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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 — “十九大” 报告学习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和重大决定：(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 提出了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4) 关于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创

新力和竞争力。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

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将形成

双支柱调控框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一带一路” 为重点，中国对外开放迎来新格局。 

A 股市场策略 — 预览三季报中小板高增长  周期业绩兑现 
板块层面：A 股三季报预览披露率超六成，增速预喜比例近七成。预计可比口径下三季度单季中小板净利润同

比增速约为 42.3%，创业板 (剔除温氏股份) 三季度单季净利润增速为 21.4%。步入红十月，A 股估值小幅提

升。行业层面：周期股业绩兑现，从业绩与估值匹配出发，建议关注建筑、商贸零售、食品饮料、家电、汽车

行业。 

其他摘要 

农林牧渔行业 — 土地承包期再延 30 年  有望引爆新一轮土地流转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会议上指出，中国将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农村土地承包期延长至 2058 年。承包期再延有望提高土地投资、扩大流转规模。多项土地政策不断推

荐，看好土地流转潮升温，如象屿股份 (600057 CH)、苏垦农发 (601952 CH) 等龙头企业的土地流转面积有

望高速增长。全面推荐种植板块，建议积极关注农垦类个股主题性机会，重点关注种业龙头 (品种升级加速推

进，预收款超预期，玉米等农产品价格温和复苏)。 

华域汽车 (600741 CH; 22.91 元; 目标价: 31 元) — 携手麦格纳  加码新能源    
华域汽车公告将与麦格纳的全资子公司麦格纳科技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 “华域麦格纳” 从事电驱动系统的

开发、生产等业务。公司持股 50.1%，处于控股地位。携手麦格纳成立电驱动合资公司，提升新能源零部件开

发和全球客户开拓能力，加速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公司中性化、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公

司是市盈率估值最便宜的零部件公司，对应当前股息率接近 5%，安全边际高。参照汽车零部件行业可比公司

估值。目标价 31 元，建议关注。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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