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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云经济”成为市场热点 

 政策推动，“云经济”站上风口：疫情防控环境下使得云教育、云办公、云医疗等云经济迎来飞速发展。 

 技术突破，“云经济”起飞最强推动力：云计算以及5G技术的突破是“云经济”起飞基础。 

 云经济短期受益疫情，长期发展景气 

 云经济的核心优势：云经济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更加灵活、高效 

 技术突破：AIoT驱动云端服务新体验 

 长期趋势：B端企业加速云化 

 云经济四大应用场景——需求扩张，渗透率提升 

 云教育：看好 在线课堂、培训机构线上化、家庭大屏课堂 

 云办公：看好 协作软件、视频会议、底层技术支持 

 云医疗：看好 医疗信息化、在线问诊、临床医疗系统 

 云游戏：看好 内容开发、云游戏服务 

风险提示：云经济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企业盈利能力不足； 

          教育部叫停提前开始新学期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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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经济”成为市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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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期间政策推动，成为“云经济”起飞最强风口 

 政策面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知》、《教育部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

的通知》等相关政策推动。 

 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使得云教育、云办公、云医疗等云经济迎来飞速发展。 

资料来源：教育部，中国政府网，卫健委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春节期间延长放假、延迟开学和运用互联网科技相关政策 

时间 通知或政策 重点内容 

2020/1/2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
的通知》 

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日，2月3日（星期一）起正常上班 

2020/1/27 
《教育部关于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
通知》 

各高等学校适当推迟2020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校、幼
儿园等学校春季学期开学时间，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地方党委和政府统一
部署确定 

2020/1/29 《教育部：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 

教育部正在统筹整合国家、有关地方和学校相关教学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
供选择、覆盖各地的优质网上教学资源，全力保障教师们在网上教、孩子们在
网上学 

2020/2/4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化支
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 

积极开展远程医疗服务，规范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 

2020/2/7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在疫情防控中
做好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工作的通知》 

充分发挥互联网诊疗咨询服务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统一建立全省的互联网医
疗服务平台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服务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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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以及5G技术的突破是“云经济”起飞基础 

 行业面上，云计算以及5G技术支持，发展前景可期。 

 云计算为在线教育及远程办公等应用场景提供强大计算支持。2月4日，据亿邦动力报道，在线协同软件

钉钉在阿里云上紧急扩容1万台云服务器，以此保障视频会议、群直播、办公协同等功能。2月6日，据腾

讯云消息，腾讯会议8天紧急扩容超过10万台云主机，共涉及超百万核的计算资源投入，可以满足全球

13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万用户同时在线需求。 

 5G为云经济提供可靠通信保障。火神山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投入使用“5G远程会诊平台”，充分满足远

程医疗协作、防护监控的需求。此外，为了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中国广电联系部分学校开展

5G部署，通过广电5G进行视频教育采编回传，结合互联互通平台和省前端业务平台，通过现有有线电视

网络，实现疫情期间学生在家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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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云经济短期受益疫情，长期发展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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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优势：云经济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相比更加灵活、高效 

 短期内云经济受益于疫情和相关政策，大量“免费体验”活动正在改变用户认知与习惯，培养大批潜在

客户，满足差异化需求，长期来看云经济仍然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与传统模式相比云经济新模式不受空间限制，硬件资源需求低，具有使用配置灵活、行政效率高等优势： 

（1）云教育资源丰富，可以为学生制定个性化方案，更加精准匹配需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不同

地域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虽然线下不可替代，但是线上可以为线上提供有力补充； 

（2）云办公使得工作更加灵活有效率，在协同办公、业务组织、业绩考核等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优势，对于

差旅频繁的企业来说更是可以实现随时随地交流互通； 

（3）云医疗能够通过远程医疗手段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减少交叉感染，实现跨地区跨地域医疗业务

协同以及信息共享，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4）云游戏摆脱了硬件束缚，对玩家来说，破除硬件壁垒从而减少了设备成本，丰富游戏场景；对游戏开

发者来说，可以提高游戏开发效率，降低更新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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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突破：AIoT驱动云端服务新体验 

 云计算具有高可靠性、高扩展性、规模化整合、虚拟化的特点，颠覆传统IT架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计算效率。根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预计2020年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1737.4亿元，公有云和私有云都实现大幅增长。云教育、

