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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蒲江大溪谷生态旅游产业园概念策划.ppt
武汉会展度假村.温泉.旅游产业项目策划及招商方案.ppt
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 市场调查报告.pdf
2015 年中国旅游攻略社区移动出境市场研究报告.pdf
全球旅游趋势报告.pdf
百度旅游大数据白皮书.ppt
20160119‐中银国际‐北部湾旅‐603869‐收购博康智能，进军智慧旅游+大数据领域.pdf
汶川县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探索.pdf
20160114‐华泰证券‐旅游行业迪士尼专题：华东消费服务板块长期受益迪士尼效应.pdf
20160114‐兴业证券‐旅游行业迪士尼专题系列报告之三：文化为王、科技依托、多渠道变现
的全产业链文化娱乐巨头.pdf
【旅游民宿网站】‐度假客‐2015 年 11 月品牌推广执行案‐DSP Banner(PC)‐20151020.pptx
【 旅 游 景 点 】 ‐ 春 秋 淹 城 ‐2015 年 12 月 春 节 灯 会 活 动 推 广 执 行 案 ‐DSP
Banner(PC+Mobile)‐20151211.ppt
20160112‐华泰证券‐餐饮旅游行业最新观点及行业数据月报：中航信＆OPI 显示基本面靓丽，
一季度布局出境游和迪士尼.pdf
20160103‐国金证券‐交通运输行业 2016 年专题报告：迪斯尼开园在即，旅游出行增添核动
力.pdf
20151229‐海通证券‐丽江旅游‐002033‐公司深度报告：大香格里拉核心入口，战略价值突
出.pdf
中国在线旅游市场生态图谱 2015 01.pdf
中国在线度假旅游产品专题研究报告 2015 01.pdf
20151221‐中信建投‐餐饮旅游行业：消费升级触发价值转移、深挖产业链掘金万亿市场.pdf
20151221‐兴业证券‐丽江旅游‐002033‐深度报告：滇西北旅游龙头，资源价值凸显.pdf
云南旅游战略分析.ppt
【高端旅游的大数据营销】by Evente 最终版.ppt
智慧景区公园智能化方案.doc
中国老年人出国旅游需求与制约.pdf
20151203‐国金证券‐宋城演艺‐300144‐轻重资本合力闭环生态，文旅娱商搭建航母平台.pdf
20151204‐民生证券‐旅游行业 2016 年投资策略报告：休闲消费升级，聚焦大旅游生态圈.pdf
基于 SEMs 的横店影视旅游产品开发对策探讨.pdf
Hotels.com 好订网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 2015.pdf
20151201‐艾瑞咨询‐旅游行业：2015 年中国运动社交行业发展研究报告.pdf
20151201‐第一上海‐中国民航信息网络‐0696.HK‐中国民航旅游信息资源的独家拥有者.pdf
20151203‐中信证券‐2016 年餐饮旅游行业投资策略：长配龙头分享行业成长，主题聚焦迪斯
尼、养老.pdf
20151203‐华泰证券‐旅游行业 2016 年年度投资策略：有人有钱有武器，从供给侧看旅游行
业的内生增长.pdf
20151204‐中银国际‐大连圣亚‐600593‐融合“主题公园+儿童原创 IP”，畅享“旅游+亲子”
市场红利.pdf
6. 山东省旅游发展引导基金可行性报告（金控上会版）.pptx
2015 年移动旅游行业数据报告.pdf
20151125‐中金公司‐凯撒旅游‐000796‐乘风而起，由小到大.pdf
中国移动端旅游交通预订市场专题研究报告 2015.pdf

2015 在线旅游行业.pdf
做好智慧旅游.pdf
青城古镇旅游现状及再次规划开发.pdf
fengqiwei 中国会议与旅游产业发展论坛 星期八小镇.pdf
拥抱中国旅游市场的数字化转型 拥抱中国旅游市场的数字化转型 .pdf
Tday_SocialTouch_旅游行业移动社交媒体的进阶之路.pdf
世界旅游城市资讯（月刊）monthly201501cn.pdf
20151104‐中泰证券‐文化传媒行业行业深度报告新娱乐系列报告之一：迪士尼经济开宴将
近，关注文化旅游、动漫板块投资机会.pdf
浙江旅游业发展报告 2014.pdf
201509 浙江旅游统计月报告.pdf
kaiyuanlvyou10 开元旅游.pdf
20151029‐中信证券‐餐饮旅游行业 90 后消费新主张之社会服务篇：别拿我们当小孩.pdf
中国互联网旅游金融市场专题研究报告 2015（简版）.pdf
360 旅游行业报告完整版.pdf
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 上.pdf
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 下.pdf
20151021‐申万宏源‐九华旅游‐603199‐调研报告：整合周边资源.pdf
