同一标准，如多家单位申请的资助额累计超过资助总额，则按照相应比例分配资

助资金。同一单位申请技术标准研制资助，全年只给予累计不高于100万元的资

助。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市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局窗口

受理地址：草市街2号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一楼

受理电话：028-86924832、028-86924834

技术标准研制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研发机构管理办法》（成科字【2014】20号）

资助金额：5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资助

创新券-企业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科技企业创新券实施管理暂行办法》（成科字【2016】

41号）

资助标准：（1）发明专利申报代理服务资助

                按企业购买发明专利申报服务支出费用的5%使用科技企业创新券进行支付，每

家企业1年时间内使用科技企业创新券额度最高不超过5万元。

                 （2）检验检测服务资助

                 按企业购买检验检测服务支出费用的20%使用科技企业创新券进行支付，每家

企业1年时间内使用科技企业创新券额度最高不超过5万元。

申报流程：登录科创通平台（www.cdkjfw.com）注册 申领创新券 与认证机构签订合同→ →

→直接抵扣服务费用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52204

产学研联合实验室资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研发机构管理办法》（成科字【2014】20号）

资助金额：2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成都市创新创业政策攻略 13/14◎工商注册  ◎企业融资  ◎产品补贴  ◎知识产权资助  

◎技术转移资助  ◎其他资助 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版)

政策依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若干

政策的意见》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版）（成经信发【2016】6号）

资助政策：参加经行业专家认定公布的有影响力、有知名度展会的企业。按实际参展企业

展位费的50％给予补助，单户企业单次展会补助最高不超过５万元。

申报时限：每年4月30日前。

政策咨询：市经信委市场开拓处    联系电话：61885833

展位费补助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新建的市级科技创业苗圃一次性3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新建科技创业苗圃

新建科技企业孵化器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新建的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一次性5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新建科技企业加速器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新建的市级科技企业加速器一次性10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新建科技专业楼宇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新建的市级科技专业楼宇一次性5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已建载体补贴（已认定为市级创新创业载体）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最高100万元。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利用闲置厂房、楼宇和存量土地等改（扩）建为创新创业载体，对其建设方实

施场地改造及公共技术设备设施购置等发生的费用，经核定，给予费用总额的

20%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经费补贴。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鼓励闲置厂房、楼宇和存量土地等改（扩）建为创新创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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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对新引进的国内外知名创新型孵化器运营机构来蓉建设创新创业载体，分级分

类给予100万元至500万元的一次性经费补贴。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鼓励新引进的国内外知名创新型孵化器运营机构来蓉建设创新创业载体

鼓励本土孵化器运营机构在国内外创新创业活跃地区建设创新创业载体

政策依据：成都市科技局《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资助管理办法》（成科字【2016】40号）

资助金额：鼓励本土孵化器运营机构在国内外创新创业活跃地区建设创新创业载体，根据

其引进人才、团队、项目来蓉等方面的异地孵化绩效，给予运营机构每年最高

不超过100万元经费补贴。

申报时限：常年申报、分批评审。

受理部门：成都科技创新服务窗口

受理地址：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盈创动力大厦A座2楼

咨询电话：85104750、85104759

附件：成都市创新创业载体明细
序号

1 成都高新区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高新区
益州大道中段1800号

移动互联创业大厦四楼
8531163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国
家

级
孵

化
器

︵
         家

︶

类别 载体名称 所在地 地址 联系电话

天府新谷孵化器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号 85311338

成都生物与医药产业孵化园（天河园） 高新区 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1栋 66070669

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二路1号 85184340

武侯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武侯区 成都武青南路33号 85365987

四川川大科技园 武侯区 成都市科华北路99号创新中心6楼 85403438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金牛区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87634562

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器(沙河园区） 成华区
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4号

电子科技大学主楼中241号
83207286

成都东创科技企业孵化器 温江区
成都温江海峡两岸

科技产业开发园锦绣大道南段99号
82776660

天府软件园 高新区 天府软件园D区 86031523

成都海峡中小企业孵化园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成都海峡两岸

科技产业开发园蓉台大道
82633613

天府创新中心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864号 85753907

电子科技大学西区科技园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天辰路88号 66767181
国

家
级

大
学

科
技

园
︵

  家
︶

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武侯区 成都市科华北路99号创新中心6楼 85407378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金牛区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87634562

西南石油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新都区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西南石油大学科技园大厦
83035198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成华区
成都建设北路二段四号

电子科技大学主楼中239号
83207286

成都海峡中小企业孵化园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蓉台大道北段388号 82633613

高新区科技工业园（倍特科技工业园）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11号 85135161