云办公、云医疗的应用加速推进云计算企业实现技术突破。 

 5G低时延、大宽带、广连接的特性能够实现数据的高速传输，随着5G基建以及网络建设的大范围展开，将为云经济带来新的

发展契机。 

 AI的发展实现了工作方式、劳动力、工作组织形式等智能化变革，通过对数据分析与挖掘，为云经济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根

据IDC的预测，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63.6亿元。 

 5G的可靠网络+云计算的海量算力+AI的智能化互相协同，为2B端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体验，加速重构新型经济形态与产业格局。 

图：我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我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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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DC，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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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趋势：B端企业加速云化 

 B端服务在于对企业进行信息化管理与建设，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其商业模式可复制性较

强。美国2B市场已经有Salesforce、Servicenow等头部企业，而中国2B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仍然有较大发

展空间，典型的企业有金蝶、用友、鼎捷，市值都不超过1000亿元。 

 B端企业向线上迁移是长期趋势，本次疫情加速了云化的过程。根据前瞻研究院的数据，2018年企业上云

指标中基础云化、云化创新、管理变革三个指标水平分别为40.8、33.8、31.7，与2017年相比有大幅提高，

分别上升6.3%、9.0%、7.1%。其中，中小型企业上云比例要高于大型企业。 

图：2017-2018中国企业上云指数及指标水平统计情况 图：2017-2018大型、中型、小微型企业上云比例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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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经济四大应用场景 

——需求扩张，渗透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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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停课不停学”，在线教育成刚需 

 疫情之下，教育部鼓励利用线上平台“停课不停学”，超过80多家在线教育公司纷纷“捐课”，面向中小学生提供免费

课程。“免费试用”新体验有望提升远程教育接受度。 

 在线教育平台在线人数激增，服务器“宕机”不足为奇。央视频联合学而思网校推出免费课程直播，平均每节课的实时

上课人数达到200万多人；全国20多个省份纷纷加入钉钉“在家上课”计划，超过2万所中小学、1200万学生将通过钉钉

直播的方式上课；武汉市教育局面向全市中小学搭建空中课堂平台，依托云视频互动技术，为全市各中小学师生提供直

播授课、互动答疑、点播回看、作业、考试等服务。 

表：应对疫情免费提供的部分在线教育产品梳理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官方微博，亿邦动力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钉钉在线课堂、学而思网校免费提供课程 

资料来源：学而思网校、钉钉，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企业 重点开放产品 

新东方 
向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旗下专业在线教育平台“新东方在线”所有春季班直播课程，第一批将

供应一百万份 

好未来  

考满分自2020年1月26日起向湖北地区考生及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在线课程和备考服务，提供托福、

雅思、GRE、GMAT寒假在线备考课程；学而思网校将于2月10日起推出从周一到周五与校内时间
同步的全年级各学科免费直播课和自学课，课程涵盖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部学科；启动了
“避风港计划”，向全国培训机构免费开放直播云在线直播系统等 

跟谁学  
旗下在线直播平台“微师”将向全国培训机构和中小学免费开放；旗下高途课堂面向全国中小学生
免费开放直播课 

科大讯飞 向湖北地区中小学免费提供智慧空中课堂（线上直播教学系统） 

钉钉 
“在线课堂”功能免费向全国大中小学开放，可以支持百万学生同时在线上课，并覆盖广大农村地

区学校 

爱学习 向全国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寒春同步课 

网易有道精品课 向全国中小学生免费赠送名师直播课，另设500万全勤奖学金 

VIPKID 
发布“春苗计划”，免费为全国延迟开学的孩子提供春季在线课程，同时向广大学校和教育机构免
费开放在线直播平台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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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加持，“云教育”崛起 

 疫情催化接受度提升。疫情影响导致开学延迟，在线教育通过此契机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用户习惯，提高了

用户接受度，虽然线下不可替代，但是线上可以为线上提供有力补充。 

 在线教育行业领域不断细化，学习品类日益丰富。在线教育行业领域产品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需求，例如

K12、素质教育、职业培训等，学习类型丰富，覆盖人群广。 

 知识付费意识觉醒。艾瑞咨询数据显示，中国在线教育付费用户规模保持稳健增长，2020年预计达19485万

人，并且预计在未来三年每年依然保持15%以上的增速水平。 
图：在线教育产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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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在线教育付费用户规模预测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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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工难，云办公显身手 

