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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行新客经营金案例颁奖典礼【厦门】结案 ppt.pptx
2018 民生银行“致青春：我的初心和梦想”机关团委五四主题系列活动结案 ppt.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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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8‐国信证券‐欧比特‐300053‐调研纪要：“珠海一号”引领卫星大数据服务.pdf
20190108‐光大证券‐石油化工行业聚酯行业动态跟踪报告：从长周期看涤纶长丝+PTA 的盈利
区间.pdf
20190108‐光大证券‐宝钢股份‐600019‐2019 年 2 月、3 月出厂价点评：出厂价 3 月小幅回涨，
相比市场溢价处历史较高位.pdf
20190108‐中金公司‐机械行业：铁路竣工里程有望超预期，技术进步推动光伏电池扩产.pdf
20190108‐中金公司‐中国财险‐2328.HK‐盈利拐点+低估值带来绝对收益机会.pdf
20190108‐中信证券‐科技行业科技先锋系列报告 11：字节跳动 AI_Lab，AI 视角看头条.pdf

20190108‐中信建投‐轻工制造行业：包装迎拐点，避险需求推升金价，1 月金股看好老凤祥、
劲嘉股份.pdf
20190108‐东北证券‐食品饮料行业：恒顺提价提振业绩，保健品整治行动开展.pdf
20190108‐上海证券‐电气设备与新能源行业：18 年全年动力电池装机超预期，静候补贴新政
出台.pdf
20190107‐长城证券‐医药行业周报 2019 第 2 期：并购大事件，危与机并存.pdf
20190107‐银河证券‐电子行业：国家重视 5G 政策不断加码，建议关注 PCB 行业投资机会.pdf
20190107‐银河国际‐中国医药行业 2019 年展望：改革、改革和改革！.pdf
20190107‐申万宏源‐通信行业周报：5G 的正确预期是什么？或许该更深理解中央定调 5G_
的内在逻辑.pdf
20190107‐海通证券‐医药行业专题报告：“4+7”集采后药企的战略变局，一张典型的药企
收入利润表剖析.pdf
20190107‐海通证券‐医药与健康护理行业：一张典型的药企收入利润表剖析，“4+7”集采
后药企战略变局.pdf
20190107‐广发证券‐南极电商‐002127‐从卡帝乐鳄鱼旅行箱看南极新品类突围.pdf
20190107‐天风证券‐传媒行业专题研究：春节档历史回顾与 19 年档期前瞻，电影春节档又
将创新高？.pdf
20190107‐国金证券‐机械、军工行业研究周报：军队建设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重点，基建投资
持续加码利好轨交、工程机械及能源装备.pdf
20190107‐光大证券‐房地产行业 2019 年投资策略：2019，千钧将一羽.pdf
20190107‐中金公司‐汽车及零部件行业：央行降准释放流动性；车企陆续披露 12 月销量.pdf
20190107‐中泰证券‐生物制品行业 2018 年疫苗批签发情况总结：大品种批签发顺利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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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7‐中信建投‐商业贸易行业生鲜企业研究之一：易果生鲜，生鲜 B2C 向 B2B 的转型之
路.pdf
20190107‐东吴证券‐电子行业：关于手机销量的一些思考.pdf
20190107‐东吴证券‐文化传媒行业 2018 年电影市场总结：2019 票房增速不宜过于悲观，Q1
紧抓两条投资主线.pdf
20190107‐东北证券‐通信行业动态报告：5G 市场扩大，沃达丰 Orange 计划在西班牙与华为
中兴合作.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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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7‐中信证券‐建筑行业 2018 年 12 月 PPP 重大事项点评：落地率续创新高，PPP 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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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7‐中信建投‐休闲服务行业：2019 年元旦，旅游市场稳健增长，三亚免税店销售亮
眼.pdf
20190107‐万联证券‐银行业深度报告：银行贷款投向及风险暴露研究.pdf
20190106‐海通证券‐策略周报：2019 年节奏为王.pdf
20190106‐海通证券‐关注 5G 产业链投资机会.pdf
20190106‐招商证券‐2018 年预测回顾及 2019 年度十大预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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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人工智能赋能医疗产业研究报告 ‐ 阿甘创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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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文旅小镇运营模式研究：以古北水镇和拈花湾为例(1).pdf
(PDF)温州生命健康小镇概念性规划.pdf
20161012‐河北特色小镇调研报告.pdf
2017 天津中昂安纳西小镇产品说明会活动方案.pdf
48 大江东新能源汽车小镇空间布局概念方案 浙江省院 201511.pdf
2016 年 9 月份杭州特色小镇考察产业启示.pdf
2017.7 和声机构‐蓝城郡安里小镇提报最终稿 3.pdf
2017‐再造美丽故乡—特色小镇的规划设计途径——丁奇.pdf
《小镇零食屋用社群每天业绩稳定在 3000 元的秘密——深度触网六期会员廖丽》.pdf
20180417 太仓地中海欧洲风情小镇总体规划设计招标方案(1).pdf
20180928‐西南证券‐付费行业专题报告：00 后自带付费属性，小镇青年有钱有闲.pdf
高碑店四时田园康养小镇概念规划‐北京壹度‐201704.pdf
2018 年中国基金小镇白皮书‐投中研究院‐2018.08‐32 页.pdf
2018 九龙湖公主酒店音乐嘉年华体验魔法梦幻小镇之旅五一推广简案.pdf
2018 年 8 月小镇青年消费研究报告‐极光大数据‐2018.08‐50 页.pdf
20181018‐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研究报告.pdf
2018 年中国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研究报告‐艾瑞‐2018.10‐49 页.pdf
2020 年大健康产业投资机遇专题研究报告 健康中国 2030 医养结合康养小镇建设等附全套
资料.pdf
site description‐1 复星地中海欧洲风情小镇项目招商引资补充协议 20180115.pdf
华润集团的希望小镇建设‐未来之星 45 页.pdf
九耳智库 20170411 深圳第一生产力‐中建楚江南文旅小镇推广汇报.pdf
旅游+康养，健康特色小镇迎来黄金发展期.pdf
绿城蓝湾小镇‐一座飘落人间的天堂（PDF 版）.pdf
林峰：特色小镇开发运营与全经联 IP 导入.pdf

栖凤湾音乐小镇移动增强现实导览系统.pdf
特色小镇白皮书因竖版+出血.pdf
陕西照金红色文化旅游小镇规划设计.pdf
阳原运动特色小镇.pdf
特色小镇与田园综合体专刊.pdf
田园小镇一期地源热泵系统初步设计方案.pdf
以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实现动能先行区规划蓝图‐‐20180512.pdf
万科青岛小镇.pdf
伍兹贝格‐杭州梦想小镇概念性规划.pdf
浙江特色小镇规划与实践.pdf
远卓－新农村建设产业洞察－特色小镇‐2017.3‐26 页.pdf
智慧小镇拓展指引.pdf
中商文库：2018 年中国文旅小镇规划及前景研究报告.pdf.pdf
郫县云凌花乡优活田园小镇项目概念规划 73 页.pdf
《社群经济：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哲学》.pdf
《社群营销》‐秋叶.pdf
《点亮社群运营》.pdf
如何做社群之+群体思维.pdf
【原创！超 6 万字干货】如何玩转社群营销？（完整版）——秋叶.pdf
社群力量－公开版.pdf
社交电商及社群经济‐万能的大熊.pdf
中国移动社群生态报告（腾讯）.pdf
CEO 说创始人：社群传播特点及实操应用案例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
宝箱.pdf
“互联网+”社群方法论：
七大落地体系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拆书笔记【社群营销】 侯大亮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教育行业社群谈 PPT（多图杀流量）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李叫兽：把社群建在脑海，而不是微信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轻虹社群.pdf
人以群分，营销进入社群时代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如何用游戏化思维打造公司内部学习型社群.pdf
社群对于企业的价值具体在哪里获取.pdf
吴晓波频道：内容、社群、商业要三位一体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
宝箱.pdf
如何做好企业的社群运营，你需要 8 个步骤.pdf
社群运营报名作业‐‐‐‐葛思汝（V2.0）获取更多福利请关注微公号：哆啦 A 梦的百变宝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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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聊基础操作功能文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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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徕互娱地推手册.pdf
