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国家级星创天地”名单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星创名称 备案批次 运营主体名称 上报级别 

1.  巴中市 南江县 七彩林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七彩林业开发公司 南江县 

2.  巴中市 恩阳区 惠丰农业星创天地 第一批 巴中市惠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巴中市 

3.  巴中市 恩阳区 天恩农业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天恩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巴中市 

4.  巴中市 平昌县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秦巴云顶茶业星创天地 第三批 平昌县秦巴云顶茶业科技有限公司 巴中市 

5.  巴中市 南江县 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宏信星创天地 第三批 南江宏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中市 

6.  巴中市 巴州区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塔基崧源 PGS 有机农业星

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塔基崧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巴中市 

7.  成都市 崇州市 四川农业大学现代农业星创天地（崇州） 第一批 四川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基地管理处 四川省 

8.  成都市 锦江区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区 第一批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四川省 

9.  成都市 锦江区 博览兰花农业产业创客空间 第一批 四川博览兰花有限公司 成都市 

10.  成都市 蒲江县 蒲江猕猴桃双创空间 第一批 佳沃（成都）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 

11.  成都市 青羊区 成都农业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第一批 成都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成都市 

12.  成都市 崇州市 崇州市农业科技产业苗圃 第一批 崇州市文井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 

13.  成都市 大邑县 大邑现代农业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大邑县现代农业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中心 
成都市 

14.  成都市 蒲江县 蒲江现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 第一批 四川阳光味道果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 



序号 市州 县市区 星创名称 备案批次 运营主体名称 上报级别 

15.  成都市 大邑县 成都农业创客中心 第一批 成都幸福创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市 

16.  成都市 蒲江县 成都蒲柑星创天地 第一批 成都市蒲柑果业联合会 成都市 

17.  成都市 邛崃市 邛崃智慧农业服务平台 第一批 邛崃市科技服务发展中心 成都市 

18.  成都市 金堂县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聚峰谷星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聚峰谷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市 

19.  成都市 金堂县 农耕云·石子岭双创孵化园 第三批 成都农耕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 

20.  成都市 金堂县 
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云合镇现代农业产业化发

展联合体星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玉架之尚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市 

21.  成都市 郫都区 创梦空间 第三批 成都创梦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市 

22.  达州市 宣汉县 龙森神农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省龙森中药材有限公司 宣汉县 

23.  德阳市 绵竹市 四川猕猴桃产业技术研究院 第一批 四川金祥猕猴桃产业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绵竹市 

24.  德阳市 广汉市 广汉市大学生生态农业创新创业园 第一批 广汉格瑞蔬菜专业合作社 广汉市 

25.  德阳市 旌阳区 德阳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园 第一批 德阳众智科技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德阳市 

26.  德阳市 中江县 中江县豐泰科技企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中江县豐泰科技企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中江县 

27.  德阳市 罗江区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调元星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天府网农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市 

28.  德阳市 广汉市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小镇星期六星创天地 第三批 广汉市铭城科技有限公司 德阳市 

29.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电商星创天地 第二批 岳池亿联置业有限公司 岳池县 

30.  广安市 邻水县 广安生态食材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缪氏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邻水县 

31.  广安市 岳池县 高校毕业生创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岳池县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 岳池县 

32.  广安市 武胜县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农副产品加工孵化园 第三批 广安天使众创科技有限公司 广安市 

33.  广安市 岳池县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同兴源（广安岳池）创新创

业园星创天地 
第三批 岳池都市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 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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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安市 邻水县 铜锣山农业星创天地 第三批 邻水县铜锣山生态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广安市 

35.  广元市 旺苍县 旺苍星创天地 第二批 旺苍县职工服务中心 旺苍县 

36.  广元市 苍溪县 红星果园星创天地 第一批 苍溪县农村产业技术服务中心 苍溪县 

37.  广元市 昭化区 羊泰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邱杨牧业有限公司 昭化区 

38.  广元市 昭化区 三禾春星创天地 第一批 广元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元市 

39.  广元市 昭化区 天垠农业星创天地 第一批 广元市天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广元市 

40.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市万头种山羊示范基地星创天地 第一批 广元市天一农牧投资有限公司 广元市 

41.  广元市 利州区 广元创业孵化园 第一批 广元市利州区创业孵化园创业服务中心 广元市 

42.  广元市 青川县 青川县双创空间 第一批 青川县丰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青川县 

43.  广元市 剑阁县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剑阁双创中心星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派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剑阁分公司 广元市 

44.  乐山市 市中区 乐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 第二批 乐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 乐山市 

45.  乐山市 沐川县 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星创天地 第三批 沐川农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乐山市 

46.  乐山市 
峨边彝族

自治县 

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微商电商（扶贫）

星创天地 
第三批 

峨边彝族自治县惠康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乐山市 

47.  凉山州 西昌市 凉山华宁星创天地 第一批 西昌华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凉山州 

48.  凉山州 西昌市 凉山健康恒然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恒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凉山州 

49.  凉山州 会理县 金砂现代农业科技星创天地 第二批 会理县金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凉山州 