20151022‐国金证券‐迪士尼系列报告二：亲子主题迪士尼，旅游消费双引擎.pdf
2015 年中国酒店旅游行业邮件营销市场报告.pdf
在线旅游市场信用分析.pdf
20151009‐国泰君安‐旅游服务行业专题 14：日本看中国，品牌为先，体验制胜.pdf
20151014‐国泰君安‐旅游服务行业专题 15：体育商业化加速，全产业模式塑王者.pdf
海陵三山岛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总体策划方案（57 页）.ppt
在线旅游行业网站性能监测报告 2015.pdf
自助旅游产品的体验个性化设计——以阳朔为例.pdf
基于 ASEB 栅格分析的吐鲁番市旅游产品体验式开发研究_文斌.pdf
中国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创新研究——以桂林阳朔“印象刘三姐”为例.pdf
绿维创景：盘点风靡国内外的六类亲子旅游产品.pdf
旅游景区产品管理.ppt
王府井旅游招商方案.ppt
峨眉山文化旅游产品规划.ppt
20141020‐国海证券‐互联网旅游行业专题报告：谁将成为万亿旅游产品的行业整合者？.pdf
20150928‐中信建投‐浅析旅游景区深度触网.pdf
20150923‐东兴证券‐丽江旅游‐002033‐战略布局大香格里拉核心区，估值具备安全边际.pdf
20150927‐兴业证券‐出境旅游行业：出境游综合服务系列深度报告之一.pdf
20150929‐中信建投‐餐饮旅游行业出境游在线旅游深度专题报告 5：深扒旅游圈人见人爱的
邮轮产业.pdf
CLIA_Contribution_of_Cruise_Tourism_to_the_Economies_of_Europe__Report_（2015_edition）
邮轮旅游对欧洲经济贡献报告 (2015edition).pdf
2015 在线旅游洞察报告.pdf
赠品 2015 在线旅游洞察报告.pdf
最新增补 2015 在线旅游洞察报告.pdf
赠品 美国_百老汇演出(演艺、表演)@旅游.ppt

赠品 旅游演艺项目开发模式研究.ppt
8. 山东省旅游发展基金尽调报告（鲁投基函【2015】24 号）.pdf
20150908‐国泰君安‐旅游行业目的地.走天下系列报告（中秋篇）：走天下系列（二十三），
宿寒舍亦可雅居临沧海共赏明月.pdf
20150918‐华泰证券‐旅游行业研究笔记系列 36：“难民潮”无损欧洲之美.pdf
20150920‐国泰君安‐旅游行业旅游目的地.走天下系列报告（国庆篇）：走天下系列（二十四），
追寻异域的星月神话与维京传奇.pdf
20150914‐中信建投‐智慧旅游平台带出新一轮洗牌.pdf
最新增补 20150914‐中信建投‐智慧旅游平台带出新一轮洗牌.pdf
20150910‐国泰君安‐旅游行业产业链面面观系列 1：韩国市场，先发筑城，体验为王.pdf
20150619‐国联证券‐餐饮旅游行业 2015 年中期投资策略：重塑大旅游生态，看好暑期邮
轮.pdf
特别赠品 中国“互联网+旅游地产”专题研究报告 2015.pdf
中国“互联网+旅游地产”专题研究报告 2015.pdf
云计算呼叫中心在旅游行业的应用价值_讯鸟.pdf
文化旅游专刊_旅游运营与地产开发第 30 期.pdf
四川旅游局司南分析.pdf
OTA 客户邮轮旅游流量解决方案‐‐冯雪.pdf
20150902‐兴业证券‐北部湾旅‐603869‐深度报告：中国海洋旅游领军企业蓄势待发.pdf
珠海旅游行业考察之旅.pdf
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案例分析.ppt
旅游通商业计划书 PPT.pptx
旅游景区项目可行性报告.ppt
JD02‐黄山市香溪谷旅游度假村(四星级酒店)项目可行性研究.pdf
第八章旅游规划与开发的可行性分析.ppt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pdf
20150823‐华泰证券‐ 旅游行业 70 张图全面解析旅游大时代：
旅游大视野，2015 年中盘点.pdf
20150823‐特别增补最新多图‐ 旅游行业 70 张图全面解析旅游大时代：旅游大视野，2015
年中盘点.pdf
华侨城旅游+地产破局成功.pdf
贵州旅游产业集群发展初探.pdf
“数据流动”视角下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基本理论问题探讨.pdf
【赛博思原创干货】国内旅游市场住宿体验报告及优秀度假房屋产品的应用分析.pdf
20150818‐国泰君安‐易食股份‐000796‐（凯撒旅游）跟踪系列报告 1：集团化运作树高壁垒，
营销+产品筑金品牌.pdf
20150813‐华创证券‐在线旅游行业专题（一）：海外 OTA 巨头，谁主沉浮？.pdf
20140811‐国海证券‐在线旅游专题报告之携程网：在线旅游行业龙头 世界旅游业第一大呼
叫中心.pdf
2014‐2015 年旅游地产发展报告.pdf
20150812‐高华证券‐旅游行业迪士尼将激活上海旅游业：投资于客流之前；买入中青旅、宋
城演艺、如家和华侨城.pdf
