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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万机架获批助力“上海计算”增效行

动，新基建 IDC 规划稳步推进 

——通信行业专题报告 

 

股票名称 
EPS PE 

20E 21E 20E 21E 

中兴通讯 1.35  1.72  28.23  22.22  

奥飞数据 0.85  1.12  56.10  42.84  

拓邦股份 0.31  0.40  17.61  13.67  

星网锐捷 1.31  1.65  25.31  20.12  

海格通信 0.30  0.37  41.63  33.34  

紫光股份 1.07  1.35  36.93  29.30  

太辰光 0.80  0.95  24.83  21.04  

剑桥科技 0.69  1.30  53.92  28.39  

广和通 1.06  1.43  46.51  34.48  

泰晶科技 0.32  0.52  69.84  43.15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上海宣布新建 IDC 项目名单，12 家公司上榜，获批 3.6 万机架。2020 年

6 月 5 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支

持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用能指标的通知》，明确了 12 个支持用能的新

建 IDC 项目，上榜企业包括光环新网、中经云、数据港等，每个项目获

批机架数为 3000，合计 36000 台机架。 

 三年行动计划助力“上海计算”增效，数据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此前上

海发布《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提议包含“上海计算”增效行动在内

的四项任务，其中 “上海计算”增效行动是为了构建高效的高性能计算

体系，统筹能效指标布局数据中心，打造基于人工智能的加速器体系，完

成边缘计算节点规划布局。其中对数据中心建设上提出了多方要求和计

划：在数量规模上，新建机架控制在 6 万个，总规模控制在 16 万个；在

数据中心能源效率上，存量改造数据中心 PUE 不高于 1.4，新建数据中心

PUE 限制在 1.3 以下；在计算资源布局上，面向人工智能的计算加速资源

占新增数据中心机架总量的 50%。截至 2020 年 5 月 8 日，上海目前互联

网数据中心已建机架数超过 12 万个。 

 《上海三年行动计划》对上海新建机架数作出严格限定，且对能源等指

标进行考核，一线城市 IDC 资源紧缺，在一线城市数据中心有良好布局

的头部企业在规模效应中能够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议价能力有望持续

上升。《上海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新建机架指在 6 万个，总规模控制在 16

万个，对机架数作出了明确的限定。一线城市 IDC 资源将成为限定资源，

叠加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存在土地、用电、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线城

市 IDC 机架存在供不应求的状态。未来在一线城市数据中心有良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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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部企业在规模效应中能够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议价能力有望持续上

升。对比国内第三方 IDC 企业的数据中心布局情况，万国数据、鹏博士

等均在北上广深有所布局；光环新网、东方国信等拥有北京地区核心资源；

宝信软件、数据港等在上海地区资源优势显著；奥飞数据依托华南地区优

势，布局全国一线城市。在政策收紧、资源紧缺的背景下，未来在一线城

市有良好布局的头部 IDC 企业有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此次获批项目均为大型数据中心，未来建设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将成

为趋势。截至 2017 年底全球数据中心共计 44.4 万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

数量共有 390 个；预计 2020 年全球数据中心将减少至 42.2 万个，但超大

规模数据中心将升至 600 所。中国方面，2019 年数据中心数量大约为 7.4

万个，其中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 12.7%；规划在建数据中

心 320 个，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 36.1%。此次获批项目均

为机柜数 3000 的大型数据中心，且《建设导则》指出审批评估的单项目

机柜数应在 3000-5000 之间，未来我国数据中心也将趋向于大型化、集约

化发展。 

 此外，此次获批项目在数据中心 PUE 上要求严格控制不超过 1.3，未来

IDC 将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2010 年至 2018 年间，全

球数据中心需求增长了 550%，数据中心能源使用仅增长了 6%，可见在

全球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不断扩大的同时，能源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国内方面，数据中心的总体能效水平呈逐步提高趋势。全国超大型数据中

