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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孵化器基本信息表

孵化器名称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

孵化器类型 综合□ 专业■ 留学生创业园□ 大学科技园□

注册地址
武汉市青山区和平

大道 1095号
邮政编码 430080

运行主体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负责人 余顺灯 职 务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
学 历 本科

联系人 邓颖红 联系电话 13986259416 电子邮箱
ysd027@126

.com

孵化器从业人员

总数
9 孵化服务人员 6 管理人员 3

孵化器场地建筑

总面积

（单位：平方米）

5630.00

孵化器公共服

务面积（包括

会议室、餐厅、

图书馆、食堂

等）

540.00
孵化企业租用

场地面积
5090.00

孵化器在孵企业

总数
82

其中：大学生

创办企业数
76

在孵企业总收

入（千元）
32869.00

累计已毕业企业

总数
12

毕业企业上市

或被收购数
1

毕业企业销售

收入超过5000

万元企业数

0

孵化器自有孵化

资金（种子基金）

名称

虹蔚青年孵

化器种子基

金

资金额度

（万元）
100

签约投融资机

构数
7

孵化链建设情况
创业苗圃面积：150（平方米）

加 速 器面积： 0（平方米）
获得知识产权在孵企业数 30

市、州科技局初审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深入实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持续做好创新创业孵化服务

——虹蔚青年孵化器建设发展概况

一、基本情况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以下简称虹蔚青年孵化器）于

2013 年 2 月注册成立并正式运营；2013 年 3 月 19 日经武汉市青山区

科技局批复组建；2014 年 7 月 16 日，被武汉市科技局认定为“青桐

计划”首批“武汉市大学生创业特区”；2014 年 10 月 17 日，被武汉

市知识产权局授予首批“武汉市知识产权托管园区”；2014 年 11 月 4

日，被省人社厅认定为 “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范基地”；2014

年 12 月 26 日，被武汉市科技局认定为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虹蔚青年孵化器是定位为专门面向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孵