 疫情期间，企业复工难，政府鼓励远程办公，众多企业免费提供云办公产品助力抗疫，加速行业扩容以及

渗透率提升。 

 云办公产品成众多企业刚需，下载量、注册量激增。据证券日报，2月2日当天有1.5万企业新开通使用华

为云WeLink，当日会议总数就上涨到了8万次，最近一周平均每天新开通企业数平均增长50%；2月3日，新

开户企业数1.7万，日环比增加13%；基于华为云WeLink日会场次12万次，日环比增加50%。截至2月10日，

钉钉、腾讯会议、企业微信包揽Apple Store下载量排行榜前三。 

表：应对疫情免费提供的云办公部分产品梳理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各公司官方微博，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截至2月10日，Apple Store下载排行榜 

资料来源：Apple Store，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企业  产品名称 重点开放功能 

阿里巴巴 钉钉 
全新上线“员工健康”服务，面对所有企业组织免费；免费开放百人视频会议功能，向1000万家企业免费开放全
套的“在家办公”系统；视频会议升级到102方免费，免费视频会议最大可支撑302方 

腾讯  腾讯会议 面向全国用户免费开放300人不限时会议功能 

腾讯  企业微信 
视频会议人数已提升到300人，支持随时随地发起音视频会议，在医疗系统内，通过“紧急通知”可一次性通知
1000人；免费提供移动办公应用，包括公告、微文档、微盘、日程等，以及与微信互通能力  

华为  WeLink 为每个需要的企业和个人免费提供1000个账户、100方不限时长视频会议并发资源以及500G企业云空间 

字节跳动 飞书 免费提供远程办公及视频会议服务，包括商业版完整办公套件、音视频会议不限时常、远程打卡及审批管理等 

齐心集团 好视通 免费提供支持500人在线云视频会议 

金山办公 WPS+ 免费为企业提供远程办公、会议服务，包括完整协作版办公套件、多人协作远程语音会议、日历行程安排服务等 

中国电信 天翼云会议 
以5G专线为通道，以天翼云为载体，为全国政企客户提供“5G+云网+智能+高清会议”的融合服务，免费升级到
100个参会方，同时支持1.5万人入会并会控 

会畅通讯 
会畅通讯 

云视频 
提供100方的云视频会议免费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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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办公是未来办公新形态 

 中国企业全球化，跨国/跨省企业对远程沟通需求不断增加。我国云办公市场渗透率较低。根据前瞻研究院的数据，远

程办公在欧美国家普及率较高。截至2017年，美国超过八成企业引入了远程办公制度，已有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办公，

占美国工作人口的16%-19%；我国远程办公人数在2014年底只有360万人，预计2018年达到490万人，而我国就业人数2018

年底有7.8亿人，粗略计算得到2018年远程办公人数比例不到1%，远远低于美国。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趋势加深，对远程

沟通需求增加，云办公市场渗透率将越来越高。 

 价值链中的提升带来更多研发、设计、营销等需要云协作的分工。我国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以及在全球价

值链中由产业中底层向核心层迈进，带来更多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对远程协作的需求增加。 

 企业云化大趋势与云协作灵活高效的优势。云办公使得工作更加灵活有效率，在协同办公、业务组织、业绩考核等方面

都能发挥巨大优势，对于差旅频繁的企业来说更是可以实现随时随地交流互通。加之B端企业向线上迁移是长期趋势，云

办公将迎来迅速发展。 

表：美国及世界远程办公发展现状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2005—2018中国远程办公人数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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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超过80%企业引入了人远程办公
制度，3000万人在家中远程办公，
占美国工作人口的16%—19%。 

全世界已有24%的公司尤其是科
技公司采用远程办公方式。 

2020年   
大约50%的科技公司将会有约
29%的员工实现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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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露短板，医疗信息化提速 

 医疗资源承压，疫情暴露短板。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人数多，留观床位及ICU资源紧张等问题凹显。 

 国家卫健委两次发文，加强信息化支撑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统一建立全省的互

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服务优势，大力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

疗健康”服务功能，精准指导患者有序就诊，有效缓解医院救治压力，减少人员集聚，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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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8—2024中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统计及预测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疫情发展与政策推动互联网+医疗 

资料来源：动脉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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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医疗潜力显现 

 在线问诊缓解了实体医院医疗资源压力。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月10日全国近200家公立医疗机构及近100家企业互联

