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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 2020 年度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需求目录 
 

序
号 属地 平台名称 平台简介 需求数

（个） 
预留空间
（平方米） 

项目需
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1 
苏滁高

新区 

滁州市创

新创业大

学 

滁州市创新创业大学是在滁州市政府的指导

下，由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苏滁现

代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以及北京华普亿方教育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70835）联合共

建的集创业教育、创业实训、创业服务、创业

孵化为一体的新型社会大学，同时也是国内领

先的创业培训与服务的综合服务平台。 

15 3000 

高新技术、

农业科技、

互联网科

技、教育

科技等 

1.入驻项目免租金；2.五年内，前两
年返还 40%的企业所得税和 25%的
增值税；后 3 年返还 20%的企业所
得税和 12.5%的增值税；3.五年内
对项目高管及高级技术人员（5 人
内）给予补助，前两年补助上述人
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数额的 25%；
后三年补助上述人员缴纳的个人所
得税数额的 12.5%。 

陈昱龙

17740839299 
万瑶

18255046862 

2 
市经开

区 

高校（华东）

科技成果

中心 

高校（华东）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是教育部科
技发展中心在华东区域设立的产学研合作公
共服务平台，作为《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行动实施方案》的行动实践之一，承
担着教育部“蓝火计划”在华东地区的产学研合
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高校（华东）科
技成果转化中心是市经开区管委会作为主管
单位的民办非盈利机构。 

1 100 
产教、科

教融合项

目 

1.产学研服务：协助对接国内高等

院校，积极推动大院大所合作；2.
宣传推荐服务：在科交会总会及专

场会议上给予重点推荐。                                   

王春奇

18155087750 
徐广亮

13909603686 

3 
市经开

区 

启迪之星 
（滁州）众

创空间 

启迪之星，是清华大学科技园孵化运营平台。
启迪之星（滁州）众创空间是服务地方性直属
公司。借助清华大学科技园丰富的孵化经验、
以及遍布全球 300 余分支机构的庞大孵化网络
优势，以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成长
为宗旨，为企业提供项目孵化、投融资对接，
产品研发、创业辅导、项目申报等服务。作为
全球线下规模最大的孵化平台，启迪之星的孵
化能力和体系已经成为国内标杆。滁州启迪之
星孵化平台运营三年，荣获安徽省、滁州市众
创空间、安徽省小微企业示范基地、滁州市巾
帼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滁州市青企协副秘书长
单位等荣誉资质，现有入孵企业团队 80 余家，
服务创业公司 200 余家，帮助在孵企业融资
2500 余万元。引进并服务博士及副高级以上高
级创业人才来滁发展 40 余人，主办创新创业活
动 200 余场，从人、财、资源、政策各个方面
已经搭建了成套的孵化体系。 

15 2000 

先进装备

制造、新

能源、新

材料、互

联网、物

联网、新

型农业等 

1.房租水电减免；2.项目倾斜：优先
推荐申报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
划项目，重点项目“一事一议”；
3.人才奖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按市人才政策给予支持；
4.联合申报国家、省市级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5.产学研服务：协助对
接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推动
技术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6.
特色平台服务：拥有全方位服务的
线上企业服务系统，为企业提供基
础和增值服务；7.创业培训：对接
导师资源，提供创业辅导、创业培
训、政企研学等创新创业活动；8.
资源对接：协助开拓市场，对接上
下游企业。 

张思煜

13720083095 
徐广亮

1390960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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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平台名称 平台简介 需求数

（个） 
预留空间
（平方米） 

项目需
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4 南谯区 
滁州大学 
科技园 

滁州大学科技园是由滁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

由滁州高教科创城与国内知名高校按照“1+N”模
式合作共建的创新创业载体、协同创新发展平

台。滁州大学科技园总投资约 10 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其中科研办公楼约 4 万平