化服务及成果转化的专业型科技企业孵化器，拥有一支优秀的孵化服

务团队，共拥有全职工作人员 9 人（其中 2 人从事孵化器管理工作

10 年以上，1 人具有会计师资质，3 人从事投资运营多年，2 人从事

知识产权工作 3年以上），全部为大专以上学历，9 人均受过专业的

孵化器管理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质。

虹蔚青年孵化器拥有两个孵化园区，总孵化面积5630平方米，在

孵企业使用面积5090平方米（其中大学生创业特区面积2430平方米），

会议室、洽谈室、展示厅、众创公共工作空间等面积480平方米，其

他配套设施60平方米。

虹蔚青年孵化器为青年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工商、税务、财务、



知识产权、法务、人才对接服务，提供政策指导、创业培训、项目咨

询辅导、项目路演、企业管理、投融资、专业技术交流、市场对接及

大学生创业公寓（公租房保障）等方面的“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

陪伴式”服务。

虹蔚青年孵化器一个园区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1256 号

（建研院光大科技楼），孵化面积 3200 平方米；虹蔚青年孵化器—

青山大学生科技创业园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1095 号青宜居党

群服务中心，孵化面积 2430 平方米。两园区相隔 15 分钟车程，交通

都十分便利。园区按照高标准、现代化、实用性、年轻化的空间布局，

设置有商务洽谈及创业交流区域、多功能报告厅等免费公共服务区，

配备有办公家具、办公设备、网络等基本办公设施，青年大学生“拎

包入驻”。

二、在孵企业情况

截至目前，虹蔚青年孵化器拥有在孵企业 82 家，其中大学生创

业企业 76家，占在孵企业总数的 92.68%。在孵企业经营行业涉及光

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命（生物）科学、现代服务业、

其他等 6大相关领域。

截至目前，虹蔚青年孵化器内有创（就）业大学生 429 名（其中，

博士 9 人，硕士 15 人，本科 310 人，大专 95 人）。虹蔚青年孵化器

自 2013 年成立至 2015 年底，在孵企业共实现销售总收入 5344.59 万

元，上缴税收 319.06 万元，实现净利润 605.16 万元。其中，武汉鑫

汉控高科有限公司、西伯乐斯（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2家大学

生创业企业 2015 年度单个企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1000 万元，成长为



青山区“小巨人”企业。

三、孵化服务

1.政务服务

截至目前，共帮助 106 家在孵企业进行工商注册服务，并指导所

有在孵企业进行日常工商沟通及税务申报工作，实现在孵企业政务服

务及财务规范指导全覆盖。

2.知识产权服务

帮助在孵企业成功申请专利 70 项（其中发明专利 13 项，实用新

型专利 48项），软件著作权 15 项，注册商标 26 个。引导在孵企业注

重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力促进了在孵企业知识产权数量增长，也

为孵化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奠定了一定基础，2016 年，虹蔚青年孵

化器有 4家在孵企业正在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3.培训辅导

截至目前，虹蔚青年孵化器积极开展各类培训辅导活动 90 余次，

其中包括创业辅导 29 次、政策辅导 12 次、专业知识培训 25 次、投

融资培训 24 次、信息供给 368 条。累计参与培训人数达到 800 人·次。

4.项目申报

虹蔚青年孵化器组织在孵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区相关创

新创业项目支持。共组织在孵企业申报各级各类政策项目支持 70 余

项，获得项目资金支持 418 万元。其中，有 15 家获得湖北省大学生

科技创业专项支持；有 21 家获得湖北省大学生创业扶持项目支持(单

个项目获 3—20 万元支持)；6 家获 2015 年武汉市大学生技术创新项



目支持（单个项目获 15 万元支持）；另外，虹蔚青年孵化器在孵企

业中有 9 位大学生创业者荣获“2014、2015 年武汉市大学生创业先

锋”荣誉称号（ 全市每年共100名），有9位大学生创业者荣获“2014、

2015 年青山区大学生创业先锋”荣誉称号（全区每年共 10 名）；2016

年在孵企业武汉众城比特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华教授被聘请为武汉

市首批“城市合伙人”；在孵企业武汉纳科宏远新材料有限公司樊博

士和武汉盛锐丰科技有限公司章博士被纳入“武汉黄鹤英才计划”，

还有 3 家在孵企业获“武汉市和谐企业”称号等诸多荣誉。

5.宣传对接

虹蔚青年孵化器积极帮助在孵企业对外宣传，对接资源。2013

年、2014 年，提供市场对接服务达到 81 次。2015 年，推荐 9 家大学

生企业参与“2015 湖北省、武汉市科技活动周”活动，推荐 11 家大

学生企业参与“2015 青山区科技活动周”活动，有效展示创新创业

项目。2015 年、2016 年，虹蔚青年孵化器及在孵大学生企业获得《武

钢工人报》专题宣传 5 次；《武汉科技日报》专题宣传报道 3次；《长

江日报》专题宣传 3 次；市委《武汉宣传》杂志专题宣传 1 次；省科

技厅网站宣传 5 次；市科技局网站宣传 9 次；区科技局网站宣传 21

次；以及，虹蔚青年孵化器及在孵企业原创项目进展、重点活动宣传

被其他媒体转载转发若干。这都有力的扩大了在孵企业的知名度，创

造了更多的资源对接合作机会。

6.投融资服务

（1）孵化器种子资金

虹蔚青年孵化器由股东出资成立有 100 万元的种子基金，2014



年为企业提供资金短期周转使用 8 次，累计 75 万元。2015 年，虹蔚

青年孵化器种子资金对湖北联创万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股权原始投

资 5 万元（持股 5%），协助引进风险投资 1000 万元；对博纳斯（互

联网）孵化器完成股权投资 12.5 万元（持股 23%）；还为 6 家企业提

供短期资金周转服务，累计 85万元。

（2）信用担保贷款

虹蔚青年孵化器以“青宜居”标杆信用社区建设为契机，与市人

行信管办、劳动、街道等部门通力合作，2014 年成功评选“四星级”

信用企业 8 家，“三星级”信用企业 6家，“二星级”信用企业 2家。

2015 年，虹蔚青年孵化器有一家“四星级”信用企业获得 10 万元信

用担保贷款，也是武汉市第一家；2016 年，又有 3 家“四星级”信

用在孵企业获得 20 万元/家的信用担保贷款（按期还款，免息两年）。

下一步，将有更多四星级以上的在孵信用企业陆续获得信用担保贷款。

（3）风投对接

与湖北金融网（湖北省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网）、武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支行、武汉鑫盛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武汉中盈