50.  凉山州 宁南县 宁南县南丝路星创天地 第三批 宁南县南丝路集团公司 凉山州 

51.  泸州市 龙马潭区 中颐大健康农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泸州中颐农业有限公司 泸州市 

52.  泸州市 叙永县 叙永乌蒙古彝星创天地 第二批 泸州潦乡古彝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叙永县 

53.  泸州市 叙永县 乌蒙山区特色农业星创天地 第一批 泸州市容大竹业集团有限公司 叙永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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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泸州市 合江县 荔乡星创 第一批 合江县农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江县 

55.  泸州市 江阳区 泸州市董允坝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园 第一批 泸州绿阳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 

56.  眉山市 东坡区 东坡泡菜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 眉山市 

57.  眉山市 青神县 青神竹编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省青神县云华竹旅有限公司 青神县 

58.  眉山市 洪雅县 洪雅幺麻子藤椒星创天地 第一批 四川洪雅县幺麻子食品有限公司 洪雅县 

59.  眉山市 青神县 青神县“初恋果”星创天地 第一批 青神县甘家沟柑桔农民专业合作社 青神县 

60.  绵阳市 盐亭县 盐亭县创业孵化中心 第一批 四川飞马科技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盐亭县 

61.  绵阳市 北川县 北川电商产业港 第一批 北川羌族自治县电子商务发展中心 北川县 

62.  绵阳市 平武县 平武县科技孵化中心 第一批 平武县生产力促进中心 平武县 

63.  绵阳市 盐亭县 金土地星创天地 第二批 盐亭县金土地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盐亭县 

64.  绵阳市 安州区 绵阳安州好农创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好农集团有限公司 安州区 

65.  绵阳市 盐亭县 竞彪现代农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竞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盐亭县 

66.  绵阳市 北川县 普网.药博园 第一批 四川普网科技有限公司 北川县 

67.  绵阳市 三台县 益农电商星创天地 第二批 三台县网赢益农孵化器管理公司 三台县 

68.  绵阳市 梓潼县 梓潼县科技孵化中心 第一批 四川四海大禹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梓潼县 

69.  绵阳市 盐亭县 天鸿生物科技产业园 第一批 绵阳天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盐亭县 

70.  绵阳市 盐亭县 鹏源星创天地 第二批 绵阳市春鹏种畜养殖有限公司 盐亭县 

71.  绵阳市 三台县 三台县返乡农民工创业园 第一批 三台县梦马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三台县 

72.  绵阳市 涪城区 原香·国际香草园 第一批 绵阳原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 

73.  绵阳市 北川县 北川创新创业谷 第一批 经开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北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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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绵阳市 涪城区 妙季优鲜 第一批 四川岭上云农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 

75.  绵阳市 江油市 江油创客空间星创天地 第三批 绵阳市科技城科源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 

76.  绵阳市 盐亭县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华康农业星创天地 第三批 绵阳华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 

77.  绵阳市 江油市 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科技孵化园星创天地 第三批 江油市泉水湾孵化器管理有限公司 绵阳市 

78.  南充市 西充县 南充有机农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南充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 西充县 

79.  南充市 南部县 升钟湖现代农业园 第一批 南部县蜀昇源中药菌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南部县 

80.  南充市 南部县 传弘农业联合体 第一批 南部县传弘蚕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南部县 

81.  南充市 嘉陵区 南充有机蔬菜工程技术中心 第一批 南充市广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充市 

82.  内江市 隆昌市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县稻-虾-蟹综合种养星创天地 第三批 四川隆农汇农业有限公司 内江市 

83.  内江市 资中县 甜城农科星创天地 第一批 内江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内江市 

84.  攀枝花市 米易县 米易阳光星创天地空间 第一批 米易车库创业孵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米易县 

85.  攀枝花市 东区 攀枝花市东区 26 度果园星创天地 第三批 攀枝花市水果汁恋果品开发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 

86.  攀枝花市 盐边县 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锐华农业星创天地 第三批 攀枝花市锐华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 

87.  遂宁市 射洪县 射洪县农业创新创业孵化园 第一批 遂宁市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射洪县 

88.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市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第一批 雅安云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雅安市 

89.  雅安市 石棉县 蜀丰农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雅安蜀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石棉县 

90.  雅安市 汉源县 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红之源实训学校星创天地 第三批 汉源县富庄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雅安市 

91.  雅安市 宝兴县 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文旅星创天地 第三批 
宝兴大熊猫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雅安市 

92.  雅安市 芦山县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创新创业孵化中心星创天

地 
第三批 芦山县晨熙企业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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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宜宾市 屏山县 旭茗茶业星创天地 第二批 四川省旭茗茶业有限公司 屏山县 

94.  宜宾市 翠屏区 叙府农科 第一批 四川宜宾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宜宾市 

95.  宜宾市 高县 蚕桑科技示范园星创天地 第二批 高县立华蚕茧有限公司 高县 

9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南溪白鹅”产业开发创新发展中心 第一批 宜宾市娥天歌食品有限公司 南溪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