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南京市科技创新创业载体培育高成长性科技企业拟奖励公示名单 

 

序

号 
载体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名称 企业属性 区属 

1 江苏膜科技产业园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膜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南京华森九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江北新区 

2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 
南京化院中山科技创业园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蜂之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 东南大学高新科技园 

南京东大高新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南京磐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 东南大学高新科技园 南京指南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 东南大学高新科技园 南京云化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创业中心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

司 

南京控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创业中心 南京法贝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创业中心 南京纽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创业中心 南京艾拓维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 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创业中心 江苏路易达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 力合星空（南京）科技企业孵化器 
力合星空创业服务南京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 力合星空（南京）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科思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 江苏集萃智能制造孵化器 江苏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有

限公司 

南京鑫业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 江苏集萃智能制造孵化器 南京鑫业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5 南京江北新区新城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江北新区新城科技创业有限

公司 

南京微构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江北新区 

16 南京江北新区新城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瑞思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7 一启创吧众创空间 南京正明观新材料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8 南京中科创新广场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中科新达加速器有限公司 南京瞬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9 浦口区春照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春照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南京东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0 南京生物医药谷科技创业园 
南京生物医药谷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南京世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1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江苏东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天蓝地绿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玄武区 

22 百家汇 百家汇精准医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江苏先声医学诊断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3 百家汇科技创业社区生物医药孵化器 江苏诺迈博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4 梦想家 

南京梦想家青年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智绘星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5 梦想家 南京速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6 梦想家 江苏速度遥感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7 南京市创盈未来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创盈未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南京珀斯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秦淮区 

28 南京市创盈未来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华设远州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29 
南京秦淮区晨光一八六五科技企业孵

化器 

南京晨光一八六五置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南京雨巢网络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0 南京天安数码城科技创新中心 南京天宁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莱斯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1 南京市紫云云计算专业孵化器 

南京白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布鲁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2 南京市紫云云计算专业孵化器 南京优策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3 南京市紫云云计算专业孵化器 南京海得逻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4 南京市紫云云计算专业孵化器 南京宁融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5 南京市白下高新永丰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紫东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6 南京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南京理工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肯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7 
南京垠坤新城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孵化

器 南京垠坤众创空间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南京智工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建邺区 
38 

南京垠坤新城创新中心科技企业孵化

器 
南京尚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39 莫愁湖创客邦 南京创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同心圆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0 南京幕府创新小镇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幕府创新小镇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东晖光电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鼓楼区 

41 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江苏南邮物联网科技园有限公司 

南京天谷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2 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南京华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3 南京邮电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江苏万全智慧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4 南京科技广场科技服务中心 南京市鼓楼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宇天万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5 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江苏南工大科技园有限公司 

江苏全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6 南京工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南京嗯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 

47 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 南京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基石数据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48 南京金港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金港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柯西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栖霞区 

49 南京金港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和若源电气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0 南京金港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维思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1 
江苏生命科技创新园国际生物医药孵

化器 江苏仙林生命科技创新园发展有

限公司 

南京格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2 
江苏生命科技创新园国际生物医药孵

化器 
南京汉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 

53 南京紫东国际企业孵化器 
南京钟山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码源软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4 南京紫东国际企业孵化器 南京奥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5 东南大学栖霞科技园 

南京东大栖霞科技园管理有限公

司 

南京千里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栖霞区 

56 东南大学栖霞科技园 南京银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7 东南大学栖霞科技园 南京索乐优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8 东南大学栖霞科技园 江苏暖心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59 南京尧化科创中心 
南京金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南京群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0 南京尧化科创中心 南京恒高光电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1 栖霞区 330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迈皋桥创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中鸿润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2 栖霞区 330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壹诺为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3 西岗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星谷软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睿速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4 腾讯众创空间（南京） 
南京聚能加速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访客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5 腾讯众创空间（南京） 南京金码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6 
南京市雨花台区英科贝科技企业孵化

器 南京英科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博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雨花台区 

 

 

 

 

 

67 创新驿站 南京轻盈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8 华友天成创客家 南京华友天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比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69 度盈众瑞众创空间 南京度盈众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思优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0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科特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科阳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1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恒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2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新和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3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承思铭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4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牧舟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5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前沿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6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梦立渊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7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科特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彬晖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雨花台区 

