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推荐表 
众创空间名称：腾讯众创空间（合肥） 

运营主体：合肥新青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J2 栋 C 座 22 层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合肥新青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智联数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职动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舟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晓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政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智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清大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安徽省法米特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十日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徽中午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戴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陈牧团队 

王宏运团队 
郭纪坤团队 

吕仁钊团队 



安徽多点美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芝麻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极核明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映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合肥市艾库识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笔来笔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澳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简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五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肥市艾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三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星辰优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多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星汉灿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致工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通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之诺控股有限公司 

合肥胜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笃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玄帧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新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星汉灿烂玩具有限公司 

合肥万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点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路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冬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迈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香堂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梦创空间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沐坤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纳通生物纳米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萱宝宝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函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应友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几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盛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一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朝音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视其佳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米尔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有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氧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合肥氧趣商贸有限公司 

合肥如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知政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安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圣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微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风吹来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云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峰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国麒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铧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飘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合肥尚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Bestar 共享·服务空间 

运营主体：合肥与星途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望江西路交口中新网安大厦 11层 1102-1103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合肥毅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幸福魔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鲸投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北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墨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云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健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秋夜喜雨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那那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未来映画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銮瀛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安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城市大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汇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蓝氢智控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数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浔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医合家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安华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自贸区商擎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讯离线会办公项目组 
基于 AVG 快速泊车智能车库项目组 

基于机器人智能系统技术项目组 

一站式检测智能科技项目组 
互联网在线驾驶项目组 



合肥登登立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机数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康斯坦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乐悠行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诺尔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融创（安徽）科技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科学岛创客空间 

运营主体：合肥中科科岛创客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习友路 2666 号合肥创新院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安徽万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智朵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谱康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蓝塔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中科博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阿拉丁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中科多米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博标利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腾博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邓金鑫团队 

傅斌团队 

何宗敏团队 
魏勋团队 

张洪明团队 

何孝珍团队 
孙亚运团队 

陈雷团队 

王铭祥团队 



合肥中科智谱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索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研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萌米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智美大数据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星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云创天慧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智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中科标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成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辰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大精大数据有限公司 

合肥九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晶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灼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层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小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金人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一渔一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龚成云团队 
王茹团队 

沈成银团队 

鲁敏团队 
常洲团队 

刘正国团队 

陈杰团队 
沈立朝团队 

单立闰团队 

众创空间名称：5F 创客空间 



运营主体：安徽福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霞路北、翡翠路西大学城商业中心商办楼

5F 创客空间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安徽柠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归来堂生态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穗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科瑜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仁业立疆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映夕微电子有限公司 

合肥生掌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禾泽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数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叁等分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新作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神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合肥烔炀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楠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斯普伦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同雷 

李露露 
王剑 

陈新 

倪建飞 
史文军 
陈志刚 

郭宗友 
黄继昌 

徐留 

万成兵 
汤建 

王琪 

毕黄兵 

俞凤琴 



合肥微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易泊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哪吒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鲤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沙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五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奥普瑞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瑞辽商贸有限公司 

合肥纳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程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睿阆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苏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麦梯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沁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超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焱勇芯片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盛玖认证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中悟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肥博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昭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谨 
韩甜甜 



合肥原位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维客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飞光妙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名号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骏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一宸深视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咏旭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七尺建筑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创伟恒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海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尚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高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次元助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三侑智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膳之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凯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映梦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24 号智工场众创空间 

运营主体：合肥智赫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齐云路 16 号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合肥迈群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常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兰翊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昊顺智能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忆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翰阳纺织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责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向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里木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梓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云周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阿克赛斯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班宇航团队 

何文硕团队 

焦晨晨团队 

刘超团队 

鲁祥团队 

孙从海团队 

袁玉洁团队 

林明发团队 

张思超团队 

许东团队 

杨蕴文团队 

王闯团队 

刘健团队 

王燕团队 

罗根忠团队 

凡永波团队 



安徽美水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凡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纯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肥徽聚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合元素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安徽润索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钜亿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蜂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辟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铜策汇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刘春旭团队 
 

众创空间名称：万度空间文创众创空间 

运营主体：安徽金创投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芙蓉路 268 号创新创业园四栋二、三层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安徽空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数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唯盛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格谱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玖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五号非急救转运有限公司 

合肥海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眷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百师优学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橙翼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市特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栗子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合肥丕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玖通网络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奥拉图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走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走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恒在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醉仙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银企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自动配奶机 
感姿精灵—-儿童不良坐姿矫正系统 

爱的图书馆 

基于 wifi 技术的室内停车定位技术研究 
青年有话说 

童小驿智能资助阅读柜 

职等你来——计算机系列就业智能推荐系统 
物联网电气火灾预警云平台 

SHI 指大动 APP 

互联网+乡村 OTO 
魔镜 APP 在线穿搭 

母婴护理——幸孕优宝 

安全智能锁 
智能照明系统 



合肥市汉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兴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考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汉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志存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料云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政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燃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有求必应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浩川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冬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微客智联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茶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安徽世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合肥世界之窗创新产业园众创空间 

运营主体：安徽菟创世界之窗创业孵化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黄山路 451 号世界之窗产业园 B 座 12-13 层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合肥九霸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慈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微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联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小鲸英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隆煜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志硕智能家居经营部 

安徽金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通用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舒暖智家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零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蚂蚁邦邦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度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科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何君 

解夫见 

陈光明 

徐晨晨 

周楠楠 

孟周 

李小龙 

卜明 

韩磊 

陶亚东 

周言军 

汪笑 

李靖 



合肥禾思教育咨询工作室 

合肥瓜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益蕴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大汉绿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新国财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捷径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侨悦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柏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橙狐电子商务部 

合肥市蜀山区回波集百货经营部 

安徽岩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梓宸装饰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小荷姑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合肥市星空智慧云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徐雅倩 

王小亮 

张涛涛 
 



合肥魔法钥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合肥云暨移动应用孵化基地 

运营主体：合肥创江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 17 号互联网产业园 8 号楼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安徽行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工机互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创拍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共识区块链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洪兴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典承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印客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蓝涛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可耐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元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高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雷凰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末日科技有限公司 

抱佛脚项目 

博雅智学（合肥） 
会查查 

九硕智联 

诺比特物联网 
物联网保险项目 

雅言社区 

一半直播 
医疗健康管理系统 

永生花家居租赁装饰计划 

智控燃气 



安徽日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菲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尼科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畅美文化数码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凡诺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勇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贝翔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创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红旅印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合肥朗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雷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联图玻璃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麟智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凌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天晴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赞扬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合肥孤岛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比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云艺化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凌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欧恩咖建设有限公司 
合肥万格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首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和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甄途科技有限公司 

众创空间名称：卓越芯众创空间 

运营主体：合肥亿脉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花园大道以南泰山路以东滨湖卓越文化园 

在孵企业 在孵团队 

合肥久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南淮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合肥泽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展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汉客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诺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启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云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乐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承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夏林燕团队 
付雪娇技术团队 

高凯团队 

吕鹏团队 
刘佳洁团队 

风启科技团队 

李杰团队 
宇恒团队 

春雨团队 

俊泽科技团队 



合肥速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百泽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奇赛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碧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凌哲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琴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动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曼尼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凌云团队 
缔造科技团队 

飞跃技术团队 

聚星团队 
凌慧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