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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为代表，委托 Frost & Sullivan 就香港数据中

心业的发展进行研究，研究数据中心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对巩固香港作为贸易及金融枢纽地位

的经济效益。 

 

香港是区内的主要金融、国际贸易及物流枢纽，这是毋庸置疑的。为此，香港在亚太区内提供

相关国际数据中心服务亦是区内数一数二的。就市场收益而言，香港是亚太区内五大市场之

一。对「加高地台空间」可带来经济效益而言(以每 10 亿美元的本地生产总值计算)，香港在亚

太区内名列第二。来自多个行业的跨国公司已在香港设立亚太区总部。根据投资推广署及政府

统计处在 2010 年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已有 3,638 家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或地区办

事处。这些汇聚本港的地区办事处，均需透过数据中心服务连系区内各办事处，从而对本港数

据中心服务产生巨大需求。 

 

上海、广州、新加坡及台湾等地，也正在积极吸引数据密集行业(例如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

资讯科技／电讯和内容／媒体)于该地设立总部和作出投资。这些地方亦积极发展数据中心和电

讯基础建设，以期成为数据中心枢纽和互连关口站从而支持上述行业的发展。由始可见，香港

必须提高本身的竞争优势，以促进和吸引有关数据中心的投资，从而巩固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

亚洲商业都会的领导地位。 

 

此项研究，我们进行了超过 50 次访问，受访者来自相关的商业机构(包括「数据中心营办商」

和使用「终端用户数据中心」的商业机构)，以及业界组织和政府机构的相关人士。本报告摘要

扼要载述访问收集所得的资料，以及我们根据该等资料和现有数据作综合分析后所得出的研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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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形经济影响有形经济影响有形经济影响有形经济影响 

 

数据中心业可透过营运和开支令香港经济受惠。其所带来的有形经济影响可分为两类：(1) 直

接影响，即本港数据中心业透过数据中心的营运活动而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 (2) 间接影响，

即因数据中心业在本港其他行业(例如电讯业、公用事业和房地产业)所作出的开支而令此等行

业产生的经济效益。 

 

直接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直接经济影响 

 

数据中心营办商及终端用户于 2009年直接带来共 16亿港元的经济增值额（数据中心营办商：

10亿港元；终端用户：6亿港元），约占 2009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16,220亿元的 0.1%。数

据中心业直接带来的就业机会，估计约共 2,200 个职位（数据中心营办商及终端用户大约各占

一半）。2009 年，数据中心业的雇员人均增值额估计约为每人 727,300 港元，较香港经济整

体雇员人均增值额(每人 466,200港元)为高，反映出数据中心业可带来较高的增值额。 

 

间接经济影响间接经济影响间接经济影响间接经济影响 

 

间接经济影响是因数据中心在其他行业所作出的开支而产生的。在整理访问所得资料后，我们

只计算下列行业

1 的经济影响： (1) 电讯业、(2) 公用事业；以及(3) 房地产业。就这些行业而

言，我们为每个行业计算出适用的经济因子，以确定本港数据中心业所作出的开支会如何影响

经济增值额和就业机会。 

 

在间接经济影响方面，2009 年，数据中心业所作出的开支令上述行业产生 18 亿港元的经济增

值额，并创造了约 2,600个职位。 

 

                                            

1 数据中心业在其他行业（例如保安服务等）所作出的开支相对较少，因此没有将之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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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总体有形经济效益而言，2009 年，数据中心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带来约 34 亿港元经济

增值额，占香港以基本价格计算的本地生产总值 0.21%，同时创造了大约 4,800 个职位，占总

就业人数 0.14%。 

 

与其他支柱产业(例如金融服务业、贸易及物流业)比较，数据中心业为香港经济带来的经济增

值额和就业职位可能较少。然而，数据中心业所产生的其他经济效益对促进支柱行业的增长和

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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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无形经济影响无形经济影响无形经济影响无形经济影响 

 

在研究的过程中，业界和相关持份者均认为，数据中心为其他行业发展提供关键基础建设服

务。这一点已从其他研究数据及验证「预定假设」得到证实。。 

 

