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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载体名录 
12个细分场景、35个双创载体、约 141万㎡供给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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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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 

崃电·电商产业园 
电子商务、信息软件、设计研发、仓储物流、

品牌推广、金融服务、知识培训等 

建筑面积：1.7 万㎡ 

空置面积 1.7 万㎡ 
邛崃市新农公司 18780182231 2019.6-12 

大邑电商孵化园 电子商务、文化创意 
载体面积：900 ㎡ 

空置面积：300 ㎡ 

四川大邑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028-88331100 2019.6-12 

智能制造 

亿达天府智慧科技城 
为成长型智能装备、智能硬件研发、生产项目

提供研发中试、成果转化载体 

载体面积：10 万㎡ 

空置面积：6 万㎡ 

成都亿达产业小镇 

管理有限公司 
15928832833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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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都江堰 

浩旺机电园 

机械、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

域 

载体面积：约 7 万㎡ 

空置面积：1000-4000㎡ 

成都浩旺企业经营 

管理公司 

028-87236625 

13981939378 
2019.6-7 

成都市青白江区蓉欧 
智能制造产业园 

高端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研发设计、总部办

公 

载体面积：12 万㎡ 

空置面积：9.6 万㎡ 

成都青白江蓉欧园区 

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028-89300945 

2019.6-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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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龙潭总部新城 
新经济产业创业园 

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智能终端 
载体面积：1550 ㎡ 

空置面积：400 ㎡ 

四川万物互通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余良 

13350885550 
2019.6-12 

https://baike.so.com/doc/1423185-1504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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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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息 

航天科工通信技术研究院
（华灿工场）双创平台 

通信系统集成研发及应用、自主可控射频前端

和元器件、专网通信运营、智慧产业、卫星通

信及导航、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文化

创意 

    载体面积：8700 ㎡ 

空置面积：4200 ㎡ 

航天科工通信技术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华灿工场（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13681664463 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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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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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创意 

中国西部文化城 
银行、投资机构、生产性服务企业，文创、科

创企业 

载体面积：35 万㎡ 

空置面积：9.5 万㎡ 

成都市温江区 

涌泉街道办 
028-82687888 长期有效 

新津老码头文创产业园 
高科技、高成长型、文化创意等初创型企业孵

化器 

载体面积：5.2 万㎡ 

空置面积：2.1 万㎡ 

成都一生之城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 
028-82511199 2019.6-12 

成都西岭创星工场 
科创+文创，电子信息、互联网+、美丽乡村设

计等 

载体面积：6000 ㎡ 

空置面积：1000 ㎡ 

成都西岭创星工场孵化

器管理有限公司 
13419686988 2019.6-12 

绿色食品 邛崃鑫和中微创业园 
绿色食品、食品配套、啤酒生产、调味品、研

发设计、商务总部等 

载体面积：14 万㎡ 

空置面积：3.5 万㎡ 

邛崃鑫和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028-88710808 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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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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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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类 
 

西航港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级孵化器） 

航空经济，电子信息，生物产业，高端制造，

新材料，节能环保，其他 

载体面积：2.5 万㎡ 

空置面积：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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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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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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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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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 

2020.6 

成华创客邦 
电子信息，电子商务，文创、现代服务业、游

戏行业等 

载体面积：6500 ㎡ 

空置面积：1400 ㎡ 

成都博瀚孵化器 

管理有限公司 
18602831712 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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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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龙潭总部经济城 
大学生创业园 

电子信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软件开发 
载体面积：2000 ㎡ 

空置面积：500 ㎡ 

成都龙潭总部 

新城管委会 
028-66401361 2019.6-12 

综合类 

北京理工大学校友成都 
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新经济企业、军民融合 
载体面积：3000 ㎡ 

空置面积：500 ㎡ 

成都北理同创孵化器 

管理有限公司 
13980090437 20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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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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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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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办公 WALNUT 联合办公 场地租赁服务、办公租赁服务、会议室服务 
载体面积：3000 ㎡ 

空置面积：500 ㎡ 

成都玉锦合涛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028-69864965 2019.6-12 

跨境贸易 
“一带一路”国家馆 

集群项目 
国际贸易、大宗商品交易、国际教育、国际旅

游、国际文化交流 

载体面积：2.8 万㎡ 

空置面积：1.4 万㎡ 

成都国际铁路港 

管理委员会 
028-69035931 

2019.6-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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