心的平均运行 PUE 为 1.63，大型数据中心的平均运行 PUE 为 1.54，对于

规划在建的数据中心，平均设计 PUE 为 1.5 左右，超大型、大型数据中

心平均设计 PUE 分别为 1.41 和 1.48。此次获批项目对 PUE 作出不超过

1.3 的规定，未来 IDC 将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投资建议：在 IDC 领域，云计算需求回暖叠加 5G 商用将带动流量爆发，

第三方 IDC 服务商成长性确定。在未来 IDC 超大型化和边缘化进程中，

我们认为掌握一线城市核心 IDC 资源、同时拥有较强的扩张能力以及产

业议价能力的 IDC 服务商更能持久稳定发展。重点关注：积极布局 IDC

与云服务，业务边际持续扩大的光环新网；深度绑定阿里等巨头，业务增

长性确定的数据港；资源及客户优势显著，内生外延加速机柜部署的奥飞

数据；依靠母公司资源优势，IDC 扩张潜力十足的宝信软件。另外，伴随

数据中心的建设加速以及绿色节能化的发展趋势，电源系统和温控设施行

业作为 IDC 底层保障，将迎来全新增长点。相关受益标的包括：布局能

源互联网全产业链，HVDC 竞争优势显著的中恒电气，机房温控主流提供

商，布局高效节能制冷产品的英维克等 

 风险提示：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业链发展或偏慢，IDC 建设政策指标收

紧，云服务商资本开支下降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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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宣布新建 IDC 项目名单，12 家公司上榜，获批 3.6 万机架。2020 年 6 月 5 日，上海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支持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用

能指标的通知》。根据《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的通知》的要求，上海市经信委按照《上海市互联网

数据中心建设导则（2019 版）》（下简称《建设导则》）进行评估，明确了 12 个支持用能

的新建 IDC 项目，上榜企业包括光环新网、中经云、数据港等，每个项目获批机架数为

3000，合计 36000 台机架。 

表 1：支持用能的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名单 

序

号 

企业名称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支持机架数

（个） 

1 优刻得（上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优刻得青浦数据中心项目 青浦区青赵公路与北

盈路交叉口东南角 

3000 

2 上海国富光启云计算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国富光启外冈物联网数据智能 

产业园项目 

嘉定区外冈镇恒永路

555 号 

3000 

3 上海中传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探索发现大数据中心项目 宝山区大场镇南大路

137 号 

3000 

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上海联通外高桥云基地广巽数据中

心项目 

外高桥保税区芬菊路

199 号 

3000 

5 光环新网（上海）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光环新网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 

二期项目 

嘉定区胜辛北路 3388

号 

3000 

6 上海极有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大美时代视听大数据产业园项目 青浦区赵巷镇崧盈路

699 号 

3000 

7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数据港与上海电气闵行混合云

园区项目 

闵行区江川路 1800 号 3000 

8 朴友数据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厚友金融云 

数据中心 

宝山区水产路 1269 号 3000 

9 上海信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新一代城市计算与数据智能基

地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 

奉贤区扶港路 986 号 3000 

10 中经云数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经云上海金山智慧科技园 金山区枫泾镇建安路

169 号 

3000 

11 上海珑睿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长三角 AI 超算中心及数据中

心综合体一期项目 

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西部科技园区 V-58 地

块 

3000 

12 上海启斯云计算有限公司 上海城地临港智能科技创新 

产业园项目 

临港平安镇妙香路与

随塘河交叉口西北角 

3000 

资料来源：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长城证券研究所 

 

三年行动计划助力“上海计算”增效，数据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为将上海打造成世界级

信息基础设施标杆城市，2018 年 10 月 18 日，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

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下简称《上海三年行动计划》），包含“上海连接”增速行动、“上海枢纽”增能行

