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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备案星创天地名单 

 

序号 主管单位 星创天地名称 运营主体 备注 

1 省农科院 金颖农科企业星创天地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国家级 

2 省农科院 金颖孵化星创天地 
广东金颖农业科技孵化有限

公司 
国家级 

3 省科学院 特种经济动物的人工养殖及其产业化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国家级 

4 省科学院 
广东地理信息农业服务“徐闻星创天

地” 
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杨兴

农资贸易有限公司 
国家级 

5 省科学院 农业重要害虫安全防控技术星创天地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省级 

6 省科学院 广东省中蜂产业星创天地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省级 

7 省科学院 冬虫夏草产业化技术星创天地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 省级 

8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红色农创星创天地 华南理工大学 省级 

9 省农装所 弘科创业园星创天地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 省级 

10 省科贸学院 特色农业与深加工“星创天地”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省级 

11 省科贸学院 岭南绿色农业职业教育星创天地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国家级 

12 省食药学院 广州天河区道地南药星创天地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省级 

13 省工贸学院 
广东省广东工贸“万讯七子”镇安致富

中心星创天地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金

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省级 

14 
深圳（中国水

产科学研究

院） 
大亚湾深水抗风浪网箱养殖产业基地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深圳试验基地 
省级 

15 广州科技局 新绿地休闲农业星创天地 
广东新绿地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6 广州科技局 新农人星创天地 
广东新农人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国家级 

17 广州科技局 全星邦星创天地 
广州星投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8 广州科技局 荔之梦星创天地 
广州荔之梦众创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 
国家级 

19 广州科技局 光彩众创星创天地 
广东光彩众创孵化器有限公

司 
国家级 

20 广州科技局 大学生支农协会星创天地 
广州市从化区大学生支农协

会 
国家级 

21 广州科技局 东璟孵化器星创天地 
广州市东璟简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国家级 

22 广州科技局 Go!Startup 孵化器 
广州友融壹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省级 

23 广州科技局 大沥彩妆星创天地 
广州白云大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24 广州科技局 芳香健康悦乐大世界 
广州市香思馨情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省级 

25 广州科技局 广州市正旭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广州市正旭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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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广州科技局 共富金农星创天地 
广州共富金农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 
省级 

27 广州科技局 广州南沙区勤家园.智慧农业星创天地
广州市南沙区勤家园果蔬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省级 

28 广州科技局 广州黄埔区长洲岛星创天地 
广州长洲岛都市农业产业园

有限公司 
省级 

29 珠海科技局 
十亿人互联网+品牌农业创客实训星创

天地 
珠海十亿人社区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国家级 

30 珠海科技局 珠海市生态农业星创天地基地 
珠海市斗门生态农业园农业

科技推广中心 
国家级 

31 珠海科技局 珠海金湾区特色水果星创天地 珠海永呈园艺有限公司 省级 

32 汕头科技局 澳士兰牧场星创天地 
汕头经济特区澳士兰牧场有

限公司 
省级 

33 汕头科技局 潮汕牛肉丸美食星创天地 
汕头市潮庭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省级 

34 汕头科技局 怀愉生态种养星创天地 
汕头市澄海区怀愉生态种养

专业合作社 
省级 

35 佛山科技局 广东万顷园艺世界 
广东万顷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国家级 

36 佛山科技局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园星创天

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大学科技

园有限公司 
国家级 

37 佛山科技局 劲农科技星创天地 广东劲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38 佛山科技局 佛山创意良仓星创天地 
佛山新起点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省级 

39 佛山科技局 智谷农业产业园星创天地 
佛山市智谷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 
省级 

40 佛山科技局 云炬星创天地 佛山众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省级 

41 韶关科技局 新农业创新创业园星创天地 
韶关市创亿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国家级 

42 韶关科技局 韶关市玉覃创业园 韶关市玉覃菌业有限公司 国家级 

43 韶关科技局 兴尚农ꞏ韶大ꞏ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韶关市兴尚农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韶关学院 
省级 

44 韶关科技局 韶关市华工星创天地 
韶关市华工高新技术产业研

究院 
省级 

45 韶关科技局 
韶关翁源县万艺电商文创中心星创天

地 
翁源县万艺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46 韶关科技局 
韶关翁源县电子商务产业孵化园星创

