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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行业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策略
徐　慧　王宇星　应元宏　杨　镒　葛宇轩　王　爽

（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　随着 5G、人工智能（AI）等技术成为全世界数字经济的重要赋能技术的同时，云计算作为全新信息革命的中枢也

在不断的发展。在如今的社会实体经济需要与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分析等新兴科技技术加速融合。中国发展为一个成

熟、高效、稳健运行的经济体，是绝对却少不了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政府对于云计算的发展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云

计算作为连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枢纽，对于世界的信息革命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云计算产业在未来 5-10 年内，

发展有望维持较高水平增长。2020 年春节期间发生的重大疫情事件更是导致远程办公、线上教学的火热发展。云计算技术

对疫情的各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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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革命也在不断的迅速发展，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相互连接在一起。

社会的变革、经济的转型、国家的繁荣强盛都与信息产业

休戚相关。云计算行业由于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落差，

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得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在

这个背景下，证券市场中的云计算概念板块也在 2010 年应

运而生，投资者也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云计算”概

念股通常是指与云计算产业链相关的以云平台服务、云端

服务器、系统制造为主体的上市公司，由于不同公司的提

供的产品不同，可以细分为服务供应、系统生产、应用软

件开发等领域。尽管云计算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时间不长，

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

已经体现出很好的前景，云计算在社会的使用度也得到更

为广泛的普及。

1 我国云计算行业特点分析

由于科技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

“数据为王”的时代，IT 基础设备的运用已经不能够满足

企业处理所生产的大量数据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云

计算就产生了。云计算的高便捷性可以将复杂的 IT 资源进

行整理归类。其不仅提高了电子办公的工作效率也节省了

一定的生产成本。云计算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增强竞争力、

形成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一项功能。

自 1980s 电脑的产生以来，信息产业开始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作为三次重大的信息产

业革命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动力（信息产业发展进程图见

图 1）。

云计算具有广泛网络接入、快速弹性伸缩、计费服务

方式，按需自助服务、资源共享等特点，可以实现管理成

本和供应商服务交互的最小化，大幅度降低企业数字化转

型门槛，加快数字经济的发展。

2 云计算是新兴科技行业，企业数字转型的关键

云计算是实质上是把 IT 资源作为商品，通过互联网交

付的形式为用户提供高效率计算、强性能存储、深度扩展

性的新兴的信息应用技术，云计算技术是跨越时空的信息

对接，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桥梁式的支撑作用。云计

算对传统企业的转型带来了便利，通过数据操作的高效率

和低成本为企业节省开支并加大主营业务投入、提升企业

竞争力带来了很好的作用。云计算具有三种服务模式，即

基础设施型服务（IaaS）、平台型服务（PaaS）、软件型服

务（SaaS），三种服务模式在金融、政治、医疗、交通等

方面都充分发挥了云的作用。[1]

3 云计算产业链

云计算产业链可以分为以芯片、服务器、存储设备等

为主题的上游 IT 云计算设备制造商、以基础设施服务、平

台服务、软件服务（Iaas、Paas、Saas）为运营的中游云平

台服务商以及下游终端用户三部分（云计算产业链结构图

见图 2）。云计算具有庞大的云计算产业生态是由于云计算

技术连接着整个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IDC、服务器、人工

智能等行业都与云计算休戚相关。

在云计算产业链中，上游产业链例如服务器和芯片制

造商的产品很难有较大的区别，所以购买者更看重产品的

性能和稳定性。中游产业链，对于企业和政府购买者来说，

他们更关注云服务平台功能的多样化和服务的规范化。因

此，云计算厂商的发展一直是以用户需求为方向的。各大

云服务厂商都在向上下游扩展，以期满足用户丰富的上云

需求。随着科技型产业的发展、云计算产业链也将伴随着

数字时代的到来而具有广大的前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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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资价值策略。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1 年 5期 ( 上 ) 总第 458 期科创产业