动、“上海计算”增效行动以及“上海感知”增智行动四项任务。其中 “上海计算”增

效行动是为了构建高效的高性能计算体系，统筹能效指标布局数据中心，打造基于人工

智能的加速器体系，完成边缘计算节点规划布局。特别地，该计划在互联网数据中心建

设上提出了多方要求和计划：在数量规模上，新建机架控制在 6 万个，总规模控制在 16

万个；在数据中心能源效率上，存量改造数据中心 PUE 不高于 1.4，新建数据中心 PUE

限制在 1.3 以下；在计算资源布局上，面向人工智能的计算加速资源占新增数据中心机架

总量的 50%。从计划发布开始，上海市经信委通过了两批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名单：2019

年 11 月 13 日明确 6 个支持用能的新建 IDC 项目，总计 25075 个机架；2020 年 6 月 5 日

明确 12 个支持用能的新建 IDC 项目，总计 36000 个机架。截至 2020 年 5 月 8 日，上海

目前互联网数据中心已建机架数超过 12 万个，符合 16 万计划预期。2020 年 5 月 8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通知，

定调用能指标适当向具有重要功能的 IDC 建设项目倾斜，并计划研究继续新增一批互联

网数据中心机架数，同时持续更新互联网数据中心领域建设导则。这意味着在《上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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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动计划》规划的 6 万个新增机架基础之上，还将可能会新增一批互联网数据中心机

架数。 

 

表 2： “三年行动计划”以来上海政府发布的互联网数据中心相关文件及通知 

时间 相关文件及通知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发布《上海市推进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2019 年 1 月 7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强本市互联网数据中心统筹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9 年 1 月 9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开展本市数据中心能耗调研及能效测评工作的通知 

2019 年 3 月 25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征集和更新工作的通知 

2019 年 6 月 10 日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印发《上海市互联网数据中心建设导则（2019 版）》的通知 

2019 年 8 月 29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征集本市 2019 年第一批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的通知 

2019 年 11 月 18 日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 2019 年首批支持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用能指标的通知 

2020 年 3 月 25 日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征集本市 2020 年拟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的通知 

2020 年 6 月 5 日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支持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用能指标的通知 

2020 年 5 月 8 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的通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长城证券研究所 

 

《上海三年行动计划》对上海新建机架数作出严格限定，且对能源等指标进行考核，一

线城市 IDC 资源紧缺，在一线城市数据中心有良好布局的头部企业在规模效应中能够占

据更多的竞争优势，议价能力有望持续上升。《上海三年行动计划》计划新建机架指在 6

万个，总规模控制在 16 万个，对机架数作出了明确的限定。一线城市 IDC 资源将成为限

定资源，叠加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存在土地、用电、人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线城市 IDC

机架存在供不应求的状态。未来在一线城市数据中心有良好布局的头部企业在规模效应

中能够占据更多的竞争优势，议价能力有望持续上升。对比国内第三方 IDC 企业的数据

中心布局情况，万国数据、鹏博士等均在北上广深有所布局；光环新网、东方国信等拥

有北京地区核心资源；宝信软件、数据港等在上海地区资源优势显著；奥飞数据依托华

南地区优势，布局全国一线城市。在政策收紧、资源紧缺的背景下，未来在一线城市有

良好布局的头部 IDC 企业有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表 3：北上深 IDC 最新限制政策 

区域 时间 政策 主要内容 

北京 2018.09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

禁 止和限制目录

(2018 年版)》 

全市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

持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下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中心城区全面禁止新建和扩建数据中心。 

上海 2019.01 《关于加强本市互联

网数据中心统筹建设

的指导意见》 

到 2020 年，全市互联网数据中心新增机架数严格控制在

6 万架以内；坚持用能限额，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 PUE

值严格控制在 1.3 以下，改建互联网数据中心 PUE 值严格

控制在 1.4 以下。 

深圳 2019.04 《关于数据中心节能

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PUE1.4 以上的数据中心不享有能源消费的支持；而 PUE

低于 1.25 的数据中心则可享有能源消费量 40%以上的支

持。 

资料来源：各地政务网站，长城证券研究所 

 

此次获批项目均为大型数据中心，未来建设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将成为趋势。根据工