方米，孵化、加速器约 7 万平方米，科研办公

楼、专家公寓及酒店公寓约 4 万平方米。滁州

大学科技园内会议、餐饮、住宿、交通、购物、

文体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科技服务、科技金

融、检验检测、实习实训等公共服务平台健全。

成立了由市长挂帅、市直各部门一把手牵头的

滁州大学科技园推进委员会，全面支持滁州大

学科技园的建设发展工作。目前已与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确定了合作关系，一

批新型研发机构、高层次人才团队及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已入驻滁州大学科技园，初步形成了

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安全）、军民融合无人

系统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基础。 

5 10000 

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

息技术、

新材料 

1.房租水电减免：免租金或减半征

收；2.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级国

家大学科技园、企业孵化器；3.项
目扶持“一事一议”；4. 人才奖

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按市人才政策给予支持；5.联合申

报国家、省市级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丁冲

19955005557 
郑平

13956319010 

5 南谯区 
高教科创

城汇智湾

众创空间 

汇智湾众创空间位于滁州大学科技园国际科

创中心 2#楼，占地面积约 11954 平方米，规

划总建筑面积约 9744 平方米，是滁州大学科

技园重点打造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

开放式”的创业服务平台，旨在汇聚更多高层

次人才群体（含高校师生、归国留学生）来

园区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并为其提供一个创

业意识熏陶、创业知识学习、创业能力提升、

创业项目孵化的最重要场所。空间建设以来，

累计服务创业团队超过 50 个，服务初创企业

36 个，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67 场，开展创业教

育培训 17 次，2 个团队或企业获得 5 万元融

资，服务大学生创业就业人数约 160 人。2018
年 12 月，汇智湾众创空间获滁州市级众创空

间备案。 

3 1000 

创业培训

机构、智

能制造、

新一代信

息技术、

新能源、

新材料等 

1.房租水电减免：免租金或减半征

收；2.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级众

创空间；3.项目扶持“一事一议”；

4. 人才奖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

新创业，按市人才政策给予支持；

5.联合申报国家、省市级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 

许辰寅

18105505695 
郑平

139563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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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平台名称 平台简介 需求数

（个） 
预留空间
（平方米） 

项目需
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6 南谯区 

滁州中关

村发展协

同创新中

心 

滁州·中关村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是滁州市和北
京中关村共同打造的协同创新示范体。项目
以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科
技金融为产业支撑，按照“立足区域优势、着
眼国际视野、强化资源对接、形成示范引领”
的发展思路，构建类中关村创新生态系统，
建设以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以政策、技术、
人才、资本四大要素为支撑的长三角三省一
市一体化的桥头堡和示范区，打造宜业宜居
宜创的国际化未来科技城。 

20 20000 

信息技术、
智能制造、
大健康、
节能环保、
科技文化
等 

1.依托北京中关村及全国 32 座城市
解决企业落地政策、技术、人才、
资本四大最关心问题；2.现场包车接
送考察；3.房租减免；4.人才奖补；
5.产学研服务：协助对接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积极推动技术成果转移、
转化、产业化；6.特有专业线上科技
服务平台，全年路演活动；7.推荐参
加全国32座城市项目创新论坛等各
类活动；8.拓展全国市场等。 

刘亚楠 
18652200731 

郑平

13956319010 

7 2 2000 

先进制造
技术、智能
专用装备、
机器人自
动化技术、
自动化生
产设备、石
油化工、化
学纤维、医
药、橡胶、
塑料、黑色
金属 

8 3 3000 

新能源应
用技术、
新能源储
能技术、
智能制造
技术 

9 

南谯区 

西安交通

大学国家

大学科技

园滁州园 

西交大滁州科技园位于滁州新城南部、南谯

区新城高教科创城境内，连接南京、合肥两

大科教之城。科技园建设面积 2 万平方米，

主要包含科研 3 号楼（约 7600 平方）、科技

加速器大楼（约 15000 平方），配套有咖啡

厅、健身房、餐厅、专家公寓等基础设施。

园区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和中国大学科技园联

盟、泛西北大学科技园的强大资源优势，为

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提供支持。并

且，园区依托西安交通大学人才优势拥有正

副教授 1800 余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

体 6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29 个，，两院院士 44
人，国家级领军人才 112 名，拥有五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优质的人