36

4 中国公有云占主要份额，云安全与稳定性仍存
在问题

按照云计算的部署模式又可将其分为：公有云、私有云、

混合云等三种模式（云计算部署模式见表 1）。

云计算算法模型为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的同时，也滋生

（下转第 49 页）

表 1 云计算部署模式表

公有云 私有云 混合云

服务对象 所有用户 某一企业内部用户
部署了私有云，同时对公有云有需求的

企业用户

提供商 互联网企业、IT 企业、电信运营商 IT 企业、电信运营商 互联网企业、IT 企业、电信运营商

主要客户 中小型企业、开发者、个人消费者 大中型政企机构 高校、医院、政府、企业

成本 低 较高 高

数据安全性 低 高 高

拓展性 高 有限 高

供应商举例 阿里云、腾讯云、浪潮 华为企业云、深信服企业云 中国电信天翼混合云

图 1 信息产业发展进程图

图 2 云计算产业链结构图

PC 革命（1980S） 互联网革命（1990S） 云计算革命（2006 年 -）

从价格昂贵、只能在特殊行

业中使用的大型机，发展成

价格相对低廉的小型机，个

人计算机普及开来，极大的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互联网革命将终端计算设备

链接起来，实现了信息的发

布、检索和共享，极大提高

了沟通协作效率

云计算的计算能力将变成一

种公共服务，云计算通过集

中供应。按需供应的模式打

破了时空限制，真正实现了

信息化

产业链上游 产业链中游 产业链下游

软件即服务 Saas

政府、企业、

个人用户

电脑、手机、

物联网终端

平台即服务 Paas

云计算设备制造

（芯片、服务器、

存储设备）

基础设施即服务 L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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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会其中的要义，唯此，各大建筑企业们才会严谨的面

对此项工作，不打马虎眼。要想树立环境安全意识，首先

要加大宣传力度，环境主管部门可利用好自身的权威性，

为大部分建筑企业管理者树立正确的环境评价意识，告诉

人们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环境工程里是重要的。

3.2 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核制度

在环境工程中，许多企业忽视了持续性的利益，这就体

现了环境影响评价审核制度的重要性，完善审核制度，能

让环境影响评价更加的客观和详细，同时也能好好保护环

境，一举两得，审核制度能使此工作开展的更加顺利，并

且具有一定的原则根据性。举个例子，在建筑和工业审核

制度体系中，工作人员对环境审批工作从严处理，依照具

体情况，对工程的规划、方案、用地、环保建设和环评进

行查核，工作人员既能全面详细地熟悉建设项目的科学性，

又能及时察觉到项目内出现的不合格的部分，从而对不符

合标准，不合格的建设项目要求更改或者直接否定其建设

要求，以此保证建设项目对环境工程建设要求的相对性。

3.3 重视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

建设环境工程时，首先提出来的一点是，要重视环境

影响评价的重点。由于许多工程在建设时没有重点，没有

目的性，所以许多项目只有短暂的利益，长久性不强，甚

至导致了工作人员的消极怠工，由此可见，重视环境影响

评价的重点的重要性。其具体表现在：（1）对重点具体化，

把广泛的工作具体到详细任务；（2）对重点成批化，实现

重点分批一起处理；（3）根据实际环境工程实施情况，要

重视评价大气、噪音和水质等，具体写下大气、噪声、水

质等方面，这些都要根据规定指定的指标来检测，一切过

程要具体详细，[3] 这样环境工程的建设就能有一个好的收益。

4 结语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环境工程中最基本的环节，在保

护环境的各环境工程中，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是尤为重

要的。为此，我们所提出的策略中包含：要树立环境评价

的意识，让大家懂得其重要性；完善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

保证工作有序进行；抓住重点，使环境工程的收益最大化。

这样，才能保证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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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问题。对企业的云计算运用调查中发现，有六成多

的企业愿意用原始的公有云服务，但是仍然有三成企业不

愿意继续使用原有的公有云服务、其认为原公有云服务平

台存在各种问题。[3] 归纳来看，企业认为云服务商主要存在

用户数据不安全、技术水平不够、存储兼顾性不强等问题。

在这其中企业最关注的就是用户数据的安全与隐私，很多

企业明确了公有云的缺点并希望可以加以增强数据安全能

力，云服务商需要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一定手段来达到用户

满意的需求。除了安全性问题外，云平台服务系统的不稳

定也常常让用户苦恼，关键原因在于技术手段不够成熟，

其最好进行实时的企业售后咨询，完善基础硬件条件、加

大科技研发等措施以解决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4]

5 结论

通过借鉴各个证券机构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对

云计算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运用宏观与

中观分析法得出云计算行业前景广阔，具有很大的投资价

值。最后用微观因素中的财务指标结合相对估值方法找到

适合进行价值投资的股票。通过同花顺 Ifind 软件数据库选

取了 144 家云计算行业的上市公司，选取反映公司偿债能力、

营运能力、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公司治理水平的 12 个指

标构建综合价值体系，再运用 SPSS 软件进行降维思想的因

子分析，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得到 144 家上市公司

的综合得分。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对 144 家云计算概念板块中企业的综合得分进行评价，

综合排名较高的企业有浪潮信息、汉得信息、光环新网、

杭钢股份、三六零、沙钢股份等 20 家上市公司。投资者仅

仅通过此模型来筛选需要投资的股票可能存在一些不确定

性，为了投资价值的更大化，用相对估值法来进行有效股

票的筛选。最终得到市盈率与市销率都低于 20 只股票平均

值的综合排名靠前的 5 只股票进行价值投资。通过对投资

策略进行仓位控制、运用技术指标进行买卖时间点的选择，

再对风险进行分析，通过止盈止损的方法进行风险规避。

从而构建完整的策略操作体系，可以很好的帮助投资者进

行价值投资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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