下文所叙述的预定假设，均显示数据中心对香港经济有积极影响。尽管数据中心所产生的影响

无法全部量化，但其对整个经济所带来的正面效益，是不容忽视的。 

 

数据中心为各主要行业提供关键基础建设服务数据中心为各主要行业提供关键基础建设服务数据中心为各主要行业提供关键基础建设服务数据中心为各主要行业提供关键基础建设服务 

 

数据中心在协助本港争取成为国际都会、地区枢纽和主要金融中心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商业机构对数据中心的倚重 

数据中心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支援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资讯科技／电讯和内容／媒体等

行业的营运。2009 年，上述有关行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45%以上，并占本港数据中心空

间总需求的 84%以上，反映出上述行业对数据中心服务的倚重程度。 

 

地区数据中心所在地的设立与金融营运支援业务相关影响 

一个优良的数据中心环境，有利于减低相关金融服务机构为该区提供营运支援业务所带来的风

险，同时，亦可提高相关机构在香港开设地区营运支援业务（例如资讯科技功能、信用卡操作

和处理）的可能性。根据实证，大部分金融机构选择将其地区营运支援业务与地区数据中心设

于同一地方。作此决定的基本原因包括有关地点方便其管理、有技术人员可供聘用，以及在拓

展业务上具整体吸引力。 

 

从下表可见，大部分金融机构均把大量人手，包括负责金融及营运支援业务（例如资讯科技和

信用卡处理）的员工，分派到其中设有地区业务连同数据中心的城市工作。 

 

表表表表 1：：：：金融机构在亚太区金融机构在亚太区金融机构在亚太区金融机构在亚太区（（（（日本除外日本除外日本除外日本除外））））的地区总部和数据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区总部和数据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区总部和数据中心的所在地的地区总部和数据中心的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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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 
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地区总部的所在地地区总部的所在地 –  

亚太区（日本除外） 
地区数据中心的所在地地区数据中心的所在地地区数据中心的所在地地区数据中心的所在地 

总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总雇员人数（（（（2009年年年年））））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高盛高盛高盛高盛 香港 香港 2,000 800 

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摩根大通 香港 香港 4,000 2,500 

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汇丰银行 香港 香港 27,000 3,000 

渣打银行渣打银行渣打银行渣打银行 香港、新加坡 香港 12,200 7,800 

瑞士信贷瑞士信贷瑞士信贷瑞士信贷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 1,500 4,800 

花旗银行花旗银行花旗银行花旗银行 香港、新加坡 香港、新加坡 4,000 8,500 

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德意志银行 香港、新加坡 新加坡 1,000 1,900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调查研究和预测 

 

举例而言，新加坡是花旗银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枢纽、亚洲零售银行业务的地区总部，以及区

内的卓越中心。该地亦是花旗银行的地区业务和技术专业知识的重要枢纽，并设有其最先进的

数据及处理中心。该数据中心每日可为超过 50 个国家处理 250,000 宗地区交易，交易金额达

9,350亿港元。 

 

因此，如果各大金融机构选择在香港开设其主要的地区支援业务，不但香港的经济将可受惠，

而优良的数据中心环境，更可积极影响这些机构前来开设营运支援业务的决定。 

 

数据中心是促进关键金融交易的主要要素 

将金融服务机构的交易平台设于香港交易所邻近，可有助减低网络时延问题对金融服务交易所

造成的影响。最受网络时延影响的是程式（演算）交易，因为这类交易需要即时确定套戥机会

并即时进行交易。 

 

因此，如金融服务机构的交易平台因地方所限而无法设于证券交易所数据中心内或邻近，有可

能使香港提供世界级交易平台的能力产生负面印象。业界指出，由于程式（演算）交易已成为

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港需提升其有关能力，否则日后失去巨额新股认购市场的风

险可能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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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减低其营运风险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减低其营运风险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减低其营运风险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减低其营运风险 

 

到了 2012年，全球云端运算开支预测会增至 3,260亿港元，占资讯科技开支总额的 9%，显示

市场日益倚赖透过网络或云端运算提供科技服务。 

 

