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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述 

1、 项目名称 

光环新网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 

2、 项目实施单位 

（1） 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 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3、 项目建设地点 

上海嘉定工业区 

4、 项目实施目标和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光环新网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规划用地 37

亩，规划建设 4,500 个 2N 标准机柜，项目总规模可提供 9 万台服务器容量的云

计算服务能力，为广大企事业用户提供公有云、混合云、云备份等云计算综合解

决方案服务。 

5、 项目计划投入及市场预测 

项目总投入金额 89,400万元，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银行贷款以及通

过其他融资方式所获得的资金等。 

项目预计满负荷运营后年收入可达 39,600万元，净利润可达 12,372.09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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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1、 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是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光环新网”）的全资子公司，位于上海市嘉定工业园区。2014

年公司在上海地区布局数据中心，以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实施

主体，投资建设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为广大商企用户提供数据中心、云计

算等互联网一体化解决方案服务。 

2、 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位于嘉定区胜辛北路 3388 号的土地房产

（房地产权证编号：沪房地嘉字 2012 第 007267 号），光环新网（上海）信息服

务有限公拟收购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利用其持有的土地房

产与上海中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建设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 

3、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9年，于 2014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股票代码 300383），是中国 IDC龙头企业，业界领先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

供商。业务范围涵盖云计算服务、互联网数据中心服务、大数据分析服务等互联

网综合服务，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服务商之一。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业务的日益发展，公司积极布局云计算市场，与世界领

先的云计算公司——亚马逊公司进行合作，大力推进云产品与 IDC业务，为客户

提供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AWS咨询等云计算一体化解决方案，倾力打造便

捷、高效、安全、可信赖的企业级云产品及服务品牌，成为国内领先的云计算服

务商。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IDC 及其增值服务）是云计算业务发展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公司自行设计、建设的 IDC机房相对于基础运营及其他网络资源，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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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商企用户的高端需求。公司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自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基

地，总建筑面积近 50 万平米，机柜数量近 5 万架，机房标准达行业最高级。几

大数据中心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硬件设施上均具有突出优势，服务能力已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经过十余年专业运营管理经验的积累，公司已建立起资深技术

团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客户的需求，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 IDC 基础服务及多样化

的增值服务。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稳扎稳打，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和高端服务驱动创

新发展，历经十余年的辛勤耕耘与积累，业务横跨互联网数据通信全服务领域，

树立了高端专业的互联网综合服务品牌，赢得了客户的广泛支持与信赖，享有领

先的市场份额和较高的品牌知名度，成为行业公认的中坚力量。公司已经为上万

家政府部门、金融、电子商务、游戏、制造业等行业客户提供服务，2018 年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60亿元。 

未来，光环新网将加快 IDC 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业务，不断

提升研发、技术、服务水平，以专业化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互联网一站式综合

解决方案，打造国内 IDC和云计算行业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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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背景 

1、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行业背景 

2010 年，我国就将云计算产业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确定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等 5个城

市先行开展云计算服务创新发展的试点示范工作，自此，我国的云计算产业逐步

从概念走向落地。2015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

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将云计算发展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意见提出我国云计

算发展目标为，云计算在重点领域的应用得到深化，产业链条基本健全，初步形

成安全保障有力，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协同推进的云计算发展格局，

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大数据是数据服务中针对海量数据提供服务的部分。其价值在于从海量数据

中提取有用信息,以方便企业针对市场及自身用户开展市场营销活动、进行市场

预测与生产优化、通过风险控制最终实现经营活动的利润最大化。 

数据处理与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使用成本的显著下降使得通过网络录得

的海量数据得以被分析并利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多个行业所产生的数据得到

记录,数据源的不断扩大与丰富为大数据产业奠定数据基础。 

2016 年大数据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以下简称

“全文”）第二十七章明确提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彰显了国家对于大数

据战略的重视。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大数据行业市场规模高速增长。大数

据产业发展将迎来“黄金期”，创新驱动仍将是产业发展“主基调”，工业大数据

成为产业发展“新焦点”，特别是随着工信部《促进工业大数据发展的指导意见》

研究制定、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工作持续推进、工业大数据创新中心不断建成。 

2、 云计算市场发展趋势 

云计算支出在全球 IT 支出中的比例不断提升。全球公有云 2013~2017 年均

复合增速为 23.5%，远远超过整个 IT 行业的支出。2018 年，以 IaaS、Paa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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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为代表的全球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1363亿美元，增速 23.01%。未来几年市