江苏智慧旅游卡商业模式策划与运行管理研究报告 174 页.pdf
20140113‐国信证券‐餐饮旅游行业周报：2015 年在线旅游市场 4000 亿元，智慧旅游促使企
业转型 O2O.pdf

20150115‐兴业证券‐视觉中国‐000681‐三大业务再起航，智慧旅游平台值得期待.pdf
构建一云多屏的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宋夫华.ppt
赠品 实景三维智慧旅游 20130121.ppt
海南智慧旅游建设方案 pptx55.pptx
景成易通智慧旅游解决方案.pptx
旅游地产规划‐美地行：国际旅游地产规划案例赏析——世界四大度假小镇.ppt
北京迅奥大数据公司 CEO 旅游社交大数据分析平台‐王飞 .pdf
扬帆启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与前景.pdf
洛阳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编.pdf
旅游研究院&amp;艾瑞咨询‐旅游局官方微博运营效果评估及营销案例分享.pdf
旅游度假综合体营销咨询‐美地行：国际旅游度假综合体案例赏析——世界三大水下餐厅.ppt
旅游地产营销咨询‐美地行：旅游地产营销咨询国际知名案例研究‐民丹岛度假胜地.pdf
旅游行业大数据分析报告 2015 年 6 月.pdf
智慧景区成为旅游创 A 发展新路径.pdf
智慧旅游建设方案.ppt
智慧旅游四大功能.pdf
智慧旅游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pdf
智慧旅游解决方案 2015.pptx
论乡土手工艺介入旅游工艺品设计.pdf
旅游地产体验式休闲商业综合体的创新打造.pdf
20130509‐中金公司‐旅游酒店及餐饮行业：迎接体验式消费的春天，旅游休闲行业首次覆盖
报告.pdf
普洱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以普洱市为例.pdf
茶具设计作为文化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创新研究.pdf
南澳旅游局微信案例.pptx
特 别 赠 品 2015 年 全 球 旅 游 旅 行 舒 适 度 满 意 度 机 场 设 施 服 务 报 告 ENGLISH
REPORTWEF_Global_Travel&Tourism_Report_2015.pdf
14.精品 PPT 高档模板‐北京旅游日记 ios 风格 ppt 模板.ppt
20150731‐中银国际‐旅游演艺行业：优质内容驱动行业增长，产业规模化尚待完善.pdf
20150717‐中金公司‐专车行业分析报告：旅游酒店及餐饮，出行新秩序.pdf
20150721‐国泰君安‐旅游服务行业系列专题之十：出境服务，崛起的千亿中产消费，综合平
台加速成长.pdf
20150721‐民生证券‐腾邦国际‐300178‐深度报告：转型互联网+旅游+金融，腾邦再次起飞.pdf
20150728‐国泰君安‐旅游行业旅游服务专题 11：两维“镀金”互联网旅游~探讨旅游生态圈
的“互联网金融”可行路径.pdf
20150730‐安信证券‐众信旅游‐002707‐产业链整合，出境综合服务平台崛起！众信者信者众
也.pdf
浅议苏州工业园区商务旅游的现状与发展趋势.pdf
浅谈旅游移动网络营销.pdf
黔阳古城·中国旅游地产实践样本.pdf
浅析旅游地产营销策略的创新.pdf
我国旅游地产开发现状、挑战与对策研究.pdf
黄山市旅游地产健康发展问题研究.pdf
中国旅游地产市场发展初探.pdf

旅游地产产品营销模式选择及评价研究——以惠州碧桂园·十里银滩为例.pdf
旅游地产商业模式与开发流程研究.pdf
我国旅游地产发展影响因素及竞争力提升战略.pdf
大城市近郊旅游地产运营模式实证分析‐‐以昆明市为例.pdf
房地产企业旅游地产开发竞争策略探讨.pdf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旅游地产规划设计‐以烟台磁山风景旅游区规划为例.pdf
20120323‐东方证券‐餐饮旅游业：我国出境游客最爱海岛游.pdf
TripAdvisor 对旅游目的地在海外营销上的价值.pdf
Tripadvisor：旅游业和酒店业趋势的调查报告.pdf
中国在线旅游市场行业市场分析报告‐iclick.pdf
iclick_SEM 外国趋势 – 計算組合与自动化优化, 旅游客户案例.pdf
以陶瓷旅游首饰激发江西陶瓷产业潜能和活力的研究.pdf
中国旅游地产现状与发展趋势.pdf
我国房车旅游发展影响因子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分析.pdf
论葡萄酒庄的旅游规划.pdf
农业生态旅游发展浅析‐‐以定州黄家营葡萄酒庄为例.pdf
乡村旅游农民合作与增收研究.pdf
“去啊”搅局，“在线旅游”洗牌？.pdf
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汇报 PPT‐2015.7.1.pptx