才服务与技术服务。 3 3000 

特种金属
功能材料、
高端金属
结构材料、
先进高分
子材料、新
型无机非
金属材料、
高端性能
复合材料 

1.房租水电减免：免租金或减半征

收；2.企业综合代办服务；3.人才奖

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

按市人才政策给予支持；4.创业培

训；5.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大学及其

大学科技园在科研人才服务、研发

支撑、科技成果支撑等，开展产学

研服务。 

程未

13384998907 
郑平

139563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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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平台名称 平台简介 需求数

（个） 
预留空间
（平方米） 

项目需
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10 南谯区 
滁州功能

农业科技

园 

滁州功能农业科技园是滁州市高教科创城首

个入驻项目。由我国功能农业奠基人赵其国

院士、尹雪斌博士领衔，聚焦功能农业战略

新兴方向，致力于将滁州打造成安徽省功能

农业研发高地，与全国功能农业制造中心，

服务于安徽乃至全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该项目已整体引进安徽省功能农业院士工作

站、安徽省富有机硒产业商会和安徽省富硒

农业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3 家省级平台，

和安徽硒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滁州尧智生

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盛柳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滁州云茂优选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等功能农业领域产业链企业。 

2 1000 

功能农业、

功能农业

电子商务，

功能农业

产业园开

发机构 

1.来滁考察提供免费用车；2.前两年

房租减免；3.人才奖补：引进的高

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按市人才政策

给予支持等政策。 

陆晓奇

15370081881 
郑平

13956319010 

11 南谯区 
源家园众

创空间 

“源家园”众创空间围绕创业链实施众创空

间建设，致力于孵化各类“互联网+”创业项

目，通过“开放空间+创业培训+一站式服务”

的三位一体模式，借助恩源科技全国网络资

源，充分发挥毗邻南京江北新区的区位优势，

通过政府强力引导和政策有效扶持，积极吸

引社会资本；通过创业大赛、城市自媒体、

线上线下主题活动等方式挖掘创客团队资源；

通过为创客团队及入驻企业提供创业项目推

介、企业注册、培训孵化、金融贷款、财税

管理、上市辅导、法律咨询及项目申报等一

系列公共服务，帮助创业团队快速成长。“源

家园”众创空间采用全开放式的工作环境，

拥有产品展示厅与高科技体验厅、创业咖啡

及公共服务中心等区域，可以同时满足创客

接待会谈、协作交流、沟通分享等需求。 

1 500 
高端医疗

装备制造 

1.考察接送：来考察的企业、团队

提供免费用车；2.房租水电减免：

房租、水电费、宽带费用三年全免；3.
提供科研经费：通过股权投资的方

式对优质项目提供科研经费；4.人
才奖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新创

业，按市县人才政策给予支持。 

刘向阳

15105507701 
郑平

139563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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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属地 平台名称 平台简介 需求数

（个） 
预留空间
（平方米） 

项目需
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12 琅琊区 

启迪之星

（琅琊）科

技企业加

速器 

启迪之星，是清华大学科技园孵化运营平台。
启迪之星（琅琊）科技企业加速器是服务地
方性直属公司，也是滁州市首家科技企业加
速器，位于琅琊经济开发区。借助清华大学
科技园丰富的孵化经验,以及遍布全球 300 余
分支机构的庞大孵化网络优势，以服务科技
型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成长为宗旨，为企业
提供项目孵化、投融资对接、产品研发、创
业辅导、项目申报等服务，并且在园区管理
与运营等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和资源。启迪之
星（琅琊）加速器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正式
开业，首期面积 17000 平方米，涵盖展示、
办公、研发、中试、生产等功能区，致力于
聚集高端装备、新材料、医药健康、智能制
造为主导的产业项目，旨在打通滁州市“创
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的生态产
业链条，达到以项目带动产业，以人才聚合
项目的双重效果。启迪之星（琅琊）科技企
业加速器运营三个月以来，已引进成功落地
并且注册的企业 16 家，落地生产高层次人才
项目 7 个，帮助在孵企业融资 4000 余万元，
引进并服务博士及副高级以上高级创新创业
人才 25 人，在企业的基础服务、企业咨询、
新技术、高层次人才对接等方面具有完备的
服务体系。 