天地 
翁源县卓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省级 

47 韶关科技局 
韶关南雄市文华电子商务孵化港星创

天地 
南雄市文华电子商务孵化港

有限公司 
省级 

48 韶关科技局 
韶关曲江区广东亚北智慧农业星创天

地 
广东亚北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省级 

49 河源科技局 东源农村青年科技创业孵化基地 河源市绿纯酿酒厂 国家级 

50 河源科技局 
广东融合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农业

产业园 
广东融合生态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级 

51 河源科技局 中兴绿丰.星创天地 广东中兴绿丰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级 

52 河源科技局 河源市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河源市顺农优品实业有限公

司 
国家级 

53 河源科技局 农梦空间 
东源福群生态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 
国家级 

54 河源科技局 双丰收星创天地 广东雄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级 

55 河源科技局 好义三黄胡须鸡星创天地 紫金县好义镇人民政府 国家级 

56 河源科技局 四伙记农村电商星创天地 
河源市四伙记电子商务创业

园有限公司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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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河源科技局 明宇星创天地 
龙川县明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省级 

58 河源科技局 大地农林星创天地 
东源县大地农林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59 河源科技局 全景星创天地 
河源市全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60 河源科技局 
和平县特色水果生态种植销售星创天

地 
和平县维康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61 河源科技局 燕里岩高效农业种植星创天地 
和平县燕里岩种植专业合作

社 
省级 

62 河源科技局 顺景灵芝产业园星创天地 
河源市顺景食用菌种植专业

合作社 
省级 

63 河源科技局 龙远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东源县龙远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64 河源科技局 九里红百香果星创天地 河源市九里红酒业有限公司 省级 

65 河源科技局 叶鲜生星创天地 
河源市叶鲜生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66 河源科技局 九连山源丰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连平县九连山源丰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省级 

67 河源科技局 绿地美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东源县绿地美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 

68 河源科技局 伟景农林星创天地 
河源市伟景农林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69 河源科技局 龙川绿油星创天地 龙川绿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70 河源科技局 兆达星创天地 紫金兆达农庄 省级 

71 河源科技局 湾叶油茶产业园星创天地 龙川湾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72 河源科技局 
三乐善品蔬菜及干制品产业园星创天

地 
河源三乐善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73 河源科技局 盆地农夫星创天地 
河源市惠到万家实业有限公

司 
省级 

74 河源科技局 上莞仙湖茶产业园星创天地 
东源县曾氏仙湖茶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75 河源科技局 双头双创星创天地 
河源市双头双创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省级 

76 河源科技局 科皓水产产业园星创天地 
河源市科皓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77 河源科技局 东源县万绿松葡萄产业园星创天地 
东源县万绿松种养专业合作

社 
省级 

78 河源科技局 东森堂农商对接“星创天地” 
和平县东森堂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 
省级 

79 河源科技局 绿兴现代农业产业园星创天地 
河源市绿兴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80 河源科技局 河源源城区弘稼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河源弘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81 河源科技局 河源龙川县稻丰源米业星创天地 龙川县稻丰源农资有限公司 省级 

82 河源科技局 河源源城区龙岭星创天地 
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创业孵化

基地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83 河源科技局 
河源高新区 “耕耘天下 ”五指毛桃产

业星创天地 
河源市耕耘天下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84 河源科技局 河源东源县龙才创客星创天地 
河源市龙才创客创业管理有

限公司 
省级 

85 河源科技局 河源紫金县村长伯伯星创天地 
广东村长伯伯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省级 

86 河源科技局 河源东源县铭志农业星创天地 
河源市铭志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87 河源科技局 河源东源县板栗星创天地 东源县板栗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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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河源科技局 河源东源县勇华星创天地 东源县勇华投资有限公司 省级 

89 河源科技局 河源源城区天仙湖茶产业星创天地 
河源市天仙湖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90 梅州科技局 壹龙星创天地 广东壹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家级 

91 梅州科技局 点燃空间星创天地 
丰顺县丰资电子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 
国家级 

92 梅州科技局 客天下农电商产业园星创天地 
梅州市客天下农电商产业园

有限公司 
国家级 

93 梅州科技局 亿凡星星创天地 
广东亿凡星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94 梅州科技局 围屋星创天地 
梅州万川千红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国家级 

95 梅州科技局 金珠农业星创天地 广东金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96 梅州科技局 智慧农业产业文化园星创天地 
广东梅龙柚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白云学院 

国家级 

97 梅州科技局 顺兴柚业星创天地 广东顺兴种养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级 

98 梅州科技局 梅州市柚之蜜天然饮品星创天地 广东衎衎实业有限公司 省级 

99 梅州科技局 柚通柚美星创天地 大埔县通美实业有限公司 省级 

100 梅州科技局 华农互联星创天地 
广东华农互联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省级 

101 梅州科技局 达济星创天地 
梅州达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102 梅州科技局 新农汇星创天地 
梅州市金绿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103 梅州科技局 淘天然星创天地 
梅州市淘天然电商创业孵化

