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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号文件提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总方针，农村基建大有可为 
■事项：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

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必

须完成的硬任务，确保顺利完成到 2020 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

务。 

 

■乡村振兴战略绘就宏伟蓝图，加强农村基建为基建补短板主要抓手：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2019 年连续两年中央一号

文件聚焦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抓重点、补短板、强基础，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以下简称“规划”），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第一个五年工作做出具体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阶段性重点任务。

2018 年 7 月 31 日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要

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认为加强农村基建是基建补短板的重要组

成，同时也是实施领域和市场空间最为广阔的基本建设领域，是“稳

投资、稳预期”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为重要内容：

我们对此次“意见”全文共 8 部分中涉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

施建设等工作要求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1）“一、聚力精准施策，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继续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促进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等；2）“二、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中进一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3）“三、扎实推

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中全面推开（以

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提升为重点）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

通硬化路、加快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完善县乡村物流基础设施

网络、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具体内容。 

 

■公路、水利、电力电网、生态环保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基建主要领

域：结合此次“意见”及“规划”要求，我们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领域为：1）公路：根据国务院《“十三五”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及交通部《“十三五”交通扶贫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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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0 年建制村通硬化路率约束性指标达到 99%、贫困地区国家高速

公路主线基本贯通，建设约 23 万公里的通乡镇和建制村硬化路，建设

约 10.8 万公里通村硬化路等；2）水利：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到 2022 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4 亿亩，构建大中小微结合、骨干

和田间衔接、长期发挥效益的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网络等。根据《水利

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需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1

亿亩；3）电力电网：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大幅提高电能在农村能

源消费中的比重，推进绿色小水电改造等；4）生态环保：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乡村河湖及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生态清洁流

域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矿产资源集中开发地区生态修复等。 

 

■中央要求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多种来源确保投入规模：根据

此次“意见”及“规划”要求，从建设资金来源来看，我们认为上述

的资金或主要来自于：1）中央及地方财政投入：把农业农村作为财政

优先保障领域，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2）地方政府债券

资金：安排一定比例用于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等重点领域；3）脱贫攻坚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 2018 年达

到 1061 亿元，连续三年保持 200 亿元增量。中央财政在现有扶贫投入

不减的基础上，2018—2020 年拟新增安排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资金

2140 亿元，其中“三区三州”1050 亿元。4）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三

农”为金融优先服务领域，建设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县域新增贷

款主要用于支持乡村振兴；5）社会资本投入（以 PPP 等模式参与）：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撬动金融和

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振兴。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大多数

省份已开始应用 PPP 模式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

半数贫困县利用 PPP 模式开展扶贫脱贫项目，利用市场力量开展长效

扶贫脱贫。 

 

■投资建议：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乡村振兴战略为国家重点战略意义重

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和目标明确，各细分领

域发展空间广阔，建议可长期关注有望参与上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基础设施建设各相关领域的上市建筑企业投资机遇，推荐：1）公路建

设：中国交建、中国中铁、中国铁建；2）水利建设：中国电建、葛洲

坝、安徽水利；3）电力电网建设：中国电建、葛洲坝；4）生态环保

建设：东珠生态、岭南股份、东方园林、花王股份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大幅波动风险，乡村建设战略推进不达预期风险，

相关领域建设资金到位程度不达预期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项目

回款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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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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