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 

甘肃省工飾信息化厅文件
%

甘通局发〔2021〕68号 签发人：佘涛王海峰

甘肃省通信管理局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 

家新型数据中心（ 2021年）典型案例 

推荐工作的通知

电信甘肃分公司、移动甘肃有限公司、联通甘肃省分公司、有 

关企业：
现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数据中心 

（ 2021年）典型案例推荐工作的通知》（工信厅通信函〔2021〕 

262号）转发你单位，请你单位认真研究，按照申报要求准备 

申报材料，并于11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省通信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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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工信厅。

附件：1.《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数据中 

心（ 2021年）典型案例推荐工作的通知》（工信厅 

通信函〔 2021〕262号）

年11月

亮 0931-8788968

厅

省工信厅 孙海峰 0931-8929245

2 —



附件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通信函〔2021〕262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新型 

数据中心（2021年）典型案例推荐工作的迎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大 

数据产业主f部门，相关企业：

为加快新型数据中心建设与应用，更好支撐经济社会各領域 

数字化转型，按照《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 

2023年）》（工信部通信〔2021〕76号）有关要求，现组织开展 

2021年度国家新型数据中心典型案例推荐工作，有关氺项通知 

如下：

一、推荐方向

（一） 大型数据中心。针对互联网、工业、金轻、政务等世 

点行业领域，聚焦数据中心基珀设施、运f管理、数字技术、生 

态能力，特别是在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致能千行百业两方面效 

果明显的大型及以上数据中心典型应用案例。〔大型数据中心： 

单体规模大于等于3000个标准机架（2.5kW/机架）〕

（二） 边缘数据中心。针对5G、工业互联网、VR/AR、智 

慧域市等t点应用场景，聚焦数据中心运行效牢、笄力#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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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安全、隨能力，制是在应麟色方洲紋_推广的边 

缘数据中心典组应用案例。（边缘数据中心：部展在网络边缘、 

铱近用户倒，单体规校不超过100个标准机架）

二、 申报条件
（-）巾报主体应在中华人民共卵㈣録登记、具有径 

立法人资格，近三年财务状况6•好，在质:s：'安全、_和社会 

责任等方面无不良记录。
（二） 允许以联合体方式参与中报，联合体中的单位数贷不 

超过3家’其中数据中心的运营主体应共有相应的增值电信业务

经赀资质。
（三） 中报项目的产品、技术及相关专利归屈申报主体、团

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知识产权纠纷。
（四） 申报项目应共冇较商技术水平和完整解决方案，具有 

较强的代表性、示范性、创新挫，对相关行业或企亞兵有较强借

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三、 工作要求
（一）推荐工作遵循“政府引导、企亚自愿”原则，甴各地 

通信管理局、工亞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组 

织本地区内企业积极参与申报，并负责做好案例审查和立传推广 

工作。各地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大致据产並主 

管部门分别推荐典翌案例数S不超过2个（i个大型数据中心、 
1个边缘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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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请中报主体填写国家斩型数据中心（大型数据中心） 

屮报书（附件1）、国家斩型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中报书 

（附件2），一式两份加盖公牵后报当地通信管理；0、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中报材料要求描述详实、f 

点突出、表述准确、逻辑性强，字数控制在8000字以内.各单 

位对中报材料应严格审核杞关，按数*要求对商质贷案例进行推 

荐.
（三） 请各地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主使部门、大数据 

产业主管部门，于2021年11月30日前将推荐的0家新型数据 

中心中报书及推荐汇总表（附件3）纸质版一式两份以EMS方 

式邰寄至工亚和倌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北京市西域区西长安 

街13号），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wangyuc2@caict.ac.cn.

（四）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专家对推荐案例进行评审、公 

示，按程序对外公布推广《
四、联系人及方式
王月 8601152291

梁玷 010—68206318

衍件：1.国家新型数据中心（大型数据中心）中报书
2. 国家新型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申报书
3. 国家新型数据中心推荐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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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

国家新型数据中心（大型数据中心）申报书
（填报模板）

项目名称

牵头单位（公章）：

填报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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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 请按照模板要求如实、详细填报申报书各项内容。
二、 项目方案可由一家单位提出，也可以由两至三家单位 

联合提出，由项目牵头单位组织编写。
三、 项目方案中第一次出现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 组织机构代码是指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标识代 

码，它是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赋予的唯一法人标识 

代码。
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指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上的标 

识代码，它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唯 

一标识代码。
六、 编写人员应客观、真实地填报项目材料，尊重他人知识产 

权，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在项目方案中引用他人研究成 

果时，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引用目的应是介绍、评 

论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成果或说明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技术问 