如本港商业机构倚赖海外数据中心或其数据中心设于海外的云端服务供应商，营运风险会因区

域性网络服务中断增加。举例而言，地震或台风可对海底电缆造成破坏，令本港商业机构与海

外数据中心或云端服务供应商的连线中断，因而对这些机构在港的业务造成影响。 

 

因此，如香港的环境及定位能吸引本地商业机构在香港设置数据中心，又能吸引云端服务供应

商于香港设置数据中心，上述的营运风险便可大大减低。 

 

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促使其扎根香港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促使其扎根香港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促使其扎根香港商业机构在港设立数据中心可促使其扎根香港 

 

调查研究显示，商业机构对资本密集的基础建设（例如数据中心）作出投资后，把业务迁往其

他地方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根据访问所得资料和现有数据，地区性公司（例如金融机构）在

作出初期投资／开展业务时，投放在数据中心的投资，估计高达总资本的 30%。鉴于该资本投

资金额巨大，此等商业机构不大可能于日后将业务迁往其他地方。 

 

此外，此等商业机构可能会优先考虑在同一地方扩展其地区业务。例如，Bosch 在新加坡投资

设立数据中心和销售／分销办事处后，宣布在该地设立新的地区总部，为旗下超过 200 个东南

亚办事处提供支援。该机构现正计划在新加坡设立资讯科技研发中心。 

 

数据中心带来较高增值额的就业机会数据中心带来较高增值额的就业机会数据中心带来较高增值额的就业机会数据中心带来较高增值额的就业机会 

 

本港数据中心雇员的薪金一般较其他行业雇员的平均薪金为高，而数据中心雇员的人均增值额

亦相对较高。例如，本港的数据中心经理年薪约为 600,000 港元；主机分析员、系统管理员和

数据中心支援工程师三个对数据中心运作至关重要的职位，年薪约为 300,000至 500,000万港

元不等。这亦显示担任此类职位者必须具备高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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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下表可见，数据中心雇员的人均增值额亦较许多其他行业雇员为高。 

表表表表 2：：：：多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和雇员人均增值额多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和雇员人均增值额多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和雇员人均增值额多个行业的就业人数和雇员人均增值额（（（（2009年年年年）））） 

行业行业行业行业  就业人数就业人数就业人数就业人数 
雇员人均增值额雇员人均增值额雇员人均增值额雇员人均增值额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数据中心业（直接影响） 2,200 727,300 

金融服务业 202,809 1,111,100 

旅游业 197,400 263,400 

贸易及物流业 832,800 473,900 

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业支援服务

2
行业 424,800 442,900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预测、香港政府统计处 

 

                                            
2 工商业支援服务是指提供服务予其他公司（即中间投产消耗），以及向公司及个别人士输出的服务，例如货物运

输、贸易融资及保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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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海外政策／／／／措施和发展情况措施和发展情况措施和发展情况措施和发展情况 

 

A.政策与措施 

 

香港仍然是区内的主要数据中心及电讯枢纽。然而，对数据中心营办商和终端用户而言，在其

他地方(例如新加坡)扩充或设立数据中心业务，是有其吸引力。新加坡等竞争对手一直积极推

动数据中心业发展。举例而言，新加坡政府已制订各项措施，加快批核有关设立数据中心的申

请及发牌程序，而与美国的做法相若，该地亦提供各种诱因以吸引海外投资者。根据业内受访

者的意见，此举吸引了国际数据中心营办商，例如 Digital Realty Trust、Equinix 和 Global 

Switch 在该地作出庞大投资。此外，云端服务供应商 (例如亚马逊、谷歌、VMware 及

Salesforce.com)在新加坡的业务，比其在香港的业务为多。 

  

由于发展数据中心需要大面积土地，新加坡政府亦正计划兴建面积达 12 公顷的数据中心园，

使之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数据中心设施，以吸引跨国银行、电讯企业和国际数据中心营办商在

该处设立关键业务。 

 

研究显示，数据中心的汇聚，应可节省基础建设开支，并能受惠于「最后一哩」设施所带来的

好处。业界普遍认为，要发挥汇聚效应，不单是让更多的数据中心置设于一地，而是让他们汇

聚一处，集中共用资源以降低开设和营运成本。 

 