社交场景中小程序工具方向会是大市场 冯大辉 抽奖助手创始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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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31‐东兴证券‐建邦股份‐837242‐新三板公司商业模式研究之一百二十二：汽配供应链
管理领先企业.pdf
2018 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报告.pdf
20180628‐浙商证券‐爱婴室‐603214‐深度报告：母婴连锁零售稀缺标的，率先受益二胎红
利.pdf
上品折扣%3a 打造全渠道的零售运营商.pdf
C 轮融资商业计划书_福佑卡车_.pdf
住宅公园 领先的乡村自建住宅综合服务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am730 精品便利店商业计划书.pdf
新能源汽车移动充电项目计划书.pdf
91 动力 加油站新零售服务商 商业计划书.pdf
深圳后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无人零售商业计划书.pdf
曼哈顿商业联盟签约仪式活动提纲.pdf
E 代联盟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车主联盟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车主联盟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好海淘联盟 B2B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宝宝家母婴生态联盟.商业计划书.pdf

第 e 物流大数据平台项目.商业计划书.pdf
5A 级景区主题旅游商品专卖店.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I‐Nets 商业计划书.pdf
“慧职教”职业教育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商业计划书.pdf
G‐MOV 商业计划书.pdf
e 后勤商业计划书.pdf
“出国通”商业计划书.pdf
“品然”智能净水服务运营平台‐1607(1)‐厦门 68‐LJ(1).pdf
北京汤博科技商业计划书.pdf
《截拳道传奇之龙之脉》.pdf
财经会客厅商业计划书.pdf
“宜老汇”项目商业计划书.pdf
宝宝家母婴生态联盟.商业计划书.pdf
“品然”智能净水服务运营平台‐1607(1)‐厦门 68‐LJ.pdf
春耕智慧农业商业计划书.pdf
爱丽丝纳米粒子补水神器商业计划书.pdf
笨鸟分期项目 商业计划书.pdf
海越.天然气 商业计划书.pdf
康奇制药商业计划书.pdf
龙卷蜂商业计划书.pdf
青岛点金人商业计划书.pdf
小杏肌肤商业计划书.pdf
黄金都市项目.商业计划书.pdf
金色马车.商业计划书.pdf
趴啪葩商业计划书.pdf
千里演网络演唱会商业计划书.pdf
南京润绣科技公司融资计划.pdf
绿行科技.商业计划书.pdf
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中心商业计划书.pdf
旗舰会‐3D 购物平台.商业计划书.pdf
趣村里商业计划书.pdf
20151218 爱尚传媒‐融资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商加在线商业计划书.pdf
硬度水性木器漆项目 商业计划书.pdf
搜沃特艺术金融交易平台.pdf
同城玩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云起‐赋成凯旋 17 号私募基金.商业计划书.pdf
无为智能科技 商业计划书.pdf
智能水果供应链商业计划书.pdf
一起学吧商业计划书.pdf
猪八戒智取高老庄.pdf
至善网商业计划书.pdf
“小时候的爱”餐桌 100%放心食品守护者。商业计划书【盛茂旺提供】.pdf
爱尚传媒‐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百翠山居私募股权融资项目说明.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e 家神器‐免费装修神器.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Heber 舌尖卫士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E 影传媒‐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FreeToPlay.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艾特医生.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lady 蔻琳·皇后+妇洁器.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i 车无忧‐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NO 团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伴生活.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传智互联‐‐宠爱.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白原科技.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宝石汇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疯火快送.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北信瑞丰新三板 3 号汉镒定增资产管理.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北迈网项目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达摩之都旅游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车主联盟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广东汇群中药饮片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古蔺项目募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伯乐马 APP 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大自在候鸟旅居.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吉国金矿新股东招募计划 【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大冷股份.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迪乐世界旅游投资管理公司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高徒网 A 轮融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叮当巴士.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富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兼商项目推介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广场舞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果联科技.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景区宝.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国际巨星 VR 全息演唱会【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国盈定增五号.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吉石新三板一号投资基金募集说明.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和通影视文化.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黑客联盟.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河图庄园.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金鼎旅游行业融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华夏幸福非公开发行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酒到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稼铺禅修文化.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耐踏体育.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律师帮帮忙.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某并购基金招募.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绿环生物.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金融之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脸票通 TKFACE.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卡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看我学多元互动教学.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牛场募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盟云移软 831105 中国唯一 VR 云软件开发者‐定增路演【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码上互动.