场平均增长率在 20%左右，预计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2700 亿美元。IaaS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2018年全球 IaaS市场规模达 325亿美元，增速为 28.46%，

预计未来几年市场平均增长率将超过 26%，到 2022 年市场份额将增长到 815 亿

美元。 

近年来，我国云计算，特别是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快速推进，多个城市开展了

试点和示范项目，涉及电网、交通、物流、智能家居、节能环保、工业自动控制、

医疗卫生、精细农牧业、金融服务业、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试点已经取得初步

的成果，将产生巨大的应用市场。2018 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 962.8 亿

元，增速 39.2%。其中，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437亿元，相比 2017 年增长 65.2%，

预计 2019-2022年仍将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到 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731亿元；

私有云市场规模达 525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23.1%，预计未来几年将保持稳定

增长，到 2022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1172 亿元。在 IaaS 方面，阿里云占据 36.0%

的市场份额，天翼云占据 11.6%，腾讯云为 10.9%，位居中国市场前三名。光环

新网、UCloud、金山云紧随其后处于第二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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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项目建设内容 

1、 项目总体规划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光环新网上海嘉定绿色云计算基地二期。项目规划用地

37亩，规划建设 4,500个 2N标准机柜，项目总规模可提供 9 万台服务器容量的

云计算服务能力，为广大企事业用户提供公有云、混合云、云备份等云计算综合

解决方案服务。 

2、 云计算中心基础建设 

云计算中心机房是经营互联网业务的基础设施，云计算中心的设计必须满足

当前各项需求应用，又面向未来快速增长的发展需求，因此必须是高质量的、高

安全可靠灵活的、开放的。 

云计算中心建设包含机房环境建设、供配电系统建设、空调系统建设、消防

系统建设、保安监控系统建设等。 

机房环境建设按照 A级标准设计，在尘埃、噪音、照明、电磁干扰、承重等

方面严格按照标准规格进行施工建设。 

供配电系统进行多级冗余保护：外接电力采用双路供电，增加外部供电的冗

余度；机房 UPS系统采用冗余模式，并预留扩展空间，使其可以随时进行冗余并

机操作；机房备有柴油发电机组，存储可供 72 小时电力供应的油量，并签订柴

油供应协议，保证市电中断后柴油发电机组的可持续供电能力。 

空调系统采用水冷空调，加强制冷效率。在主机房区设计采用下送风，上回

风的气流组织形式，这种循环方式与热空气上升的自然规律相吻合，形成顺流，

在机房的工作区可以形成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将机房温湿度控制在标准范围

内。 

消防系统采用气体灭火系统，在多区域中布设烟感、温感报警器，保证火情

监控的准确及时。 

保安监控系统在机房内主要监控点均安置有摄像头，影像资料至少保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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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并随时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监控。同时设立有 24 小时保安人员值班，

严格控制机房进出人员，保证机房安全。 

3、 混合云平台建设 

光环新网 AWS 混合云产品结合光环新网现有 IDC、ISP、公有云、私有云等

服务，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整体服务。 

光环新网作为 AWS（北京）区域运营商，在自建数据中心落地接入点，用户

通过少量的实施工作即可快速上线基于 AWS的混合云架构。该架构下用户计算区

域、存储区域、网络区域边界清晰，可被轻松管理。混合云架构可充分发挥云计

算的特点，将现有 IT 设施与公有云资源快速结合，便于用户处理备份、存储扩

展、灾难恢复、测试验证、大数据分析、关键业务应用部署等问题。 

 

图 1、混合云架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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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投资回报预测 

项目总投入金额 89,400 万元，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银行贷款以及通

过其他融资方式所获得的资金等。 

项目总体完成建设后可以提供 9万台服务器容量的云计算服务能力，项目预

计满负荷运营后年收入可达 39,600 万元，营业利润为 14,555.40 万元，净利润

可达 12,372.0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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