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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多少个数据中心
今年，我国明确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各地还将继续上马一批数据中心建设项目。数据

中心市场总体规模将快速增长，未来3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不低于30%。专家建议，各地在布局数据中心时，要根据应

用需求，科学规划、统筹布局，避免“一哄而上”导致无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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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型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
施”。近年来，我国数据中心投资建设步
伐持续加快，全国已有数据中心机架数
量超过200万个。

今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明确要加快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这
也意味着，各地的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将
继续扩容。随着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我
国还需要投资建设多少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为何成“香饽饽”

数据中心是什么？在数字经济时
代，数字计算能力如同水、电等生产资料
一般，是最根本的社会基础设施之一。
作为数据枢纽和应用载体，数据中心是
承载数字计算力、各行业信息系统的基
础保障设施，是搭建信息化平台的重要
前置条件，也是发展数字化产业链的关
键一环。

今年以来，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加快推进一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数据中心项目成了各地新基建的

“香饽饽”之一。
赛迪顾问总裁孙会峰预测，今年，我

国数据中心投资规模将达到4166.8亿
元，同比增长12.7%。到2025年，这一投
资规模有望达到7070.9亿元。

各地为何热衷投资建设数据中心项
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
据研究所所长何宝宏告诉记者，数据中
心作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之一，不仅
可以服务于互联网，而且可以服务于传
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推动地方优势
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随着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互联
网与传统产业进一步融合，新型基础设
施将从支撑消费逐步转向支撑产业发展
和社会数字化治理，成为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也将成
为各个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性先导产
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将大幅
提升。”何宝宏说。

万国数据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黄伟
告诉记者，数据中心业务伴随着互联网
发展而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中
心平稳运行是各行业开展正常工作的重
要保障。例如，数据中心通过为清算、结
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可以保障金融活
动、消费者支付、社会经济活动等正常开
展；通过支撑线上办公和即时通信，可以
确保企业运行及个人通信正常。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数据中心受各地
热捧，一方面是由于数据中心将为智慧
城市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以数
据中心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兴起，将从供
需两端带动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长注入
更多新动能。

需求量将大幅增长

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许多短

板，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短板更明显。
2018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两
年明确提出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加快了“新
基建”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投资项目。各
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今年各地还
将继续上马一批数据中心建设项目。

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我国到底需要
投资建设多少个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是产业数字化的关键基
础设施，在网络数据量迅速提升、云计算
兴起以及开始步入5G时代的大背景下，
对数据中心的需求量将大幅增长。”盘和
林说，今年以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时，许多行业加快拓展线上业务，电子
商务、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等垂直业务需
求以及业务规模不断上升，金融、制造业
等传统行业也都加快了信息化进程，这
在客观上为数据中心供应商提供了更多
发展机遇。

盘和林表示，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已
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许多新业态、新模
式在疫情冲击下进一步发展壮大，发展
更加成熟，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同时，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
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数据中心在稳投资，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等方面的潜力仍有
待进一步挖掘。

何宝宏认为，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短
板问题可通过“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一起
发力，在补短板、促创新上协调推进，形
成合力。同时，随着以5G、工业互联网
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融合发展、广泛渗透，
低时延、大带宽应用场景将持续增加，将
带来数据量大幅增长，进而带动数据中
心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他表示，数据
中心市场总体规模仍将快速增长，未来3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不低于30%。
黄伟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对数据中

心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省
份，这些地区的人口及互联网用户密度
远远领先中西部地区，大型互联网、云计
算、科技创新类企业与政企用户数也远
远领先其他地区，对数字经济的贡献也
更大，是我国数据中心业务需求最旺盛
的区域。

“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的数据中心上
架率已经达到60%至70%，显著高于其
他地区，供需缺口仍有扩大趋势。”黄伟
预测，未来5年到10年，我国数据中心的
市场需求将继续增加，尤其是随着5G应
用进一步成熟，将催生出更多应用，进而
会催生出更大的需求。

如何避免“一哄而上”

“不管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新
兴基础设施建设，如果缺乏科学合理规
划，盲目投资、跟风建设，肯定会导致布
局不科学、不合理以及重复建设等一系
列问题。”何宝宏说。

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数据中心
建设一般会科学布局与规划。例如，服
务型数据中心一般主要分布在人口密
集、信息化发达的中心城市（主城区）。
一些企业也会把对网络时延要求较低的
灾备业务转移到寒冷地区部署，以更好
地利用当地资源。

何宝宏建议，在布局数据中心时，要
注重科学规划、统筹布局，对大型、超大
型数据中心和边缘数据中心分类规划。
其中，边缘数据中心支撑短周期数据存
储、实时业务处理，对网络时延要求高，
需要本地化部署；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支撑长周期数据存储、大数据分析等业
务，对网络时延要求相对较低，可将其建
设需求逐步向一线城市近郊、周边城市
甚至中西部地区转移。