8 7100 

高端装备、

新材料、

医药健康、

智能制造 

1.房租水电减免：免租金或减半征

收；2.项目倾斜：优先推荐申报国

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3.
人才奖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新

创业，按市县人才政策给予支持；

4.企业服务：协助企业申请专利以

及各项资质；5.产学研服务：协助

对接国内高等院校，积极推动大院

大所合作；6.创业培训：对接导师

资源，提供创业培训咨询；7.资源

对接：协助开拓市场，对接上下游

企业。 

张思煜

13720083095 
张桂平

18255011890 

13 来安县 
西安交通

大学来安

科技园 

西安交通大学来安科技园是由西安交通大学

苏州研究院与安徽来安经济开发区合作共建，

围绕来安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全面开展来安

科技园运营和招商，建立一个由政府、大学、

研究机构、高层次人才、高科技企业、金融

机构、中介机构、技术平台、运营平台等要

素构成的高质量、有特色的一流大学科技园。

科技园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坐落于安徽

来安经济开发区核心区域，所处区位优势明

显、交通便捷，能够满足企业的对外发展需

求。 

10 100000 

装备制造、

医疗器械、

半导体光

电、新能

源、新材

料 

1.高科技、高层次人才项目最高享

受五年免租；2.配套有蓝白领公寓

及专家公寓；3.辅导项目申报各类

人才、科技、产业扶持政策；4.设
有产业引导基金，为项目提供投融

资服务；5.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对

接西安交大优势学科资源，聘请创

业导师开展实体问诊等咨询活动，

帮助解决实体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难

题；6.来园考察市内安排接送。 

刘佳楠

15995880312 
周少超

180198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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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来安县 
来安汊河

双创产业

园 

来安汊河双创产业园依托华夏幸福的产业招

商能力及火炬孵化专业的产业园运营能力，

全面转移火炬孵化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建设与运营经验，以“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建设模式，以“专业+投资”的服务模式，建

设一个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苗圃、一个

承担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孵化器。地址位于

来安汊河经济开发区内，一期 3.5 万平方米，

园区 15 分钟到南京地铁三号线、30 分钟到南

京或滁州市中心、40 分钟到南京机场。 

35 20000 

新能源、

新材料、

高端装备

制造、节

能环保、

电子信息 

1.包车接送来园考察；2.写字楼水电

全免；3.人才奖补，对符合市县两

级人才政策的项目及时兑现奖补；

4.产学研服务，推荐项目与大院大

所合作；5.技术对接，协助项目解

决技术难题；6.金融对接，协助项

目对接银行机构、产业基金、天使

投资基金；7.金牌管家各类企业服

务；8.提供产业资源对接、智能摄

影、物流配送、人才输送、培训学

堂、运营服务、政策申报等服务。 

郑旭

18851854396 
周少超

18019871016 

15 全椒县 
滁州一号

信息港产

融孵化器 

滁州一号信息港产融孵化器有限公司位于安

徽省滁州市全椒县经济开发区纬二路 99 号，

2018 年 9 月成立。该项目利用滁州博杰科技

有限公司已建成的标准化厂房、办公楼、宿

舍、食堂等，作为科技孵化器的运营场所，

旨在建设科技创业服务载体，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和高新技术企业。 

5 12000 
机电一体

化、电气 

1.租金返还，开展年度业绩考核，

不超过 1000 平方米的面积，最高租

金返还比例 100%；2.税收政策，按

照“一事一议”的原则，减免税收；3.
土地政策，入孵企业孵化成功，需

要用地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可申请

土地价格和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4.
融资政策，争取产业基金扶持；5.
其他政策，提供人才引进、知识产