网医院针对疫情提供在线义诊，缓解线下医院压力。 

 远程会诊实现不同医院之间的“联防联控”。火神山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投入使用“5G远程会诊平台”，充分满足远

程医疗协作、防护监控的需求，实现不同医院之间的“联防联控”，不出科室也能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指导。 

 急救平台和重症系统信息化提高效率。据新浪财经2月2日报道，麦迪科技为多地医院部署急危重症和ICU信息化系统：

为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市新型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部署急危重症信息系统，其中已为湖北地区157家医院提供急诊急

救、手术室和ICU病房信息化系统。 

资料来源：阿里健康、好大夫、平安好医生app，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多家互联网医疗平台提供在线义诊 

资料来源：砍柴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图：远程会诊实现不同医院之间的“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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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云医疗 

 金山云、腾讯、阿里纷纷布局云医疗。2018年金山云发布CloudHIS，搭建“1+4”一云四端体系架构，即一

个云计算数据中心和面向管理者、大中型医疗机构、中小型医疗机构及居民等4类用户的云服务；2019年东

华医为与腾讯云联合发布大健康医疗服务互联网云生态平台iMedical Cloud暨云HIS产品；阿里巴巴利用阿

里云大数据，搭建自己的医疗行业数据服务，实现互联网+医疗。 

 传统医疗面临系统过时、设备老旧、信息孤岛等信息化窘境，云医疗借助云计算、5G、AI等技术，通过远

程医疗手段提高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实现跨地区跨地域医疗业务协同以及信息共享，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图：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云医疗 

资料来源：金山云、腾讯云、阿里云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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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引领5G时代内容革命 

 云游戏定义：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游戏方式，在云游戏的运行模式下，游戏在云端服务器上运行，并将渲染

完毕后的音视频流压缩后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 

 对玩家来说，破除硬件壁垒从而减少了设备成本，丰富游戏场景；对游戏开发者来说，可以提高游戏开发

效率，降低更新维护成本。 

 5G+边缘计算+云计算带来的技术突破助力云游戏发展。5G的低延时、高速率将大大提升网络的质量，边缘

计算将为云游戏提供更高的即时性，云端强力的计算能力保障游戏运行与画面渲染，技术突破不断为用户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图：5G时代云游戏框架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云游戏产业联盟，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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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将重塑游戏产业链格局 

 云游戏产业链的上游参与主体为游戏研发商、硬件提供商、云计算服务商以及垂直云服务提供商，中游是

云游戏平台，下游涉及终端设备商和玩家。 

 游戏云化将重塑游戏产业链格局： 

 变革1：头部内容厂商份额提升。内容将成为核心竞争力，考验游戏研发商的创新能力，优质的头部内容

厂商将有更大的竞争优势，议价能力更强。 

 变革2：内容分发商面临洗牌。由于云游戏摆

脱了硬件束缚，硬件提供商竞争力下降，云计

算服务商、通信运营商、云游戏平台以及终端

设备商等内容分发商将呈现新的竞争格局。 

图：5G时代云游戏产业全景图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云游戏产业联盟，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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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云经济受益标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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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经济四大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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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经济四大应用相关标的梳理 

应用场景 细分领域 相关标的 

云教育 

在线课堂 鸿合科技、佳发教育、万达信息、科大讯飞、视源股份、三爱富等 

培训机构线上化 立思辰等 

家庭大屏课堂 华数传媒、芒果超媒、东方明珠等 

云办公 

协作软件 远程办公：金山办公、泛微网络、致远互联等；        ERP：用友网络等 

视频会议 视频会议：会畅通讯、苏州科达、梦网集团、齐心集团等；       视频解码：当虹科技等 

底层技术支持 
云计算：浪潮信息、宝信软件、中科曙光、数据港等； 

VPN：深信服、天融信（南洋股份）、启明星辰等 

云医疗 

医疗信息化 东华软件、创业慧康、久远银海、思创医惠、卫宁健康、东软集团、和仁科技等 

在线问诊 创业慧康、卫宁健康等 

临床信息系统 麦迪科技等 

云游戏 
内容开发 吉比特、游族网络、完美世界、三七互娱、掌趣科技、中文传媒等 

云游戏服务 顺网科技等 

图：云经济四大应用相关标的梳理 

资料来源：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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