 

78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广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79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艾宝软件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0 南京科特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蓝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1 博济·聚创科技创业园 南京云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风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2 中国极客站创梦空间 极客站企业孵化器管理南京股份

有限公司 

南京时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3 中国极客站创梦空间 南京梦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4 优侠众创空间 南京优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亚流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5 南京海博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海博汇南京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江苏快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6 南京海博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乾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7 南京海博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鲜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8 南京海博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科能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89 南京市雨花台区万谷科技企业孵化器 万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林恩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0 南京市雨花台区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市雨花台区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中心 

江苏索迩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1 南京市雨花台区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进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2 南京市雨花台区科技创业中心 江苏谷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3 南京市雨花台区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清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4 南京市博峻洲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博一万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新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5 南京市博峻洲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方之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6 南京市博峻洲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沙里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7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软件谷创业创新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南京能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8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琼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99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博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0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软件谷创业创新城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江苏爱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雨花台区 
101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2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雷电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103 南京市创业创新城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猫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4 森焱创客空间 
南京森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精微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江宁区 

 

 

 

 

 

 

 

 

 

 

 

105 森焱创客空间 南京朝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6 江苏启迪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启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云略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7 江苏启迪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麒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8 江苏启迪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博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09 江苏启迪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人生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0 江苏启迪科技企业孵化器 江苏政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111 麒麟海归创新创业基地 南京津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奈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2 米立方悠谷创客汇 南京加俭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开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3 悠行空间 
南京悠行空间企业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南京植百汇智能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4 青创社区南京站 南京均豪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普赞加信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5 南京生态智造创业园 

南京科瑞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淳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6 南京生态智造创业园 南京云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7 U谷创客 南京谷欣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8 南京未来科技城悠谷孵化器 南京未来科技城经济发展有限公

司 

南京衍构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19 南京未来科技城悠谷孵化器 江苏易安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0 南京东山总部商务园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市新翰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信达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1 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江宁开发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云计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2 
南京江宁经技术开发区无线谷科技园

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无线谷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牛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江宁区 

 

123 禄口创智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经济技术开发

公司 
南京璞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4 南京生命科技创新园生物医药孵化器 
南京江宁（大学）科教创新园有限

公司 
南京杰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5 
南京江宁高新园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江宁高新园科技创业服务管

理有限公司 

南京原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6 中科星图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7 南京同方工业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同方科技园有限公司 南京搜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8 南京 J6软件创意园 

江苏博济堂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

司 

南京博思闻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29 南京 J6软件创意园 南京拓视悦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0 南京 J6软件创意园 南京捷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1 南京 J6软件创意园 南京数睿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2 南京俊杰汇谷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博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莱赛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3 南京沣创会科技企业孵化中心 南京网新科技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聪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4 江苏国创环保科技孵化器 
江苏国创环保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 
江苏国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5 江宁华脉物联网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华脉众创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华脉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6 南京绿色低碳谷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南工大侯冲绿色低碳产业科

技园有限公司 
南京观海微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浦口区 

137 
南京浦口高新区科创广场科技企业孵

化器 

南京浦口科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创为南京量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瞪羚企业 

138 
南京浦口高新区科创广场科技企业孵

化器 
南京溯远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39 
南京浦口高新区科创广场科技企业孵

化器 
南京华瑞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https://www.qcc.com/firm/76735fd30760cfd999e6a1d71d93c874.html


 140 南京紫峰科技创业园 江苏天浦宏芯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航浦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浦口区 

141 南京市六合慧康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慧发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银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六合区 
142 南京六合龙池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六合经济开发区科技创业有

限公司 
南京盾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3 六六众创空间 南京六六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数联空间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溧水区 

144 南京高淳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高淳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翰顺联电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高淳区 

145 南京高淳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艾莱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6 南京高淳科技创业中心 南京朗登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7 南京高淳金种子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中创科华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宝刀防务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8 南京高淳金种子科技企业孵化器 南京雷芯聚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49 南京南邮信息技术专业孵化器 
南京南邮信息产业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南京陇源汇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南京经济

技术开发

区 

150 南京新港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新港科技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维科通信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51 南京新港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凌鸥创芯电子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52 南京新港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153 南京新港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南京白鲨测绘科技有限公司 高新技术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