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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东数西算正式启动，产业链各环节长期受益 
 

事件： 
发改委等多部委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
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张家口等 10 个国家
数据中心集群，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我们点评如下： 
数字技术发展带动全国算力需求有望每年 20%以上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为
推动全国数据中心适度集聚、集约发展，考虑东部资源紧缺，将后台加工、
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网络要求不高的业务迁移到西部处理。以内蒙古、宁
夏枢纽承接京津冀枢纽；甘肃、成渝枢纽承接长三角枢纽；贵州枢纽承接粤
港澳、成渝枢纽。围绕 8 大枢纽布局张家口、芜湖、长三角、韶关、贵安、
重庆、天府、庆阳、中卫、和林格尔 10 大集群。 

8 大枢纽集中政策和资源，优化网络、能源等配套，引导数据中心集约化、
规模化、绿色化发展，坚决避免数据中心盲目发展。在起步阶段，8 个算力
枢纽内规划设立的 10 个数据中心集群，划定了物理边界，并明确了绿色节
能、上架率等发展目标。大集群建设还能够减少数据绕转时延、长途传输费
用、保障能源供给、协调安排能耗指标。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
带动数据中心产业由东向西有效转移。 

通过多方指标约束，促进集群高标准、严要求，最小化起步。未来整体 IDC
行业将进一步集中化、规模化、绿色化发展，产业链各环节长期持续受益。
从各地规划批复看，发改委要求 10 个集群内平均上架率均不低于 65%。PUE
要求贵安、庆阳、和林格尔、中卫低于 1.2；长三角、芜湖、张家口、天府、
重庆、韶关低于 1.25，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要有显著提升。 

相关标的建议关注： 
1、东算西数地区布局的 IDC 标的：奥飞数据、光环新网、科华数据、宝信
软件、数据港、美利云等； 
2、服务器、网络设备：中兴通讯、紫光股份、浪潮信息等； 
3、网络基础设施光纤光缆：中天科技、亨通光电等； 
4、数通光模块：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博创科技、剑桥科技等； 
5、机房电源、温控等配套设备：科华数据、科士达、佳力图、英维克、申
菱环境等； 
6、IDC 运维：润建股份； 
7、服务器和设备上游 PCB：沪电股份、深南电路等。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进度慢于预期，行业竞争超预期，下游需求不及预期，
产业链主要环节降价压力超预期，疫情影响超预期 
  
重点标的推荐 

股票 股票 收盘价 投资 EPS(元) P/E  
代码 名称 2022-02-17 评级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2020A 2021E 2022E 2023E 

600522.SH 中天科技 18.12 买入 0.67 0.04 1.13 1.38 27.04 453.00 16.04 13.13 

600487.SH 亨通光电 14.36 买入 0.45 0.68 1.06 1.31 31.91 21.12 13.55 10.96 

002335.SZ 科华数据 31.84 买入 0.83 0.93 1.39 1.97 38.36 34.24 22.91 16.16 

000063.SZ 中兴通讯 29.11 买入 0.90 1.49 1.91 2.33 32.34 19.54 15.24 12.49 

002929.SZ 润建股份 33.40 买入 1.04 1.58 2.16 2.86 32.12 21.14 15.46 11.68 

300308.SZ 中际旭创 35.60 增持 1.08 1.12 1.46 1.80 32.96 31.79 24.38 19.78 

300394.SZ 天孚通信 34.10 增持 0.71 0.77 1.13 1.48 48.03 44.29 30.18 23.04 

300502.SZ 新易盛 36.94 买入 0.97 1.29 1.61 1.97 38.08 28.64 22.94 18.75 

300383.SZ 光环新网 13.57 增持 0.59 0.68 0.82 1.00 23.00 19.96 16.55 13.57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注：PE=收盘价/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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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 

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启动建设 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
划了张家口集群等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2021 年 5 月以来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全
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正式落地，“东数西算”工程正式
全面启动。 

按照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将作为我国算力网络的骨干
连接点，发展数据中心集群，开展数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大数据之间的协同建设，并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战略支点，推动算力资源有序向西转移，促进解决东西部算
力供需失衡问题。 

 

1.1. 算力持续增长，“东数西算”平衡区域资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
力，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截至目前，我国数据中心规模已达 500 万标准机架，算
力达到 130EFLOPS（每秒一万三千亿亿次浮点运算）。随着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全
面持续渗透，全社会对算力需求仍十分迫切，预计每年算力需求有望仍将以 20%以上的速
度快速增长。算力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加快推动算力建设，将有效激发
数据要素创新活力，加速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力。”目前，
我国数据中心大多分布在东部地区，由于土地、能源等资源日趋紧张，在东部大规模发展
数据中心难以为继。而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充裕，特别是可再生能源丰富，具备发展数据中
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为此，要充分发挥我国体制机制优势，从全国角度一体化
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图 1：“东数西算”协调区域资源 

 

资料来源：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优化供需、绿色集约和互联互通，具有
多方面意义。1）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算力水平：通过全国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布局建设，
扩大算力设施规模，提高算力使用效率，实现全国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发展；2）有利于促
进绿色发展：加大数据中心在西部布局，将大幅提升绿色能源使用比例，就近消纳西部绿
色能源，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以大换小、低碳发展等措施，持续优化数据中心能源使用效
率；3）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数据中心产业链条长、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通过算
力枢纽和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将有力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4）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通过算力设施由东向西布局，将带动相关产业有效转移，促进东西部数据流通、价值传递，
延展东部发展空间，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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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数西算”具体布局 