天府软件园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268号 86031523

红星路35号企业孵化器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35号

广告创意产业园
86746916

大科星孵化园 武侯区
武侯区武青南路51号

(武侯科技园、双星大道)
85362670

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金牛区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87634562

省
级

孵
化

器
︵

   家
︶

13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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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成都东创科技企业孵化器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园

锦绣大道南段99号
82776660

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333号(近华润凤凰城)

86038700

序号 类别 载体名称 所在地 地址 联系电话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器 双流县 双流双华路三段邻里中心一期二栋302室 89460068

成都经开科技企业孵化器 龙泉驿区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龙路二段1666号 69380111

成都府河电气孵化器 高新区 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 85127515

青羊创智企业孵化器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文家大道1号2号园A4—10 87077767

电子科大西区科技园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天辰路88号 66767181

成都青羊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青羊区 青羊区成飞大道1号 87077878

四川省计算机研究院 武侯区 四川省成都市成科西路3号 85240862

天府生命科技园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 85921154

天府创新中心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864号 85753907

成都市多媒体新技术孵化器 锦江区 红星路35号企业孵化器 86746916

天府生命科技园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88号 85921154

高新区 86038700

成都顺康新科孵化园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新航路4号 87843536

青羊工业总部基地电子商务大厦 青羊区 青羊区成飞大道1号 87070558

成都锦江青年创意城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三段88号汇融国际E座 86719550

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

器(沙河园区）
成华区

成都市金牛区成化街5号

四川省中小企业服务平台419号
83207286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科技创新孵化园 双流县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行政楼331 85966488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器 双流县 双流双华路三段邻里中心一期二栋302室 89460068

成都东创科技企业孵化器 温江区
成都温江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

锦绣大道南段99号
82776660

盛华科技企业孵化器 青白江区 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大同西路7号 83601656

大邑惠业科技企业孵化园 大邑县 大邑县邑新大道873号 88269688

游戏工场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E6-1 4-5F 83323107

电子科大西区科技园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天辰路88号 66767181

融智创新孵化园 高新西区 高新西区新文路22 号 87856677

成都府河电气孵化器 高新区 高新区高朋大道12号 85127515

市
级

孵
化

器
︵

   家
︶

省
级

孵
化

器
︵

   家
︶

18

34

国家西部信息安全产业园 成都市高新区云华路333号(近华润凤凰城)

51

52

成都经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1666号

成都经开科技产业孵化园

（川师成龙校区对面）

69380111

成都青年创智企业孵化器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西区第2#地块第B1栋14号
87077767

53 天府创新中心 天府新区 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864号 85753907

市
级

孵
化

器
︵

   家
︶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鑫和青年创业孵化园 郫县 成都现代工业港（北区）港通北三路589号 67518951

艺哈文广孵化器(专业孵化器）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昭忠祠街88号1—301 86930328

中铁产业园创新孵化器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金凤凰大道666号 62308973

大科星科技企业孵化器 武侯区 成都市武青南路51号 85362670

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孵化器 成华区 成都二环路东一段29号 83245896

成都汽车产业科技孵化器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办驿都中路2号 84874258

中国（成都）设计师一条街孵化器 彭州市 成彭高速出口左侧 88509770

浩旺创业孵化园 金堂县 成都市金堂县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 66532329

郫县光谷创业咖啡 郫县 郫县菁蓉小镇 61382970

新津新材料科技孵化园 新津县 成都新津县工业园区A区希望路868号 82431288

青年文化创意中心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奎星楼街55号 61311055

成都高新区

汇都科技企业孵化器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芯大道5号 66602817

智汇青年创业孵化园 高新西区 成都高新西区合作路89号19栋1608 69155775

西华大学科技园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3段35号

5栋教学楼318号
87720038

成都大学产业园 龙泉驿区 成都大学内 84616936

成都海峡中小企业孵化园 温江区
成都市温江区

成都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蓉台大道
82633613

成都高新区高新

发展科工园加速器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高朋大道11号 85195929

市
级

科
技

楼
宇

︵
  家

︶

盈创动力大厦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锦城大道539号

盈创动力大楼A座5楼
83159999

红星路35号企业孵化器 锦江区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35号

广告创意产业园
86918855

博瑞创意成都大厦 锦江区 成都锦江区三色路38号 85951363

西部智谷电子商务产业楼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5号 85365987

序号 类别 载体名称 所在地 地址 联系电话

76

77

78

成都数字新媒体创新孵化基地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16号

火炬大厦B座 85197650

电子科技大学创业苗圃

（清水河校区）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源大道2006号

电子科技大学活动中心104
66767181

成都高新青年（大学生）

创业示范园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

西芯大道4号一楼
87846705

54 康特科技园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三路9号 85361199

市
级

加
速

器
︵

  家
︶

2

4

34

市
级

创
业

苗
圃

︵
   家

︶

48

武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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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80

