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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点评：农业改革加速，优

选改革标的 
 
■农业全面深化改革，建议优选改革型标的 

上周我们安信农业、化工团队联合 6 家上市公司召开深度电话会议并

发布深度报告《产业互联网的下一风口：农业！》，推荐农业互联网板

块，周末中央发布一号文件聚焦大农业！ 

今年一号文件围绕 5 个部分进行阐述，分别是：围绕建设现代农业，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

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四、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

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我们认为： 

1、此次一号文件将是我国农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与往年不同，今

年的一号文件并无单一主题。比如 2011 年的主题水利，2012 年的主

题农业科技创新等等。今年的一号文件的前三部分围绕“农业、农民、

农村”三大主题，提出未来工作目标，以第四、第五部分的深化农村

改革和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手段。文件强调要把

农业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突出位臵，并具体部署了构建新型农村

经营体系、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水利和林业改革、供销合作社和农垦改革以及创

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7 项改革任务。文件中还首次加入农村法制改

革建设的内容，以法制建设作为实现改革发展的重要保证。这种全局

性与高度性是往年一号文件所不具备的。我们预计，此次一号文件将

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农业领域的细化，农业新一轮改革浪潮即将来临。 

2、布局大农业板块，优选改革主题。 

1）、商业模式变革——农业互联网：互联网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

有力支持。在此目标下，文件强调建立互联共享的农产品信息平台、

鼓励农产品电子商务。我们建议关注目前已在农业互联网上做重点布

局的标的：大北农（农业互联网运营服务平台）、芭田股份（种植服

务商）、辉丰股份（农资电商）、神州信息（智慧农村）、江淮动力。 

2）、粮食安全主题：粮食安全及食品安全依旧是此次一号文件的首要

内容。文件提出不断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水平，强调农业环保治理，深化水利改革。重点关注标的：大禹节水

（农业节水灌溉）、金正大、诺普信、史丹利、新洋丰（四个新型农

药肥料供应商，未来将转型综合农业服务商和农资电商）、吉峰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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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体制改革：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并首次

提到农垦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将带来上市公司土地价值的重估。而农垦改革的推进与发

展，预计将促进农垦系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我们建议重点关注：ST 大荒、亚盛集团。 

4）流通体制改革：加快供销合作社发展也是首次在一号文件中出现。关注农资流通的改革重点标的：

辉隆股份、东凌粮油。 

■风险提示：细化政策出台进度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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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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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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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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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声明条款具有惟一修改权和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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