权等政策服务。 

侯萍

13635652623 
莫晓娟

1915502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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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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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向 入驻政策 平台负责人 属地人才办

联系人 

16 全椒县 
滁州颐高

电子商务

产业园 

安徽滁州颐高电子商务产业园，位于全椒县

椒陵大道区域，合计约 250 亩，总投资约 13
亿元人民币。该项目地处南京经济圈核心位

置，交通便利，可辐射周边多个地级市，是

颐高集团在安徽打造的顶级的集网货交易、

企业孵化、物流配送、产业服务、综合配套

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电子商务产业园。

其中包括电子商务大厦、网商培训基地、网

货博览城、网货特色馆、智慧社区等模块，

是专业从事孵化运营的园区。2018 年评为滁

州市市级众创空间。 

3 300 
投融资机

构、创业

辅导机构 

1.零成本入驻服务，协助项目办理
工商注册、项目立项、税务登记等
行政事项，免费提供工商、财税、
专利申报，成果转化、政策法规咨
询服务。帮助项目引进技术、人才，
提供电子商务技术咨询服务、项目
申报、项目优化、申报比赛等服务；2.
提供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服务，为优
质孵化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
年度考核优秀的企业还提供包括产
业、资本对接，企业重点宣传等特
色服务；3.人才培训服务，聘请创
业导师免费提供创业辅导、技术研
发、项目诊断、企业管理、资金融
通、项目申报、员工培训等服务；4.
活动服务，举办创业者团建活动，成
立“公益蓝”小分队，定期举办公益
活动，开展电子商务政策和形势、公
共服务内容、本地品牌电商企业和
特色产品等宣传，为电商企业提供
营销推广支持和指导。对接主流媒
体为入驻企业进行专题报道。 

王玲 
15005505768 

莫晓娟

19155025581 

17 全椒县 

安徽省全

柴柴油动

力示范型

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 

合作基地依托于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全柴动力是国内专业从事发动机研制和新能

源动力应用研究的上市公司。合作基地先后

与德国ELSBETT技术咨询公司、奥地利AVL、
英国里卡多展开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

进的柴油机设计方法和电控高压共轨柴油机

的标定技术，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满

足排放标准要求节能环保系列柴油机。 

2 200 

国六和非

道路国四

排放发动

机研发 

1.购房补贴+房租水电减免（对关键

性人才或者高学历人才经专业认定

后一次性给予购房补贴和办公房租

水电减免）；2.项目倾斜（各省市

级研发项目给予优先推荐申报，并

加大项目资金的扶持力度）；3.人
才奖补（对引进相应的人才给予一

次性引进费用）。 

丁维利

15255019077 
莫晓娟

1915502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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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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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18 天长市 

天长市高

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

（天长汇

众创空间） 

天长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于 2000 年初经

安徽省科技厅批准成立，2001 年天长市编制

委员会批准创业中心为全额拨款的副科级事

业单位。孵化场地 24000 平米，在孵企业 82
家，累计毕业企业达 140 多家，其中产值超

亿元企业 2 家，规模以上企业 19 家，高新技

术企业 8 家，新三板和省科技板备案企业 5
家。2016 年运营的“天长汇”众创空间经国家

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2019 年天长

市智能装备及仪表研究院并入创业中心。 

5 1500 

电子信息、

高端仪器

仪表、智

能制造，

创投机构，

新型研发

检测机构 

1.对入驻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项目

给予三年免房租，最高不超过五万

(大学生创业房租水电减免)；2.高
端人才项目一事一议；3.入驻中心

人才优先组织申报天长、滁州以及

国家、省等各级各部门人才、平台、

科技等项目；4.兑现科技创新、智

能装备及仪表研究院办法、人才强

市等政策；5.积极推进入驻中心人

才与相关高校院所开展项目实施、

平台搭建、联合攻关、成果转移转

化、人才引育等产学合作；6.对常

驻天长专家给予一定的生活、工作、

项目经费补助等。 

王林

18019881595 
王瑞

18255088528 

19 天长市 
奇客营众

创空间 
民营国家级众创空间，为企业提供项目孵化、

产品研发、创业辅导、项目申报等服务。 
2 500 

智能制造、

“互联网+” 