20130914‐国泰君安‐旅游行业《旅游法》对旅行社行业的影响分析：政策系列之 5，行业净
化拓需求“好孩子”迎来春天.pdf
我国旅游企业上市融资能力评价研究‐以北京众信国际旅行社为例.pdf
旅行社运营管理创新机制研究——基于湖南海外旅游的案例研究.pdf
婚庆旅游市场的细分与营销策略.pdf
20150623‐国泰君安国际‐海昌控股‐2255.HK‐掘金港股系列之一：打造国内领先的海洋主题文
化旅游平台.pdf
20150623‐元大证券（香港）‐旅游行业：中国旅游需求看俏.pdf
iResearch‐2015 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用户研究报告.pdf
赠品‐2015 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用户研究报告.pdf
海岛旅游研究进展及展望.pdf
基于智慧旅游的城市旅游创新发展研究.pdf
智慧旅游与区域旅游创新发展模式构建——以秦皇岛为例.pdf
2013 年悠哉旅游网数字营销传播案.ppt
2013 年在线旅游服务创业投资盘点（全版）.pdf
2015 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行业热点报告.pptx
赠品 2015 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行业热点报告.pptx
商品推荐广告（旅游版）.ppt
资料专题：旅游度假村项目研究和定位思路框....pdf
世联‐国际旅游地产案例研究.pdf
三亚休闲度假旅游地产项目考察研究报告_134 页.pdf
区域旅游资源整合.ppt
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规划篇.ppt
旅游信息化‐行业巡演终稿.ppt
旅游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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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27‐艾瑞咨询‐2015 年中国在线旅游度假行业报告.pdf
20150225‐国泰君安‐旅游行业 2015 年春节数据点评：休闲目的地增速快，离岛免税、出境
游靓丽.pdf
20150206‐高华证券‐旅游行业：估值延展至 2015 年后调整评级；中青旅至买入；重申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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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改革.pdf
20150118‐国泰君安‐旅游行业旅游目的地.走天下系列报告（春节篇）：走天下系列（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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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智慧旅游建设方案‐立得空间.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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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银河证券‐休闲服务行业周报：海外目的地旅游市场爆发，创业公司集中涌入.pdf
20141013‐银河证券‐休闲服务行业周报：在线渗透十一黄金周旅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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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金融”模式逐渐深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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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pdf
20141009‐中信证券‐在线旅游行业专题之 Priceline：全球最大在线旅游企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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