创富投资有限公司、腾讯资本、中穗股权投资等多家金融机构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或事实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与湖北省天使投资基金、武

汉市天使创业种子基金、武汉市科技投资公司、市（区）联动科技担

保贷款、专利质押贷款等政策性融资方式形成无缝对接，与省高投、

市科技担保公司形成紧密合作，为在孵企业提供多种融资渠道。牵线

搭桥，2015 年底，成功帮助湖北联创万利科技有限公司的“‘递递巴



巴’互联网餐车项目”获得首轮 1000 万元融资。

四、发展计划

今后，我们将继续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去,以省级孵化器提档升级为契机，始终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以培养战略性新兴企业、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培养创新创业

人才为目标,以提高孵化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核心,着力提升创新创业

孵化服务综合能力,不断扩大“虹蔚青年孵化器”品牌辐射范围，帮

助在孵企业持续稳健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巩固夯实基础服务功能，继续专注青年大学生创新创业企业孵

化服务，建设虹蔚青年孵化器孵化管理服务平台，建成虹蔚青年孵化

器“孵化服务流程、标准”，确保虹蔚青年孵化器孵化服务模式更便

捷、科学、灵活、高效；适时进行虹蔚青年孵化器孵化服务模式对外

输出；

2.将虹蔚青年孵化器的财务管理、知识产权、资源对接优势做得

更优、更精、更准，扶植一批“小巨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壮

大；

3.强化孵化器种子资金的示范姿态效应，搞好与武汉市“青桐基

金”及风险投资基金的衔接，继续对优质的在孵企业进行“持股孵化”。

并牵线搭桥，尝试运用资本的力量促进相关产业上下游进行优势互补

融合。

二○一六年七月



四、孵化器服务平台建设及服务开展情况

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简介

中冶武汉冶金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简称中冶武研检测中心），具

有独立承担耐火材料、冶金炉料、矿石等领域委托检测的综合性机构，拥有较为

先进完善的设备仪器，接受国家技术监督部门指导，具有很高声誉度，可满足国

内、国际商检要求，并为公司的技术开发与技术检测提供有力保证。

中冶武研检测中心拥有建筑行业甲级设计资质、金属冶炼工程乙级设计资质、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以及技术成果产业化基地。通过 ISO9001：2008

认证并取得中国实验室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证书（CNAS）。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

协会工业炉砌筑专业委员会、中冶热风炉长寿及节能工程技术中心设立于中冶武

建院。

中冶武研检测中心依据《计量认证/审查认可（验收）评审准则》、

GB/T15481-2000(ISO/IEC17052：1999)《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CNAL/AC01：200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准则》编写了《质量手册》。本检测

中心将以此为准则，使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的运行并不断改进，以保证检测工

作的科学、公平、公正、准确。



（表一） 主要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项目名称

1 硅质耐火制品、粘土高铝质耐火制品、含碳耐火制品、特种耐火制品、

隔热耐火制品、陶瓷、玻璃、纤维、各种不定型耐火材料、耐火原料的

成份分析及物理化学性能监测，如体积、密度、气孔率、吸水率、强度、

耐火度、荷软、蠕变、重烧线变化、导热、热膨胀、热稳定、高温抗折、

抗渣、抗碱、显微结构等。

2 钢铁及合金中的常量、微量元素的分析。

3 各种矿产品、煤及碳素材料中常量、微量元素的检测。

4 建筑材料的化学、力学性能检测。

5 地基基础及建筑主体的检测。

（表二） 主要仪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1 自动岩石切割机 11 电子天平（万分之一）

