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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 IDC 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从深圳 IDC PUE 节能政策落地看行业格局改善 
北上深相继出台 IDC 节能政策，第三方 IDC 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 

继北京、上海出台控制 IDC 建设相关政策之后，深圳市发改委于 4 月 11

日发布 IDC 节能审查事项通知，严控 IDC 能耗消费新增量。一方面，我们
看到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推动 IDC 需求提升；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相继
推出 IDC 节能政策，限制了 IDC 供给。需求景气背景下，供给受限是当前
第三方 IDC 行业的核心矛盾。此外，通过剖析北上深三地 IDC 节能新政，
我们认为未来第三方 IDC 将走向大型化，推动资金门槛和运维要求提升，
带来行业格局的重塑，行业集中度有望加速向具有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聚
集。重点推荐：光环新网；建议关注：数据港、宝信软件等。 

 

需求：总量需求增长下结构性特征显著，一线城市仍是需求热点地区  

IDC 是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为数据存储、计算和交互提供稳定的环境，
我们认为云计算、5G 的发展有望驱动行业规模持续增长，根据中国 IDC

圈测算 2020 年中国 IDC 市场规模将超过 2000 亿，2018~2020 年复合增
速达到 28.7%。在总需求景气背景下，结构性特征显著。受到客户结构、
用户习惯以及网络资源等因素的影响，IDC 需求主要集中在北上深等一线
城市。信通院《数据中心白皮书》指出，2017 年底我国西部地区数据中心
机架全国占比为 22%，而仅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机架占比就达到 37%。
我们认为一线城市仍将是核心需求所在，周边地区有望受益于需求外溢。 

 

供给：北上深相继出台 IDC 建设新规，新增供给或难以满足需求增长 

数据中心用电量大，根据《中国数据中心能耗现状白皮书》统计，2015 年我
国数据中心耗电量达到 1000 亿千瓦时，占全国用电量约 1.8%。在节能减排
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相继出台 IDC 新政，在总量限制的基础上推进绿色数据
中心建设。北京方面，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 IDC（PUE 低于 1.4 以下
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上海方面，到 2020 年全市新增 IDC 机架严格控制在
6 万架以内，新建 IDC 的 PUE 严格控制在 1.3 以下，改建 IDC 的 PUE 严格
控制在 1.4，对于单项目机架数不低于 3000，平均单机架功率不低于 6 千瓦。
我们认为节能减排政策将减缓一线城市新增 IDC 供给，供需剪刀差或将加大。 

 

逻辑推演及投资建议：行业集中度有望向具有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聚集 

我们认为一线城市 IDC 新规将推动行业走向规模化和节能化，一方面带来
单项目投资增加，提升资金壁垒；另一方面是运维能力的重要性将越发凸
显，行业专业化要求在提升，未来一阶段行业发展可能会更加重视“专业
的人做专业的事”。综合以上推演，我们认为具备规模优势且拥有大型数据
中心运维经验的龙头公司有望受益。重点推荐：光环新网（第三方 IDC 龙
头，核心地区资源储备丰富，具有丰富的大型数据中心运维经验）；建议关
注：数据港（阿里定制型数据中心主流供应商，运维能力优秀）、宝信软件
（机柜资源丰富）。 

 

风险提示：对于核心城市 IDC 限制政策放松；运维人才缺乏。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收盘价 (元) 投资评级 

EPS (元) P/E (倍)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7 2018E 2019E 2020E  

300383 光环新网 18.76 买入 0.28  0.43  0.59  0.77  67.00  43.63  31.80  24.36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32)

(17)

(2)

14

29

18/04 18/06 18/08 18/10 18/12 19/02

(%) 

通信 通信运营Ⅱ 沪深300 

重点推荐 

一年内行业走势图 

相关研究 

行业评级： 

 

20396853/36139/20190418 09:44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301/28671307-7342-4a63-a273-7ce3adc82f6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301/28671307-7342-4a63-a273-7ce3adc82f6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102/29a756b0-d770-4851-a483-16e4b5c58be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20102/29a756b0-d770-4851-a483-16e4b5c58be7.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7c0a791b-0bb0-4933-9c1f-0439190f2102.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10207/7c0a791b-0bb0-4933-9c1f-0439190f2102.pdf
http://www.hibor.com.cn/


 

行业研究/动态点评 | 2019 年 04 月 17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图表1： 2018~2020 年我国 IDC 市场规模复合增速达到 28.7% 

 

资料来源：中国 IDC 圈、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 易昆尼克斯北美地区数据中心主要分布在一线热点城市 

 

资料来源：Equinix 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 北京、上海、深圳 IDC 新政汇总 

城市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 

北京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

版）》 

北京全市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低于 1.4 以下的云计

算数据中心除外）；禁止新建和扩建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中的数据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下的数据中心除外）。中心城区禁止新建和扩建互联网数据服务中的数据中心、信息处理和

存储支持服务中的数据中心。 

上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加

强本市互联网数据中心统筹建设的指导意见》 

主要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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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用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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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布局：本市新建互联网数据中心，单项目规模原则上应不低于 3000 个机架，且平均单机

架功率不低于 6 千瓦。 

深圳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数据中心节能

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 

实施减量替代，加强数据中心建设政策引导，促进老旧数据中心（含公共机构数据中心）绿色

化改造，新建数据中心需按照“以高代低、以大代小、以新代旧”等减量替代方式，严格控制

数据中心年综合能源消费新增量，推进全市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资料来源：《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8 年版）》、《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本市互联网数据中心统筹建设的指导意见》、《深圳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关于数据中心节能审查有关事项的通知》、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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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 光环新网、数据港、宝信软件主要机房分布及规模 

公司名称 机房名称及位置 机柜数（个） 

光环新网 

酒仙桥数据中心（北京酒仙桥） 4000 

太和桥云计算基地（北京亦庄） 8100 

光环云谷云计算基地（河北燕郊） 3500 

房山云计算基地（北京房山） 12000 

中金云网（北京亦庄） 11000 

亦庄 KDDI 数据中心（北京亦庄） 3000 

上海嘉定云计算基地（上海嘉定） 4500 

数据港 北京房山中粮云创机房（北京房山） 3200 

宝信软件 

宝之云一期（上海罗泾） 4000 

宝之云二期（上海罗泾） 4000 

宝之云三期（上海罗泾） 9500 

宝之云四期（上海罗泾） 9000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公司公告、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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