“数据中心作为重资产投资，是以15
年到20年生命周期来衡量的，若布局不
当，极有可能导致无效投资。”黄伟指出，
过去10年来，各地建设了不少数据中心
项目，总量缺口已经不大，但经济发达地
区需大于供、经济不发达地区供大于需
的特点比较突出。因此，建议以人口密
度及对应的流量需求作为数据中心布局
的重要决策依据，并结合当地政策、自然
环境等情况，综合统筹、全面规划，实现
全国资源的合理布局。

在黄伟看来，未来数据中心建设将
呈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数据中心持续
走向大型化、规模化；二是边缘计算的载
体下沉到社区、工厂等边缘侧。受此影
响，未来数据中心建设也将分成边缘型
和集中型，“大的更大，小的更小；近的更
近，远的更远”。

黄伟建议，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在选
址上必须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客户中
长线应用需求是否能够支撑数据中心建
设；二是必须跟随技术趋势变化开展布
局。由于未来技术更新会让数据中心的
技术门槛越来越高，技术前瞻性将是保
证数据中心未来适应性、保持投资回报
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盘和林表示，随着数据中心需求量
增大，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数据中心建
设与日俱增，数据中心作为高耗能且备
受追捧的产业，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过
度建设的问题。因此，一方面要做好顶
层设计，统筹规划，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
展情况和产业发展需求，选择适宜的地
区，数据中心建设不要盲目追求规模。
另一方面，要注意提高数据中心的利用
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设数据中心要
更有针对性。

7月3日，“债券通”迎来开通三周年。中国
人民银行当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债券
市场余额为108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
二。截至6月末，共有近900家境外法人机构
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和
地区，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约2.6万亿元，2017
年以来以每年近40%的速度增长。目前，境外
机构持债规模占我国债券总量的比重为2.4%，
持有国债规模占比达9%。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新公布
的数据也显示，截至6月末，该机构为境外机构
托管债券面额达 21960.11 亿元，环比增加
829.39亿元，环比增幅为3.93%，自2018年12
月份以来，已连续19个月增加。上半年，中债
登为境外机构托管债券面额净增量达3190.38
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3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认为，外资连续增持中国债券，说明中
国债券市场对外吸引力上升。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加快，外资进
入中国债券市场渠道畅通；二是我国新冠肺炎
疫情率先得到控制，经济复苏加快，人民币汇率
趋稳，人民币资产安全性较高，避险作用凸显，
外资对中国市场信心较足；三是全球开启量化
宽松政策，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中外债券利差相
对较高，具备投资价值。

2010年，人民银行先后准许境外三类机
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与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投资我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2016年，投资者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境
外各类金融机构及其发行的投资产品。2017
年7月份，“债券通”适时启动，使国际投资者可
以在基本不改变原有交易结算制度安排和习惯
的情况下，接入并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所有类
型债券，是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
碑。债券通与原有模式互为补充，较好满足了
境外投资者需求，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具备高效的境内外衔接、快捷便利的申请
和操作流程等优势，使得债券通吸引了广大境
外投资者。2017年7月3日，债券通“北向通”
开闸，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揭开新篇
章。3年来，境外资金活水不断流入，外资机构
持仓规模稳步增加。

目前，债券通参与机构数量和日均交易量
屡创新高，成为国际投资者加速进入中国资本
市场的“助推器”。截至6月底，债券通已汇集
了2012家境外投资者。全球排名前100位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已有72家
完成备案入市。此外，债券通还在6月份迎来了首批俄罗斯投资者，服务范
围扩展至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境外投资者积极入市，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总额也持
续上升。截至今年5月底，境外机构持债总量为2.426万亿元，较债券通启
动前增长约188%。

债券通交易数据也能体现外资对中国债市的高涨热情。今年上半年，
债券通交易量达2.331万亿元，日均交易量为199亿元。而2017年7月份
至2018年5月末，债券通日均交易量仅为25亿元。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明表示，由于全球疫情影响，海外主要央行货
币政策大幅宽松，美债利率创历史新低。中国债券相对于海外主要国债的
利差明显加大，因此中国债券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

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持续提升债券市场深度广度，完善风险对冲机制和评级、税收等配套制度安
排，进一步提高国际投资者入市便利度。

聚焦数据中心建设系列报道 上篇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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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

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华侨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英文名称：OCBC Wing Hang Bank （China）

Limited Shanghai Branch

机构编码：B0286B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1527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1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155号华侨银行大厦三

楼307单元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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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称：OCBC Wing Hang Bank (China) Limited

机构编码：B0286H23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41520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5日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1155号华侨银行大厦

B101,B103,B106A- C,B108- 109,103,104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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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日期：2020年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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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号为00590721的金融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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