目前，除了少数营办商在香港科技园公司管理的工业邨内设置数据中心外，本港的数据中心均

散布在不同地区。如当局拨出大面积土地（约 8 至 10 公顷）供集中兴建数据中心，便可发挥

汇聚效应。此外，由于需求方面有保证，可吸引电力公司等服务供应商在资本密集的基础建设

上作出投资。 

 

B.  海外金融中心的数据中心发展 

 

环顾数据中心在其他城市的发展，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芝加哥和新加坡等环球金融中

心和城市／地区附近，均设有很多数据中心以应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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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国际营运商建立数据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国际营运商建立数据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国际营运商建立数据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国际营运商建立数据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及城市 

其中一些的数据中心其中一些的数据中心其中一些的数据中心其中一些的数据中心 
营办商营办商营办商营办商 

设有设有设有设有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的主要金融中心 
（（（（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 > 100,000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平方呎）））） 

设有设有设有设有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的其他一些地点的其他一些地点的其他一些地点的其他一些地点

3 

Digital Realty Trust 伦敦、纽约、巴黎、芝加哥、新加坡

4 
波士顿、侯斯顿、硅谷、都柏林、阿姆斯特

丹、洛杉矶、三藩市、达拉斯、夏洛特 

Equinix 
伦敦、纽约、巴黎、芝加哥、东京、

香港、新加坡 

波士顿、达拉斯、硅谷、上海、悉尼、阿姆斯

特丹、洛杉矶、阿特兰大、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Global Switch 伦敦、巴黎、新加坡 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悉尼 

Telehouse 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香港 上海、洛杉矶、首尔、开普敦、大阪、名古屋 

Savvis 伦敦、纽约、芝加哥、东京、新加坡 波士顿、硅谷、达拉斯、洛杉矶 

资料来源：Frost & Sullivan调查研究 

 

此外，位于北美洲的 Equinix的行政总裁指出，纽约大都会地区(特别是金融界)对数据中心服务

的需求在过去数年大幅增长。Equinix 于距离曼克顿市中心仅 17 公里以外的地方，建造了一个

加高地台空间达 100,000 平方呎的全新数据中心，成为该公司在该区所开设的第八个数据中

心，专门用作提升其数据容量，使其更能应付金融界的需求。由此可见，数据中心确实有需要

设于环球金融中心内或附近。 

 

香港未必可以推行所有上述的措施和政策，但须洞悉这些措施和政策，及因应香港的实际情

况，考虑推出可令香港受惠的适当措施。 

 

                                            

3 就加高地台空间面积而言，数据中心营办商在其他地点所开设的数据中心，一般面积为 50,000至

100,000平方呎不等，有些占地更广。 

4 2010年，Digital Realty Trust在新加坡作出庞大投资，以兴建面积达 370,000平方呎的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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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促进数据中心业发展的需要促进数据中心业发展的需要促进数据中心业发展的需要促进数据中心业发展的需要 

 

数据中心有其特定的需要，因此其发展往往受到限制。香港如不应对此等需要，业界发展可能

会受到约束。 

 

合适空间合适空间合适空间合适空间／／／／土地的供求情况土地的供求情况土地的供求情况土地的供求情况 

 

A.  合适空间／土地的供应情况 

 

数据中心业所面对的主要约束之一，是缺乏合适的土地以兴建大型高端数据中心（第 3+及第 4

级）。根据我们以假设「需求无约束」

5
的预测，到了 2015年，本港的第 3+和第 4级数据中心

总共需要额外 500,000 平方呎加高地台空间，或等于大约 10 公顷面积的土地6
。我们亦预期有

关需求在 2015 年后将持续增长。从以下几方面来看，目前可供应及可供使用的合适7
土地，不

足以应付日后兴建高端数据中心的需要, 其中包括：(1) 地盘的面积；(2) 市场可供使用土地的

总面积；(3) 电力供应能力；以及 (4) 土地是否适合使用（例如有关土地是否远离危险行业）。 

 

我们在查察不同的土地来源，及分析哪些土地可供作发展数据中心后。得出以下目前的供应情

况： 

 