2 养护箱 12 分光光度计



3 低温冷冻箱 13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惠普 3510

4 万能材料试验机 14 高温定碳定硫仪

5 导热系数测定仪 15 红外碳硫分析仪

6 全自动高温膨胀仪 16 自动电位滴定仪

7 抗碱性试验炉 17 金鹰全自动热量仪

8 耐火度炉 2000℃ 18 全程浮点动测仪

9 高温抗折炉 19 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 DJUS-05

10 高温重烧试验炉 20 钢筋位置测定仪 DJGW-2A



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虹蔚青年孵化器服务分站
介 绍

为强化虹蔚青年孵化器的孵化服务功能，虹蔚青年孵化器拿出专门的场地和配备

5个工作工位（含计算机等）、专门申请 20M 光纤固定 IP建设了科技信息共享

服务平台硬件。经虹蔚青年孵化器申请，武汉市科技局科技信息中心 2014 年将

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虹蔚青年孵化器服务分站开通，虹蔚青年孵化器实

现了科技信息共享服务青年大学生在孵企业。

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虹蔚青年孵化器服务分站办公室

★ 建设目标

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虹蔚青年孵化器服务分站以提升全省全社

会信息化水平、提高全民科学技术素养、全面增强湖北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建

设具有实体资源和虚拟资源相结合、跨时空、跨系统、功能完善、方便快捷等特

征的共享平台，使之成为集成全省科技信息资源的网络枢纽、面向社会提供共享

服务的信息快车、湖北乃至中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保障。

★ 任务与功能

武汉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虹蔚青年孵化器服务分站（www.whstip.cn）

以现代信息及网络技术为基础，有机整合全省高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公共图书

馆等主要科技信息资源收藏单位的基础性和特色科技信息资源，实行集群与分布

式管理，推进安全机制、联合采购、联合编目、统一检索、文献传递、个性服务、

科技报道、学科门户及导航等的建设，可形成集查询检索、传递处理、专题服务、

管理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科技信息资源全省全社会共享平台，并结合孵化器内企



业的需求，完善孵化器服务功能，实现武汉市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使用和

增值服务。

★平台运行情况

平台专有办公室面积为 65 平方米，常用配置专用计算机 6台·套。为保证

平台的正常运行，日常配有一名专职服务人员和一名电脑维护人员负责管理，孵

化器日常工作人员人人知晓并熟悉掌握信息平台网站入口和必要的企业查新查

询指导服务。截止 2015 年 12 月，孵化器针对该平台使用和服务工作积极组织在

孵企业进行培训交流活动，主要类别包括“共享平台使用方法讲析”、“项目及

创新基金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申报专业应用”、“专利分析平台和文献传递

的使用方法讲座”等，培训交流活动达 350 多人次，查询和检索的内容广泛，涉

及互联（物联）网信息技术、节能安全环保、自动化（智能）控制、生物医药、

文化创意等方面，大学生创业者利用信息平台上获得的各类信息、咨询来指导创

新创业工作开展。

★平台服务成效



在孵大学生企业武汉智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该平台完成实用新型“一种射

频读写器”专利技术申报，该技术广泛应用于射频识别行业。

在孵大学生企业武汉盛世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该平台完成“一种矿用

机电设备综合测试仪”申报及完善，其优点综合性强携带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为矿山检测流程自动化管理提升较大的管理水平，减轻工作强度。

在孵大学生企业武汉彩虹华峰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利用该平台完成实用

新型专利“一种校园学生接送安防系统”，武汉庄守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该

平台发明“一种面膜组合物”。

利用该平台帮助 10 家在孵大学生企业完成软件著作权近 25 项。

其他大学生企业也已经或正在通过信息平台的服务增强创新视野拓展，在科

技查新、产品标准制定等方面获得帮助。



五、孵化器管理团队及孵化器管理人员资质情况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运营团队成员介绍

姓 名：余顺灯，男

职 务：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社会职务：

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监事长

武汉市首批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基金保荐人

武汉市“青桐基金”共同投资人（自然人）

武汉市 YBC 创业导师

武汉市青山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副会长

首批青山区科技创业导师，虹蔚青年孵化器创业导师（导师编号：

HWDS027）

2014年、2016年“创青春·精彩在沃”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

MBA专项赛评委

工作经历（简历）：

作为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自 2000年投身于科技企业孵化器（科

技创业中心）的建设和管理运营以来，先后在湖北省内成功组建和运

营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就有近 30个（其中：7个国家级，5个省级，8

个市级，区级若干），服务创新创业者 1500 多人•次，为 300 多个创

业企业（团队）提供深度孵化服务，参与投融资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和项目达 50多个，成效显著。



姓 名：刘全新，男

职 务：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副总经理

北京天奇智新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武汉分公司负责人

社会职务：

首届青山区科技创业导师，虹蔚青年孵化器创业导师（导师编号：

HWDS032）

武汉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基金保荐人

工作经历（简历）：

1997年 7月至 1999年 12月，就职于荆州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主要参与该公司的股份制改造及股票 IPO工作。多次参与了该