“东数西算”工程将推动全国数据中心适度集聚、集约发展。通过在全国布局 8 个算力枢
纽，引导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向枢纽内集聚，形成数据中心集群。发挥规模化、集约化
效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整体算力规模和效率，带动数据中心相关上下游产业发展。
在算力枢纽之间，打通数据高速传输网络，强化云网融合、多云协同，促进东西部算力高
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加快实现全国数据中心的合理布局、优化供需、绿色集约和互联互通。 

图 2：“东数西算”8 大枢纽节点布局和主要承载业务类型 

 

资料来源：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在区域分布上，促进数据中心由东向西梯次布局、统筹发展。1）加快推动数据中心向西
大规模布局，特别对于后台加工、离线分析、存储备份等对网络要求不高的业务，可率先
向西转移，由西部数据中心承接。2）受限于网络长距离传输造成的时延，以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因素影响，西部数据中心并不能满足所有算力需求。一些对网络要求较高的业务，
比如，工业互联网、金融证券、灾害预警、远程医疗、视频通话、人工智能推理等，可在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枢纽布局，枢纽内部要重点推动数据中心从一线城
市向周边转移，确保算力部署与土地、用能、水、电等资源的协调可持续。 

 

政策上坚决避免数据中心盲目发展，在当前起步阶段，8 个算力枢纽内规划设立了 10 个数
据中心集群，划定了物理边界，并明确了绿色节能、上架率等发展目标。从各地规划批复
看，要求 10 个集群内平均上架率均不低于 65%；PUE 要求贵安、庆阳、和林格尔、中卫
低于 1.2；长三角、芜湖、张家口、天府、重庆、韶关低于 1.25，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要有
显著提升。通过多方指标约束，促进集群高标准、严要求，最小化起步，对集群发展情况
将进行动态监测，科学评估集群算力的发展水平和饱和程度。结合发展情况，今后还将不
断优化完善布局，适时扩大集群边界或增加集群，论证新设算力枢纽，实现算力统筹有序、
健康发展。 

图 3：“东数西算”10 大集群分布 

 
资料来源：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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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数西算”具体构建政策目标 

未来政策上将进一步加大统筹力度，发挥政策叠加效应，一体化推进算力优化布局和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提升 8 大算力枢纽的影响力和集聚力，牵引带动全国算力一体化协同
发展。具体看： 

1）加强网络设施联通：加快打通东西部间数据直连通道，打造一批“东数西算”示范线
路。优化通信网络结构，提升国家数据中心集群的网络节点等级，提高网络传输质量。 

2）强化能源布局联动：加强数据中心和电力网一体化设计，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向
数据中心供电。支持数据中心集群配套可再生能源电站。对落实“东数西算”成效突出的
数据中心项目优先考虑能耗指标支持。 

3）支持技术创新融合：鼓励数据中心节能降碳、可再生能源供电、异构算力融合、云网
融合、多云调度、数据安全流通等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加强对关键技术产品的研发支持
和规模化应用。 

4）推进产业壮大生态：支持完善数据中心产业生态体系，加强数据中心上游设备制造业
和下游数据要素流通、数据创新型应用和新型消费产业等集聚落地。支持西部算力枢纽围
绕数据中心就地发展数据加工、数据清洗、数据内容服务等偏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各地具体批复中要求：数据中心集群应符合新型数据中心发展要求，尽快启动起步区
建设，逐步落地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建设主体原则上为数据中心相关行业骨干企业，支持
发展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内容涵盖绿色低碳数据中心建设、网络服务质量提高、
算力高效调度、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等，落实项目规划、选址、资金等条件。“东数西算”
政策规划上，着重强调统筹、集约、避免盲目发展，对区域平均上架率、PUE 设定明确指
标，有望进一步优化整体供求格局，头部企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2. 产业链重点受益环节 

“东数西算”工程有望推动数据中心和关联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以贵州集群贵安新区数
据中心集群为例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在贵阳贵安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已达 8 个，已累计
完成投资 131.65 亿元。同时，围绕数据中心上下游重点推进云服务“首位产业”和软件
服务外包产业发展，2021 年前三季度，以华为云、腾讯云、云上艾珀、白山云等为代表的
云服务企业预计实现营收近 145 亿元。 

“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数据中心头部骨干企业有望迎来发展新机遇。同时数据中心
建设、运维，以及数据中心内部的网络设备、传输设备、温控散热、UPS 电源等配套设备
需求有望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为优化通信网络结构，提高网络传输质量，传输网设备、
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电信网络环节有望又来增量需求。 

具体相关标的建议关注： 

1、东算西数地区布局的 IDC 标的：奥飞数据、光环新网、科华数据、宝信软件、数据港、
美利云等； 

2、服务器、网络设备：中兴通讯、紫光股份、浪潮信息等； 

3、网络基础设施光纤光缆：中天科技、亨通光电等； 

4、数通光模块/器件：中际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博创科技、剑桥科技等； 

5、机房电源、温控等配套设备：科华数据、科士达、佳力图、英维克、申菱环境等； 

6、IDC 运维：润建股份； 

7、服务器和设备上游 PCB：沪电股份、深南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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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意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天风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天风证券的

资产管理部门、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天风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天风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

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说明  评级 体系  

 股票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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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10%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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