信部划分，大型数据中心是指规模大于等于 3000 个标准机架小于 10000 个标准机架的数

据中心，故而此次获批的 12 个项目均为大型数据中心，未来建设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

将成为趋势。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球数据中心共计 44.4 万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数

量共有 390 个；预计 2020 年全球数据中心将减少至 42.2 万个，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将升

至 600 所。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系统实验室基础产品与设施部刘德强表示，2020

年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将占到全部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的 47%，数据运算能力的 68%，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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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存储量的 57%和数据传输量的 53%。中国方面，2019 年数据中心数量大约为 7.4 万个，

其中大型及超大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 12.7%；规划在建数据中心 320 个，超大型、大

型数据中心数量占比达到 36.1%。此次获批项目均为机柜数 3000 的大型数据中心，且《建

设导则》指出审批评估的单项目机柜数应在 3000-5000 之间，未来我国数据中心也将趋向

于大型化、集约化发展。 

图 1：2016-2020 年全球超大规模数据中心数量  

 

 

资料来源：Synergy Research,长城证券研究所  

 

此外，此次获批项目在数据中心 PUE 上要求严格控制不超过 1.3，未来 IDC 将朝着绿色

化方向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基于业内的共同努力，数据中心的 PUE 已经有大幅优化。

根据《全球数据中心能源使用在需求快速增长下仍然放缓》，2010 年至 2018 年间，全球

数据中心需求增长了 550%，数据中心能源使用仅增长了 6%，可见在全球数据中心的业

务需求不断扩大的同时，能源使用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国内方面，数据中心的总体能效

水平呈逐步提高趋势。全国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平均运行 PUE 为 1.63，大型数据中心的平

均运行 PUE 为 1.54，2013 年后投产的大型或超大型数据中心平均运行 PUE 低于 1.50，

最优水平达到 1.2 左右。对于规划在建的数据中心，平均设计 PUE 为 1.5 左右，超大型、

大型数据中心平均设计 PUE 分别为 1.41 和 1.48。绿色节能是国家和地方数据中心政策的

重要目标，未来仍有很大提升空间。近几年，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绿色数据中心相关政

策，分别从 PUE 等硬性指标和节能环保方面提出要求。自 2010 年起，利用云计算和绿

色节能技术对数据中心进行改造、提高数据中心能耗及能效水平成为国家相关产业政策

的核心内容，并提出了 2020 年新建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的 PUE 值达到 1.3 以下的目标。

另外，各地也积极出台数据中心节能减排鼓励政策，促进数据中心绿色化发展。根据信

通院的评估结果，过去八年间，在众多参评的数据中心中仅有五家数据中心获得 5A 级别

的绿色等级，我国数据中心的整体绿色水平任重而道远，未来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图 2：已获得数据中心绿色等级 AAAAA 荣誉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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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长城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在 IDC 领域，云计算需求回暖叠加 5G 商用将带动流量爆发，第三方 IDC 服

务商成长性确定。在未来 IDC 超大型化和边缘化进程中，我们认为掌握一线城市核心 IDC

资源、同时拥有较强的扩张能力以及产业议价能力的 IDC 服务商更能持久稳定发展。重

点关注：积极布局 IDC 与云服务，业务边际持续扩大的光环新网；深度绑定阿里等巨头，

业务增长性确定的数据港；资源及客户优势显著，内生外延加速机柜部署的奥飞数据；

依靠母公司资源优势，IDC 扩张潜力十足的宝信软件。另外，伴随数据中心的建设加速

以及绿色节能化的发展趋势，电源系统和温控设施行业作为 IDC 底层保障，将迎来全新

增长点。相关受益标的包括：布局能源互联网全产业链，HVDC 竞争优势显著的中恒电

气，机房温控主流提供商，布局高效节能制冷产品的英维克等。 

风险提示：技术发展不及预期，产业链发展或偏慢，IDC 建设政策指标收紧，云服务商

资本开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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