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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苏中小综合〔2018〕167 号 

 

 

关于公布 2017 年度江苏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星级）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局）、有关服务机构： 

为推动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能力

和服务水平，促进全省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我委组织开展了

2017 年度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星级）认定工作。

经各地审核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认定江阴华西村

商品合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五星级），无锡金企中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 13家

单位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四星级），南京大学环

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等 79家单位为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三星级），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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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设区市、县（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局）加大对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星级）管理和扶持力度，进一步完善服

务功能，不断带动和整合社会服务资源，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

的各项任务，主动开展公益性服务活动。 

 

  附件：2017 年度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星级）

名单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年 3月 16 日 

 

 

 

 

 

 

 

 

 

 

江苏省经信委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1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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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度江苏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星级）名单 

   

五星级平台（5 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区 

1 江阴华西村商品合约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无锡 

2 无锡惠山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无锡 

3 苏州中创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 

4 扬州市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扬州 

5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省属 

   

四星级平台（13 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区 

1 无锡金企中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 

2 无锡经纬纺织科技试验有限公司 无锡 

3 常州市武进湖塘科技产业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 

4 苏州市百信环境检测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5 中认英泰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6 如皋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南通 

7 盐城市软件行业协会 盐城 

8 扬州慧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扬州 



 

— 4 — 

9 扬州工艺美术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 

10 镇江道博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镇江 

11 国家不锈钢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泰州 

12 江苏省特种安全防护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泰州 

13 沭阳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宿迁 

   

三星级平台（79 家） 

序号 单位名称 地区 

1 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南京 

2 南京科瑞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 

3 南京诺勤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南京 

4 南京敏行软件有限公司 南京 

5 江苏信惠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 

6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纺织工业产品检测中心 无锡 

7 无锡玄博商标事务有限公司 无锡 

8 无锡市人力资源市场 无锡 

9 无锡中铠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10 江阴市纤维检验所 无锡 

11 华中科技大学无锡研究院 无锡 

12 江苏金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无锡 

13 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电产品及车辆检测中心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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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无锡恒元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无锡 

15 无锡宝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无锡 

16 江阴市泰信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 

17 徐州绿之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 

18 大连理工常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常州 

19 常州市天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常州 

20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 

21 江苏桓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 

22 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常州 

23 新博智汇谷 常州 

24 常州创客咖啡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 

25 江苏正平技术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常州 

26 万帮充电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 

27 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苏州 

28 苏州小样青年社区 苏州 

29 张家港电子口岸有限公司 苏州 

30 苏州博济堂科技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 

31 常熟市沙家浜玻璃模具检测中心 苏州 

32 苏州市尚科产品检测中心 苏州 

33 苏州金迅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34 江苏中融外包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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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苏州致远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 

36 江苏志远服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37 江苏国泰慧贸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 

38 苏州药明康德检测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 

39 苏州喜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 

40 昆山创源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 

41 苏州博瀚创新创业孵化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 

42 苏州泰事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43 江苏华夏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 

44 苏州国环节能环保创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 

45 苏州英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 

46 苏州中格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 

47 江苏九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 

48 江苏足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南通 

49 南通迅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 

50 南通市聚仁人力资源管理职业培训学校 南通 

51 南通燕园智财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 

52 南通市崇川区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会 南通 

53 
国家硅材料深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东海研

究院 
连云港 

54 淮安市中小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淮安 

55 江苏悦达数梦技术有限公司 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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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扬州文苑知识产权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扬州 

57 宝应县有机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扬州 

58 扬州风云软件有限公司 扬州 

59 扬州精诚财务有限公司 扬州 

60 江苏幻网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 

61 扬州鹏为软件有限公司 扬州 

62 扬州源点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扬州 

63 江苏兴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扬州 

64 扬州扬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扬州 

65 高邮市通邮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 

66 江苏易蝶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 

67 江苏汇典律师事务所 镇江 

68 镇江华东安全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 

69 扬中市云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镇江 

70 扬中市同程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镇江 

71 泰州嘉和会计师事务所 泰州 

72 创智同赢电子商务靖江有限公司 泰州 

73 泰州众创空间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泰州 

74 泰州市中小企业协会 泰州 

75 江苏申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宿迁 

76 沭阳绿盾征信有限公司 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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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 省属 

78 江苏省节能环保技术装备行业协会 省属 

79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省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