• 香港科技园公司管理下的工业邨： 

                                            
5
「需求无约束」是指加高地台空间的需求增长不会为外在障碍因素(例如不利发展的规例或没有可供使用的土地)所

约束。 
6
加高地台空间每 100,000平方呎的数据中心需要占用约 2公顷土地。 

7
评估土地是否适合兴建高端数据中心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当中包括：远离主要道路；并非邻近高危设施(例如炼油

厂)；并非在飞机航道之下；与可产生震动或干扰数据中心(电脑)运作的邻近设施保持一段缓冲距离；以及有充足的

电力供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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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0年 12月，将军澳工业邨仅余三幅空置用地，总面积约为 4.5公顷，预计当中

两幅用地快将被批出

8
。大埔工业邨目前没有空置用地。基于网路容量不足，元朗工业

邨不适合发展高端数据中心。 

 

• 公开市场： 

在 2008至 2010年期间，只有 11幅土地可供申请作商业用途，其中最大两幅土地的面

积仅分别为 1 公顷和 1.4 公顷，均较在 2010 年批给一数据中心营办商在将军澳工业邨

将会兴建第 4级数据中心的 3公顷土地为小 。 

 

• 可作数据中心用途的现有工业大厦／用地： 

现时约有 300 公顷及 200 公顷的工业大厦／用地分别划作工业及商业用途，这些土地

均可作数据中心之用。不过，要将这类土地重新发展作高端数据中心用途，会遇到不少

挑战。若要重建现有工业大厦，必须先行收购及拆卸现有建筑物，因而令重建成本增加

及筹建时间延长（12 至 24 个月）。此外，附近建筑物可能存在共有业权问题，增加了

收购足够面积土地以发展高端数据中心项目的难度。再加上电力供应有可能不配合等问

题，均造成现有工业大厦对可供发展高端数据中心的限制。 

 

B. 需求 –香港是设立数据中心的首选城市 

 

数据中心营办商及终端用户均认同，即使在其他地方设立数据中心可能节省成本，但业界大多

倾向选择在香港开设其主要数据中心，因为香港具备多项制度优势，包括： 

• 首先，香港是区内金融枢纽，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数据中心一般倾向设于业务运

作地点附近，而对于个别数据中心来说，这更是特定的需要。 

• 第二，鉴于区内其他地方的规管问题、资料私隐监管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备的基础设施

等，数据中心营办商及终端用户均认为，香港是大中华区内设置其主要及／或后备数据

中心的安全地点。 

• 最后，香港不受地震等天灾威胁，为数据中心提供了稳定的营运环境。 

 

                                            
8
截至 2011年 3月，该两幅用地已被批出，现余下一幅面积为 1.5公顷在海边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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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遍观点认为，香港如不尽快供应足够及合适土地作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其发展核心基

础设施以应付企业所需的能力将会受到影响。长远来看，香港作为国际都会和主要金融中心的

竞争力亦可能被削弱。 

 

充足电力的供求情况充足电力的供求情况充足电力的供求情况充足电力的供求情况 

 

大部分业内企业均指出，电力供应是本港数据中心业所面对的两大挑战（与及土地）之一。须

特别指出的是，经改装的工业大厦未必能应付高端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需求。而且改装翻新工

程需时甚久。视乎变电站的供电量及／或大厦内电力变压房的空间大小。要为设于现有或新改

建大厦内的数据中心提供足够电力，可能需时数月或以上。对设于未开发土地上的数据中心来

说，如果该处附近没有变电站，则可能需时数年。 

 

技术人员的供求情况技术人员的供求情况技术人员的供求情况技术人员的供求情况 

 

部分业内企业在招聘数据中心人手时曾遇上困难，其中包括高级技术人员(具高技术水平和丰富

经验的数据中心经理及规划师)及次级技术人员(数据中心操作员)。就拟在本港开设业务的云端

服务供应商而言，因为他们需要具高技术水平的人员负责营运其业务，上述情况日后可能会对

他们构成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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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总结而言，香港数据中心业具有强劲增长的潜力，主要是由于科技发展趋势(包括资讯电子化、

