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免申即享”补助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1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

公司 

广州华南新材料创新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2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

司 

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3 
广州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

司 

广州金发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4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市达安创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5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

司 

广州中山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 
广东星海数字家庭产业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星海数字家庭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

载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7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

化器有限公司 

广东宏太智慧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

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8 
广州米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米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9 
广州市怡祥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怡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10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中心 

广州火炬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11 
广州亿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亿牛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12 
广州市晟龙工业设计科技园

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晟龙工业设计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

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13 
中国科协广州科技园联合发

展有限公司 

中国科协广州科技园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14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15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有限公司 

广州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16 
广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

公司 

广州市番禺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17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佳都汇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18 
广州市乐天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乐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19 
广州市世科高新技术企业孵

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市世科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

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20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21 广州纳金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纳金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

补助 

22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清华珠三角研究院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23 
广州励弘文创创业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励弘文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24 
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科技园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大学城健康产业科技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

化载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25 
广东医谷产业园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广东医谷产业园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26 
广东金颖农业科技孵化有限

公司 

广东金颖农业科技孵化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27 
广州润禾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润禾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28 
广州国际生物岛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国际生物岛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29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

理有限公司 

广州启盛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30 
广州万鹏孵化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万鹏孵化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31 广州视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视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32 
广州市至德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至德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33 
广州远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远鸥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34 
广州市海珠高新技术创业服

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35 
广州瑞博奥转化医学创新园

有限公司 

广州瑞博奥转化医学创新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36 
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市创锦科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37 
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呼研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38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 
广东华南新药创制中心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

补助 

39 
广州市番禺巨大电业有限公

司 

广州市番禺巨大电业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40 广州空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空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41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42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43 
广东乐天创意园投资有限公

司 

广东乐天创意园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44 广州大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大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45 
易翔通信设备（广州）有限公

司 

易翔通信设备（广州）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46 
广州云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广州云谷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47 广州擎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擎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48 广州圣力电源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圣力电源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49 
广州市承泽科技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市承泽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50 
广州共富金农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共富金农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51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盈建博汇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

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52 
广州信基中创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信基中创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53 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莱迪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54 
广州益科孵化器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益科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55 广州广胜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广胜电子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

补助 

56 
广州励骏智汇商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励骏智汇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57 
广州瑞粤科技企业孵化器有

限公司 

广州瑞粤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58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西陇创新园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59 
广州万格企业孵化器有限公

司 

广州万格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0 
广州暨南大学科技园管理有

限公司 

广州暨南大学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61 广州密博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密博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

补助 

62 广州光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光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63 
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有限公

司 

冠昊生命健康科技园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4 
广州华新科智造技术有限公

司 

广州华新科智造技术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5 
广州市科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市科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6 
金菠萝众创空间（广州）有限

公司 

金菠萝众创空间（广州）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67 
广州市欧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市欧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68 
广州鑫升信息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广州鑫升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69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广州创业谷高新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70 
广东孵客科技孵化集团有限

公司 

广东孵客科技孵化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71 广州思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思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72 
广州睿谷企业孵化器有限责

任公司 

广州睿谷企业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73 广州专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专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74 
广州天河昆晟创客空间有限

公司 

广州天河昆晟创客空间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75 
广州市联大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 

广州市联大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76 
博融智库加速孵化器（广州）

有限公司 

博融智库加速孵化器（广州）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

“以赛促评”后补助 

77 
广东大智汇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广东大智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78 
广州智慧谷伯乐咖啡有限公

司 

广州智慧谷伯乐咖啡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79 广州创始者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创始者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0 广州力方体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力方体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1 
广州领引书吧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领引书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82 广州厚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厚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3 广州纳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纳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4 广州创企孵化器有限公司 
广州创企孵化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5 广州市粤政索顿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广州市粤政索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86 广州诣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诣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7 广州创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创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88 广州皓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广州皓祈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89 广东微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微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90 广州大学 广州大学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补助 

91 广州恒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恒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92 广州至高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广州至高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93 广州昇月文化有限公司 
广州昇月文化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后

补助 

94 广州天银科创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天银科创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95 广州豆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豆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96 广州汽修天下广告传媒有限

公司 

广州汽修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97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98 李氏创业投资（广州）有限公

司 

李氏创业投资（广州）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

促评”后补助 

99 广州励弘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广州励弘众创空间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100 广州众创亨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广州众创亨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101 恒创（广州）孵化器发展有限

公司 

恒创（广州）孵化器发展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

赛促评”后补助 

102 广州聚力众创空间有限公司 
广州聚力众创空间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评”

后补助 

103 广州力方体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广州力方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孵化载体“以赛促

评”后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