有限公司 
省级 

104 梅州科技局 “百工慧”星创天地 
兴宁市技工学校（兴宁市电

商示范基地） 
省级 

105 梅州科技局 方捷星创天地 
梅州市方捷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省级 

106 梅州科技局 新城乡星创天地 
梅州市新城梅生态园林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 

107 梅州科技局 智宏星创天地 
梅州市智宏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省级 

108 梅州科技局 “众创汇”星创天地 
五华县农商企业咨询服务中

心 
省级 

109 梅州科技局 梅州杉富绿色生态农业星创天地 
梅州杉富绿色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 

110 梅州科技局 梅县区金柚产业园星创天地 广东十记果业有限公司 省级 

111 梅州科技局 梅州大埔县兴瑞星创天地 
大埔县兴瑞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省级 

112 梅州科技局 梅州兴宁市富荣星创天地 
广东富荣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113 梅州科技局 梅州梅县区李金柚星创天地 
广东李金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114 梅州科技局 梅州五华县美宏农业星创天地 
梅州市美宏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115 梅州科技局 梅州大埔县福永星创天地 
大埔县福永种养实业有限公

司 
省级 

116 梅州科技局 梅州五华县潭丰农星创天地 
梅州市潭丰农电商创业产业

园有限公司 
省级 

117 惠州科技局 中源农业星创天地 广东中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118 惠州科技局 顺喜来农创空间星创天地 
龙门县顺喜来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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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惠州科技局 绿湖园艺星创天地 广东绿湖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省级 

120 惠州科技局 全域信息进村入户星创天地 
惠州市惠城区全域旅游促进

会 
省级 

121 惠州科技局 
广东省荔枝与龙眼科技创新中心星创

天地 
惠州学院 省级 

122 惠州科技局 惠州惠阳区大橘数字果园星创天地 广东大橘果业有限公司 省级 

123 惠州科技局 
惠州惠城区海纳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

地 
广东海纳农业有限公司 省级 

124 惠州科技局 惠州博罗县药王谷星创天地 
惠州象山药王谷种养科技有

限公司 
省级 

125 惠州科技局 惠州龙门县“神草山庄”星创天地 
龙门县斛金缘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省级 

126 汕尾科技局 陆丰跨越种养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陆丰市跨越种养专业合作社 国家级 

127 汕尾科技局 
高效海水创新工业化循环水养殖示范

基地 
汕尾市红海湾广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国家级 

128 汕尾科技局 利群冷链星创天地 
汕尾市利群农业食品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29 汕尾科技局 科都农业“星创天地” 汕尾市科都种养有限公司 省级 

130 东莞科技局 小尔孵化器星创天地 
东莞市小尔生态修复孵化器

管理有限公司 
国家级 

131 东莞科技局 东莞淡水龟星创天地 
广东绿卡现代农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家级 

132 东莞科技局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星创天地 东莞市太粮米业有限公司 省级 

133 东莞科技局 东莞道滘镇龙洲湾都市农业星创天地 
东莞市龙洲湾都市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省级 

134 中山科技局 华盟农科星创天地 
中山市华盟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35 中山科技局 中山坦洲镇坦南创客园星创天地 
中山市坦南创客园投资有限

公司 
省级 

136 江门科技局 巾帼创业创新孵化基地星创天地 
台山市创星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137 江门科技局 寻皇千岛湖胡蜂生态园星创天地 广东互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138 江门科技局 龙飞生物星创天地 广东龙飞生物有限公司 省级 

139 江门科技局 江门新奇点星创天地 
江门新奇点企业孵化器有限

公司 
省级 

140 江门科技局 江门农创中心星创天地 江门市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省级 

141 江门科技局 江门台山市润峰水产星创天地 
台山市润峰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 
省级 

142 阳江科技局 恒生水产养殖星创天地 
阳西县恒生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 
国家级 

143 阳江科技局 智库+星创天地 
阳江市智库管理顾问有限公

司 
省级 

144 阳江科技局 
阳春市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星创天

地 
阳春市星全投资有限公司 省级 

145 阳江科技局 阳江阳西县康顺对虾星创天地 阳西县康顺虾苗场 省级 

146 阳江科技局 阳江阳东区漠阳香星创天地 
阳江市漠阳香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省级 

147 湛江科技局 徐闻县青年互联网创业园 
徐闻县青年互联网创业园管

理中心 
国家级 

148 湛江科技局 创客观ꞏ众创空间 湛江市顺新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149 湛江科技局 六色田园创业园星创天地 广东桂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150 湛江科技局 电子商务产业园星创天地 
湛江市启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51 湛江科技局 建投星创天地 雷州市建投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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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湛江科技局 
“晶坤竹园”农业科技创业联盟星创天