题。对于伪造、篡改科学数据，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 

人科研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记入信用记录。
七、 项目方案文字应凝练，字数原则上控制在8000字以内。
八、 项目文字避免过于理论化和技术化，避免体现申报单 

位宣传色彩。
九、 推荐单位为各地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名称填写全称。
十、按照规定格式填写，使用A4纸打印装订（一式两份， 

同时提交电子版），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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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申明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

担相应的责任。

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自愿与其他企业分享经验（

公章:
年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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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代 

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职称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联合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 

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1

2

推荐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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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中心基本信息

主体情况

建设主体 运营主体

建设等级 应用行业

所在省市 具体地址

规模情况

设计机架数 设计机架功率

已用机架数 上架率

网络情况 接入网络级别 链接的运营商

PUE情况 设计PUE 实测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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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简述
简要阐述项目主要内容、创新特点、应用场景、取得的成 

果和经验、未来发展和推广方向等，不超过1000字。

四、 申报项目具体方案
1. 项目背景和意义
2. 具体项目内容。包括项目在网络、存储、算力算效等 

方面的基础资源情况和智能化水平；项目应用人工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情况；项目应用绿色低碳情况；数据中 

心与产业链上下游产业融合等方面的生态能力。阐述项目的系 

统完整性、部署难易程度、安全性和可靠性等。相关技术能力 

和指标可提供第三方机构评估报告。
3. 项目创新性。描述项目的设计创新（如高密化设计、 

信创等）、融合创新（如数网协同、数云协同、云边协同等）、 
数字技术创新以及拥有相关技术或产品的授权专利（含软件著 

作权）、奖项等情况，需附相关证明材料。
4. 项目赋能成效和推广价值。重点描述项目应用情况， 

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情况、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总结项目可复制的经验和推广价值，阐述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空间。
五、 附录

1. 项目结构图、拓扑示意图、logo等设计图片（若有）。
2. 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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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国家新型数据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申报书
（填报模板）

项目名称

牵头单位（公章）

填报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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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 请按照模板要求如实、详细填报申报书各项内容。
二、 项目方案可由一家单位提出，也可以由两至三家单位 

联合提出，由项目牵头单位组织编写。
三、 项目方案中第一次出现外文名词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出现同一词时可以使用缩写。
四、 组织机构代码是指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上的标识代 

码，它是由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所赋予的唯一法人标识 

代码。
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指单位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上的标 

识代码，它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唯 

一标识代码。
六、 编写人员应客观、真实地填报项目材料，尊重他人知识产 

权，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在项目方案中引用他人研究成 

果时，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引用目的应是介绍、评 

论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成果或说明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技术问 

题。对于伪造、篡改科学数据，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 

人科研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记入信用记录。
七、 项目方案文字应凝练，字数原则上控制在8000字以内。
八、 项目文字避免过于理论化和技术化，避免体现申报单 

位宣传色彩。
九、 推荐单位为各地通信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名称填写全称。
十、按照规定格式填写，使用A4纸打印装订（一式两份， 

同时提交电子版），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可加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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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申明

我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均真实、完整，如有不实，愿承

担相应的责任。

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自愿与其他企业分享经验＜

公章:
年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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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基本信息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组织机构代 

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职务/职称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联合单位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组织机构代 

码或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1

2

推荐单位意见
（加盖公章）

16



二、数据中心基本信息

主体情况

建设主体 运营主体

建设等级 应用行业

所在省市 具体地址

规模情况

设计机架数 设计机架功率

已用机架数 上架率

网络情况 接入网络级别 链接的运营商

PUE情况 设计PUE 实测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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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目简述
简要阐述项目主要内容、创新特点、应用场景、取得的成 

果和经验、未来发展和推广方向等，不超过1000字。

四、 申报项目具体方案
1. 项目背景和意义
2. 具体项目内容。包括在单体规模、PUE、IT设备负荷 

使用率、终端连接利用率等方面的规模及运行效率；算力算效 

和存储空间使用率等方面的算力能力；能耗监测能力、管理系 

统、在线监控等方面的管理能力；网络接入能力、支持IPv6、 
端到端单向网络时延等方面的网络能力。相关技术能力和指标 

可提供第三方机构评估报告。
3. 项目应用创新特点。描述项目在设计、布局、建设、 

运营等方面的创新点，重点描述项目在5G、工业互联网、 
VR/AR、智慧城市以及其他领域的创新应用情况。拥有相关技 

术或产品的授权专利（含软件著作权）、奖项等情况，需附相 

关证明材料。
4. 项目经验和推广价值。描述项目当前应用情况，产 

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结项目可复制的经验和推广价 

值，阐述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空间。
五、 附录
1.项目结构图、拓扑示意图、logo等设计图片（若有）。
2.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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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5日印发甘肃省通信管理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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