1.运营场所房租水电及网络费用减

免；2.高端人才岗位补助；3.跨境电

子商务运营专业人才引入支持政策；

4.免费提供人才公寓入住；5.为入驻

项目免费提供项目申报指导，为技

术人才提供产学研对接服务，积极

推进高校与项目的产学研对接等服

务。 

吴晓亮

15056558882 
王瑞

18255088528 

20 天长市 
德联众创 
空间 

众创空间建立青年创业、企业孵化办公孵化

等场地 1396 平方米；2019 年服务初创团队 7
家，初创企业 2 家，众创空间现有专职服务

人员 6 名，具有孵化器（众创空间）从业人

员资格证书人员 2 名、创业导师 5 人。 

2 450 
“互联网+”、
电子信息 

1.对入驻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项目

给予三年免房租，最高不超过五万；2.
加强人才培训，青年大学生在工商

部门注册企业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

且按章纳税的，给予 1 万元的一次

性创业补贴；3.协助建立高校与科

技项目之间的资源互换，技术对

接；4.为新入驻项目免费提供第三

方科技中介服务等。 

陆干

15357104333 
王瑞

182550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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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天长市 
嘉福众创 
空间 

嘉福众创空间位于天长市广陵路嘉福大厦 17
层，交通便利，周边配套设施齐全。通过创

客空间构建的专业化服务、低成本，便利化，

开放式的新型创业平台，为创客提供了工作

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为创客提供创业培训、投融资对接、商业模

式构建、团队融合、政策申请、工商注册、

法律财务、媒体资讯等全方位创业服务的生

态体系。 

2 300 
文创类、

设计类 

1.对入驻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项目

给予三年免房租，最高不超过五万；2.
加强对人才的培训，建立工业学校

与企业订单式技术工人培养机制；3.
为入驻项目免费提供文创资源整合

服务；4.协助项目市场开拓，推动

项目成果转化生产。 

李永

13909602733 
  王瑞

18255088528 

22 天长市 
云创汇众

创空间 

“云创汇”众创空间运营主体天长工程大科技

园有限公司是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与天长市

政府共同打造的创业服务平台。“云创汇”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开始建设，运营空间 2112 平

米，配套办公设施、多功能厅、共享办公区

域以及 20 间独立办公室，场地空间充足。为

营造天长当地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云创汇”
将积极引荐国内知名双创投资孵化机构和科

技产学研服务平台，联合上海及本地周边高

等院校，定期举办创新创业活动。 

5 300 
高新技术

类、文创

类 

1.对入驻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项目

给予三年免房租，最高不超过五万；2.
对青年大学生在工商部门注册企业

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且按章纳税的，

给予 1 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3.协
助创业者办理工商注册项目立项、

税务登记等行政事项；4.项目倾

斜：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省市级各

类科技计划项目；5.协助项目与高

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积极对接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科技成果资源，帮助

申报智能装备及仪表研究院项目资

金。 

陈开萍

17355067118 
王瑞

18255088528 

23 天长市 
极客站众

创空间 
引进落地科技项目、高端人才引进、为企业

提供项目孵化、产品研发、创业辅导等服务。 
10 1500 

软件开发、

技术推广、

智能制造 

1.对入驻并实质运营一年以上项目

给予三年免房租，最高不超过五万

（高层次人才项目水电及物业费减

免）；2.高端制造企业的高层次科

技人才团队，其主导产品技术水平

达到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具有较

大市场潜力和预期经济效益的，经

评审，分阶段给予其实际投资规模

不超过 35%，总额不超过 2000 万

元的天使股权投资。 

陈宏国

13965989506 
王瑞

1825508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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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定远县 
安徽滁州