地 
湛江市紫黑红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 
省级 

153 湛江科技局 茗禾生态茶园星创天地 湛江市茗禾茶业有限公司 省级 

154 湛江科技局 湛江赤坎区启迪海洋+星创天地 
湛江启迪科技园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省级 

155 湛江科技局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水稻产业星创

天地 
广东海红香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156 茂名科技局 中团茂南电子商务园 广东中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家级 

157 茂名科技局 五谷创业村 茂名五谷投资有限公司 国家级 

158 茂名科技局 淘宝田园星创天地 
信宜市三保惠民信息服务专

业合作社 
国家级 

159 茂名科技局 橘利化橘红星创天地 
化州市益利化橘红专业合作

社 
国家级 

160 茂名科技局 农夫庄园星创天地 
茂名市龙景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61 茂名科技局 高州电子商务园星创天地 高州众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家级 

162 茂名科技局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星创天

地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163 肇庆科技局 德康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广东德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164 肇庆科技局 智慧星创天地 
广宁县智慧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65 肇庆科技局 助农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星创天地 
怀集县助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66 肇庆科技局 德庆县德鑫农业星创天地 
德庆县德鑫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167 肇庆科技局 
肇庆市工贸电子商务创客孵化园星创

天地 
肇庆市华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省级 

168 肇庆科技局 肇庆四会市雅兰芳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肇庆雅兰芳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169 肇庆科技局 肇庆德庆县碧桂园农业星创天地 
碧桂园农业（德庆）有限公

司 
省级 

170 肇庆科技局 肇庆四会市甘牧ꞏ现代鹅业星创天地 四会市正牧饲料有限公司 省级 

171 肇庆科技局 肇庆广宁县大北农星创天地 
肇庆大北农农牧食品有限公

司 
省级 

172 肇庆科技局 肇庆四会市沙糖桔.智慧农业星创天地 四会翠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省级 

173 肇庆科技局 肇庆四会市万绿兴花卉.兰花星创天地
肇庆万绿兴花卉种植有限公

司 
省级 

174 清远科技局 稻味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星创天地 
清远市稻味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75 清远科技局 
连南瑶族自治县青年电子商务孵化中

心 
连南瑶族自治县瑶山特农发

展有限公司 
省级 

176 清远科技局 佛冈县电子商务产业园 
佛冈寻乡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省级 

177 清远科技局 广清农业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清远市寻乡记商务托管有限

公司 
省级 

178 清远科技局 佛冈长盛谷星创天地 万创人才服务中心 省级 

179 清远科技局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安智谷星

创天地 
清远天安智谷有限公司 省级 

180 清远科技局 清远清城区数字农业农村星创天地 清远市智慧农业研究院 省级 

181 清远科技局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智农谷星创

天地 
清远市智农谷农业科技企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 
省级 

182 揭阳科技局 璠龙星创天地 
揭阳市璠龙白花油茶专业合

作社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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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揭阳科技局 润丰农村代谢园星创天地 
揭阳市揭东区润丰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 
国家级 

184 揭阳科技局 
揭阳普宁市马鞍山农场狮头鹅健康养

殖星创天地 
普宁福兴堂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国家级 

185 揭阳科技局 揭阳揭东区越群生物科技星创天地 
广东越群海洋生物研究开发

有限公司 
国家级 

186 云浮科技局 大唐特色林果产业星创天地 广东大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级 

187 云浮科技局 罗竹星创天地 罗定市恒兆蒸笼有限公司 国家级 

188 云浮科技局 温氏华农养猪训练营星创天地 
新兴县温氏慧农猪业科技有

限公司 
国家级 

189 云浮科技局 新供销电商扶贫星创天地 
云浮市云安区润丰农产品贸

易有限公司 
国家级 

190 云浮科技局 梦之禽星创天地 
广东梦之禽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省级 

191 云浮科技局 互联网+智慧农业星创天地 
广东优越鲜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192 云浮科技局 仁善田园星创天地 仁善城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 

193 云浮科技局 天绿星创天地 
新兴县天绿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 
省级 

194 云浮科技局 云浮罗定市宝富科技农业星创天地 
罗定市宝富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省级 

195 云浮科技局 云浮罗定市为文智慧农业星创天地 罗定市为文农产品有限公司 省级 

196 云浮科技局 云浮罗定市亚灿有机稻米星创天地 
罗定市丰智昌顺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