电子商贸发展以及云端运算的采用日益普及)，带动了对数据中心服务的需求。香港是区内的主

要科技与电讯枢纽，因此可受惠于数据中心业的增长。加高地台空间的总需求，预计会由

2009年的 2,300,000平方呎，增至 2015年约 4,100,000平方呎。按复合年增长率计算，增幅

为 9.8%。我们亦相信总需求在 2015年后会持续增长。 

 

从经济角度来说，与其他支柱产业(例如金融服务业、贸易及物流业)比较，数据中心业为香港

经济带来的增值额和就业职位可能较少。但是，业界及相关持份者均认为，数据中心是其他行

业发展的关键基础建设。此外，云端运算的采用日益普及，对区内数据中心服务的需求和数据

中的提供会带来显著及积极影响。 

 

为促进本港数据中心业发展，并巩固香港作为区域枢纽的地位，当局须先解决数个现存问题，

包括提供大幅合适土地以发展高端数据中心，并采取可行措施，处理电力供应基础设施／电力

供应的问题，以及应付数据中心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 

 

鉴于数据中心业可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建议我们建议我们建议我们建议当局应研究可促进数据中心业进一步发展的

措施。我们的结论如下： 

 

• 目前未能应付高端数据中心对合适空间／土地的需求； 

• 若未能应付有关需求，本港整体经济活动及竞争力会受到不良影响；以及 

• 若有需要，再作详细研究以评估和定出可促进数据中心发展的措施，并参详各项措施的

切实可行性、效益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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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词汇词汇词汇 

 

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数据中心 - 用以放置电脑系统设施及相关组件(例如数据通讯和储存系统)的地方。此用语一般

包括后备电力供应和环境控制系统（例如空调和灭火系统）。 

就这项研究而言，数据中心包括商业机构用以支援内部运作的终端用户数据中心，以及由数据

中心营办商管理、可提供能赚取收入的数据中心托管服务的数据中心。 

 

终端用户数据中心终端用户数据中心终端用户数据中心终端用户数据中心  –  非赚取收入的内部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营办商数据中心营办商数据中心营办商数据中心营办商 – 一般指系统集成商、电讯及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以及纯粹从事数据中心业务

的营办商，他们均拥有可赚取收入的数据中心。这些营办商为其他商业机构提供数据中心服

务。 

 

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加高地台空间 – 指数据中心内可用以提供数据中心服务的加高地台空间，通常以平方呎或

平方米作为量度单位。 

 

数据中心级别数据中心级别数据中心级别数据中心级别 – 国际正常运行时间协会（Uptime Institute）根据服务的可用性，将数据中心分

为四级。第 1 级数据中心的服务可用性最低（99.671%），第 2 级数据中心的服务可用性为

99.75%，第 3 级数据中心的服务可用性为 99.98%，第 4 级数据中心的服务可用性最高

（99.995%）。数据中心营办商拥有的数据中心大多属第 3 级或以上。有些数据中心被归入第

3+级，是由于中心目前虽以第 3级的规格营运，但只须稍作改动便能升级，符合第 4级在服务

可用性方面的规格。 

 

增值额增值额增值额增值额 – 增值额是营运利润、员工酬金和利息款项的总和。营运盈余是收入在扣除营运支出和

折旧后所剩余的款项。因此，数据中心营办商的整体增值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增值额（数据中心营办商）= 收入 – (营运支出 + 折旧 + 员工开支 + 利息款项) 

对终端用户数据中心而言，营运利润假设为 0。因此，终端用户数据中心的整体增值额的计算

方法如下： 

增值额（终端用户）= 折旧 + 员工开支 + 利息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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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st & Sullivan是一间与客户建立长远成长伙伴关系的公司，让客户能够加速成长，在增长、

创新和领导才能方面均达致同级最高水平。公司的成长伙伴服务，为行政总裁及其成长团

队，提供专业调查研究和最佳实务模式，从而推动强大增长策略的产生、评估和推行。Frost 

& Sullivan充分展现50年的丰富经验，在全球六大洲上的40多个办事处，与1000间公司、新兴

企业和投资界携手合作。如欲加入我们的成长伙伴计划，请浏览http://www.frost.com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99 号 

中环中心 66 楼 01 室 

电话 +852 3965 3315 传真 +852 3965 3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