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股票的申请材料的编制；参与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对该公

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项目科技创新方面的答辩。

2000年 1月至 2008年 7月，参与出资组建武汉某生物工程公司

与湖北大学进行生物功能性低聚糖的研究。2006 年底，参与的生物

功能性低代聚糖项目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年 8月至 2012年 10月，出资组建武汉知富企业管理公司，

主要为科技型的创业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

2012年 11月至今，参与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组建、运

营和管理。



姓 名：蔡龙辉，男

单位职务：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副总经理

武汉光谷科技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

武汉咏恒信会计事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社会职务：

首届青山区科技创业导师，虹蔚青年孵化器创业导师（导师编号：

HWDS037）

武汉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基金保荐人

工作经历（简历）：

2000年参与了武汉火炬投资有限公司的筹备工作；

2002年受武汉火炬高技术公司委派到武汉市武大三维碳簇材料

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财务工作；

2004年受聘担任北京中捷信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财务总顾问兼

武汉分理处负责人；

2005年和 2007年分别配合武汉市国资委和武汉市经济发展投资

集团公司完成了三维公司的清产核产和清算工作；

2005年被评为“武汉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工作

优秀个人”；

2002年至 2011年，担任武汉市洪山科技创业种子资金管理有限

公司项目管理技术部经理；

2011年至今，任武汉省高投环保产业基金负责人。



姓名：邓颖红，女

单位职务：

综合服务部经理

工作经历：

从事孵化器管理工作 3 年，拥有丰富的专业孵化器管理工作经验。

2015 年，获得湖北省科技创业服务专员证书（证书编号：201511005）；

2016 年，获得再次获得湖北省科技创业服务专员证书（证书编号：

20160506016）。

姓名：刘丽芳，女

单位职务：

投融资服务部助理

工作经历：

孵化器管理工作 10 年，投融资 4 年。有专业的孵化器管理工作

经验，并负责搭建孵化器内在孵企业与投融资合作机构之间的合作桥

梁。2016 年，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后续培训证书

（证书编号：201602067）。

姓名：周开琴，女

单位职务：

综合服务部助理

工作经历：



从事孵化器管理工作 3 年，并获得一系列荣誉证书。2014 年，

获得武汉市青年创业导师辅导技术培训班结业证书；获得武汉（青山）

科技企业孵化器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编号：2014050710）；

2014 年，获得武汉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证书（证

书编号：20140805）。

姓名：李红兰，女

单位职务：

投融资服务部专干

工作经历：

从事知识产权工作 3 年，帮助在孵企业申请各项专利、软件著作

权、商标等，促进了在孵企业的知识产权增长。2014 年，获得武汉

市青年创业导师辅导技术培训班结业证书；获得武汉（青山）科技企

业孵化器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编号：2014050723）。参加武

汉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专利分析初级实战培训班，并获得结业证

书（证书编号：WOH2014-FXCJ-158）。



六、种子基金设立及运用管理情况

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种子基金设立及运行情况

一、虹蔚青年孵化器种子基金设立情况：

名 称：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种子基金

到账（成立）时间：2013 年 12 月

规 模：100 万元

资金来源：股东按持股比例出资

运行依据：《武汉虹蔚青年科技企业孵化器种子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虹蔚[2014]02 号）

实施时间：2014 年 3 月 28 日

二、虹蔚青年孵化器种子基金运行情况：

种

类
年份 服务企业名称

笔

数

累计金

额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短

期

借

款

2014 年 4月
武汉欧润丝帝特工

艺品有限公司
1 5 万 —— ——

2014 年 6月
西伯乐斯（武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 25 万 —— ——

2014 年 7月
武汉爱乐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1 15 万 —— ——

2015 年 3月
武汉智泰克科技有

限公司
2 15 万 —— ——

2014 年 10 月
武汉冰鉴冷冻科技

有限公司
2 20 万 —— ——

2015 年 2月
武汉特鑫机床附件

有限公司
2 30 万 —— ——

2015 年 8月
武汉也琪工业设计

有限公司
3 30 万 —— ——

股

权

投

资

2015 年
湖北联创万利科技

有限公司
1 —— 5万元 5%

2015 年
武汉博纳斯企业孵

化器有限公司
1 ——

12.5 万

（首期）
27%



七、在孵企业及毕业企业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