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 

园区是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的现代农业双创平
台，核心区规划面积 3.6 万亩，围绕“四园一
带一中心”功能布局，重点建设现代粮食与生
物种业、设施园艺、健康养殖、农产品加工
和涉农服务业 5 大产业。 

3 1500 

鹅产业、

农产品加

工、畜禽

保种繁育

项目 

1.县域内包车接送考察；2.房租水电

费减免；3.对符合园区规定的科技项

目，进行分类奖补；4.对符合条件的

人才，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

支持；5.从项目的规划、立项、申报

等方面，进行全程保姆式服务。 

谢超

18010912006 
张凯

18155086926 

25 定远县 
定远县网

萌村星创

天地 

为国家级星创天地，目前入驻企业 10 家，孵
化出具有市级或省级标兵影响力的脱贫致富
典型 20 名，帮扶创业项目 20 个，经营管理 50
家，活跃网店 105 家。园区拥有共享研发平
台，江淮分水岭综合试验站农产品检测、土
壤农化等三大功能实验室，拥有种植和养殖
业示范基地、远程教育培训中心、1000 平方
开放式办公场所、1000 平方农产品展示大厅
等公共服务平台，能为创业者提供免费或低
成本服务。 

5 800 

农业种养

殖技术推

广、新型

农业模式、

农产品深

加工研发

等项目 

1.提供免费办公房；2.可提供最大

800 亩的免费农业实验用地；3.科技

项目倾斜，可优先推荐申报省重大

专项、面上攻关项目等；4.可与浙

江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开展

产学研项目合作；5.符合条件的，

给予引进高层次人才奖补。 

郭星

17755027881 
张凯

18155086926 

26 定远县 
网萌村众

创空间 
市级众创空间，位于省级开发区定远县经济

开发区内。 
3 500 

科技型工

业项目 

1.县域内包车接送考察；2.享受房租

水电减免；3.与浙江大学安徽技术

转移中心定远分中心合作，提供产

学研服务；4.符合条件的，给予引

进高层次人才奖补。 

许自强

15155060066 
张凯

18155086926 

27 定远县 
安农大江

淮分水岭

试验站 

由安徽农业大学和定远县人民政府合作共建

的新型农业推广服务平台，位于滁州市国家农

业科技园内，占地面积 21 亩，建有综合服务

大楼一幢（4700 平方米）、生产库房一幢、4
个功能实验室（动物综合实验室、土壤农化实

验室、农产品安全实验室、生理生态实验室）、

一套新型农业推广模式信息化远程服务终端、

专用农机具、学员生活及科技服务配套设施、

506 亩标准化试验示范基地,集中开展特色产

业创新成果的试验、示范及新品种、新技术、

新材料、新装备等创新成果熟化和推广。 

3 1200 

牧草、畜

牧、果蔬

等农业开

发项目 

1.县域内包车接送考察；2.给予项目

倾斜，优先推荐申报省重大专项、

省面上攻关项目等；3.符合条件的，

给予人才奖补；4.可与安徽农业大

学开展产学研合作。 

张子军

13955135155 
张凯

1815508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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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凤阳县 
明德众创