迈普创业孵化平台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6号迈普大厦

青羊区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青羊区
成都市青羊区西华门街19号

市政府三办617室

81

82

83

84

85

87

88

89

90

91

　

西南交大科技园

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
金牛区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87603468

成都金牛区青年（大学生）

创业园服务中心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兴盛西路2号 87516855

西部智谷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路166号 85365987

武侯区川大科技园

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

科华北路99号孵化楼104
85403438

8号平台·成都创业沙龙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领事馆路8号A座3楼东区 86203281

86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中心

（大学生）创业园创业苗圃
双流区

双流双华路三段

邻里中心一期二栋302室
89460068

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创业苗圃

（电子科大成都研究院）
双流区

成都市双流天府新区迎宾大道

电子科技大学产业园内
85856815

龙泉驿区青年

（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龙泉驿区

成都市龙泉驿区成龙大道二段888号

经开区总部经济港C9
88450656

郫县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郫县 成都郫县现代工业港港通北路589号 67518953

邛崃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邛崃市 邛崃市团委 13882157830

崇州市青年（大学生）创业园 崇州市 成都崇州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1383号 82382004   

序号 类别 载体名称 所在地 地址 联系电话

市
级

创
业

苗
圃

︵
   家

︶

48

85148292

86268591

92

93

94

95

都江堰市青年（大学生）

创业孵化园
都江堰市 成都都江堰市壹街区上善南路2号

崇州市农业科技产业苗圃 崇州市 成都市崇州市桤泉镇生建村13组 82306278

成都东软学院大学生创业中心 都江堰市 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镇东软大道一号 64888133

成都新科创新孵化苗圃 高新西区 成都市高新西区新航路4号 85150844

62165156

96

97

98

99

100

成都明腾科技园大学生创业苗圃 高新西区 成都高新西区新航路 87811753

新谷移动互联网创业苗圃 高新区 成都市府城大道西段3号 85311338

电磁空间安全与防卫创业苗圃 金牛区 金牛区营康西路496号 87551566

梵木艺术馆 锦江区
成都锦江区锦华路二段

晨辉东路梵木艺术馆
85180097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科技创新孵化园“成创空间
双流县

成都市西南航空港

经济开发区学府路一段24号
85966488

101

102

财富又一城写字楼电商企业孵化器 成华区 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二段2号 83258888

成都创业中心智能设备创业苗圃 高新区 成都市高新区科园二路1号 85184340

103 侠客岛联合办公室 高新区
高新区萃华路89号 

成都国际科技节能大厦A座3楼
65721309

119

120

121

122

123

交大创客空间 金牛区 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111号 87601673

成都创业学院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益街38号3栋 85326123

彭州鑫和（大学生）创业园 彭州市致和镇东三环路三段389号 88501960

电子科技大学蓝色工坊 成华区
成都市建设北路二段4号

电子科技大学主楼中241号
83207286

成都大学大学生创业苗圃 龙泉驿区 成都大学内 84622216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派客+创新孵化苗圃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199号

棕榈泉国际中心一号楼18层
62996999

锦江电子商务产业园-果岭云·仓

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

成都市锦江区锦华路三段88号

汇融国际广场C座10楼
86670387

梦想帮大学生创业孵化苗圃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95号成证大厦 81475867

成都经开区汽车电子创新苗圃
成都市龙泉驿区

成龙大道二段1666号D1栋102
88463909

成都跨境电子商务创业苗圃 成都市青白江区香岛大道8号 86119279

电科成研西源育成中心创业苗圃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

经济开发区公兴街道双兴大道
85870734

大邑县电子商务孵化园 大邑县晋原镇工业大道237号 88223338

天府新谷蓉创茶馆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399号 85311338

成都创客坊

高新区

锦江区

青羊区

龙泉驿区

青白江区

双流区

大邑县

高新区

武侯区 成都市武侯区武兴二路5号 85586651

十分咖啡 天府新区
成都天府新区正兴镇官塘村

天府金融谷18号公馆
18689531371

成都天府软件园创业场 高新区 天府软件园D区 86031523

类别 载体名称 所在地 地址 联系电话

104

105

106

107

TMT创业苗圃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G5栋9F 66874303

抱团创业营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C区 85336866

NEXT创业空间 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天府软件园E6-1 85292121

爱创业科技苗圃 高新区 成都高新天府软件园B区 85130193

成都市科技局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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