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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文件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农村旅游

及人力资源产业将迎利好 
■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2 月 5 日，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谋划新时代

乡村振兴。中央明确“三步走”战略：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

农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中央提

出 1）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培育家庭工场、手

工作坊、乡村车间等环境友好型企业，丰富就业岗位；2）鼓励工商资

本下乡、支持人才振兴事业，人力资源发展新契机：融资贷款、建设

补助、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将落地，吸引工商资本与社会各类人才，

通过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等方式振兴乡村，为人力资源服

务型企业勾勒蓝海未来；3）兴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迎利好：加快发

展自然风景旅游等产业，积极开发观光农业、健康养生等服务，创建

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路线，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4）

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臵”：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

房屋使用权，严格禁止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  

 

■鼓励资本、人才下乡，人力资源迎来新发展契机：文件指出要完善融

资贷款、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税费减免、用地等扶持政策，鼓励工

商资本下乡为产业发展提供充足资金支持；并吸引政企人员、专家学

者、医生教师等技能化人才通过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

行医办学、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业，人力资源服务型企业

将迎来广阔前景，发展可期。推荐科锐国际。 

 

■产业兴旺为乡村振兴突破点，乡村旅游迎利好：基于目前 6 亿农村人

口的庞大基数，中央指出要构建一二三产相融合的现代农业体系，产

业兴旺以加快农村现代化尤为关键。根据农业部最新统计，休闲观光

旅游等新产业迸发新活力，乡村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到农业增加值的

8.9%，新产业对农业农村社会总产值的贡献率超过了 20%。未来，将

加快发展森林草原、河湖湿地等自然风景旅游产业，积极开发观光农

业、健康养生等服务，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路线，

打造乡村生态旅游产业链。推荐黄山旅游，建议关注三特索道。 

 

■宅基地三权分臵，盘活住闲臵住房，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及养老等产业

的载体：文件部署完善了农民闲臵宅基地和闲臵农房政策，按照“落

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

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方向，“三权分臵”改革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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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使农民闲臵住房成为发展

乡村旅游、养老、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有效载体。建议关注宜华健康、

荣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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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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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