空间 

明德众创空间在 2018 年取得市级众创空间称

号。累计创业面积 27000 平方米，对初创者

和团队提供共享办公场地，企业之间合作交

流平台。定期开展创业培训,企业管理者培训，

为企业提供一个创新创业优良环境。 

10 3000 

硅基材料

深加工、

跨境电子

商务 

1.提供专车接送实地考察，入驻企

业水电费减免、每年帮助企业开展

两次管理者培训；2.对于有院士或

“国家级领军人才”的项目，给予

企业一次性 10 万奖励，另可通过

“一事一议”的方式与县委县政府

洽谈协商；3.项目落地后，县人才

办协调企业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提

供服务保障，确保政令通畅；4.对
有需要的企业，经过申报，我县相

关部门评估，符合条件者提供天使

投基金帮助企业发展。 

郭正

13309600333 
尚文瑞

15240005551 

29 明光市 
明光市凹

凸棒新材

料产业园 

明光市凹凸棒新材料产业园为滁州市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地，是一个以凹凸棒

资源精加工为主导产业的产业园区，按照“产
镇融合，镇园合一”的理念启动建设，未来凹

凸棒产业园区将建设成为“凹凸棒新材料研发

展示的窗口，全产业链企业的集聚基地，综

合性公共服务的平台”。规划 2.8 平方公里，

一期启动区面积 1 平方公里，建设 14 万平方

米的产业孵化区（内设实验室、仪器分析室、

产品检验室、中试车间以及生产区）、1.7 万

平方米产业服务配套区。 

30 140000 

与凹凸棒

相关的环

保、涂料、

新材料、

建材、医

药、新能

源、化妆

品、航空

航天项目 

1.高端人才项目按照《明光市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认定及相关扶持政

策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进行资助

奖补；2.项目优先申报：优先推荐

申报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3.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协助

对接国内高等院校，积极推动大院

大所合作；4.高层次人才可发放“服

务绿卡”，享受法律咨询、绿色就

医等 10 余项暖心服务。 

徐珲

18955076473 
徐畅

18955076798 

30 明光市 
高端电子

信息产业

园 

以高端电子产业为主导，聚合其上下游产业

链，致力于打造智能科技产业先导区，为整

个产业园的远期发展塑造产业之基。 
10 20000 

高端电子

信息、智

能制造、

先进装备、

精密仪器、

新材料 

1.高端人才项目按照《明光市高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认定及相关扶持政

策实施细则》等相关政策进行资助

奖补；2.项目优先申报：优先推荐

申报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

目；3.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协助

对接国内高等院校，积极推动大院

大所合作；4.高层次人才可发放“服

务绿卡”，享受法律咨询、绿色就

医等 10 余项暖心服务；5.来滁考察

提供免费用车。 

傅进

15955075585 
徐畅

1895507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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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明光市 
明光市广

大物流园

众创空间 

空间创立于 2018 年 1 月，以电子商务、互联
网科技、文化创意、手游、电竞为主导，以
仓储物流、第三方交易平台和信息咨询服务
为发展方向的功能定位，致力于孵化各类服
务于生产型企业的创新创业项目，建立并制
定了空间运营管理制度、种子资金管理办法、
入孵项目(企业)管理办法等多项管理制度。 

8 2800 

电子商务、

互联网科

技、文化

创意、手

游、电竞 

1.免费提供产品展示厅；2.创业辅导

培训、路演、创业休闲及公共服务

中心等区域；3.为入驻众创空间企

业提供办公场地、网络、资讯、水

电、公共设施等优惠服务政策。 

傅军

13505556656 
徐畅

18955076798 

32 明光市 
明光市科

技孵化器 

明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基地，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提供可孵化办公面积达 9000 
平方米以上，配套设施完善，配有创业孵化
办公室、会议室、会展中心、呼叫中心、接
待室、员工活动室、 咖啡间等场地。现有管
理人员结构合理。涵盖法律、金融、市场  
营销以及管理科学等多个专业，是一支从事
创业辅导和创业 服务的专业队伍。可根据产
业基地的区位、资源、服务对象、主导产业
及需求情况，有针对性的扶持企业发展。 

9 3000 

电子信息、

新材料、

新能源，

高新技术

服务机构 

1.运营场所房租水电及网络费用减

免； 2.项目优先申报：优先推荐申

报国家、省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

与人才类项目；3.产学研服务：协

助对接国内高等院校，积极推动大

院大所合作。 

易哲

15755171290 
徐畅

18955076798 

　合计 240 36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