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某燃气新三板定增.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明通集团融资.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拿拿龙.项目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铭泰酒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杀菌空气净化器.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品设.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巧寓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趣赚.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企业宝.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群聊不一样的群沟通.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盛唐能源.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日不落全新 BP.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塞威血透.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深圳市尅利科技．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赛思项目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天马流星（设计师集合）童装品牌.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若街.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深圳市迪斯尼影业发展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塘河旅游.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酸汤鱼餐厅.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酸汤鱼餐厅.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小小心意项目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食品 3D 打印.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淘亲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芜湖中源赛特.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微麦‐最专业的分销众享社交电商服务商.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特特天地平台.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纤铭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匣客‐电动车智能防盗器【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哇咖健身.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伟乐科技公司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维卡木业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养老苑‐定制养老专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五天集彩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新施可瑞.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小桥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新浙江天堂.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云桌.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雅礼中学常德分校项目可靠性项目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雅礼中学常德分校项目可靠性项目投资推介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亚信松德新材定增.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心晴管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亚创.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御见珠宝【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药健康.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有颜在先.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兆昱光电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优购猫.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医用三录仪.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有房生活.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一间铺子.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易买车.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智晶.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友讯企业云管理系统.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智海生物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元泽‐中信资本定向增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这辈子我是你的菜.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张创元祐资产.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终极财富杠杆 3.0（价值 1000 元）.pdf
怡浓.巧克力募集基金.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职业教育+E‐Learning+云服务解决方案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中元汇互联网+分期项目.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更新版）一见招聘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更新版）煜硕 3DX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爱分趣 ‐ 免息分期消费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汇新鲜“ 商业计划书【盛茂旺路演提供】.pdf
3D 巨幕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更新版）心梗预警血压手表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2016 年 360 媒体网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4 万亩农业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Artplane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BP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服务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Angle Pilot 带引器‐融资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艾美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ETC+智能终端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4).pdf
CompetitionX.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MTX 氢能源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E 代联盟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It's My 大中华店众筹方案【恩美路演提供】.pdf

MTX 氢能源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Presentation Oboya 欧勃亚园艺.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2).pdf
Presentation Oboya 欧勃亚园艺.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89).pdf
SaaS 领域 70 万用户【超级表格】Pre‐A 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SKYSH 净化器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TCM 全屋供暖.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townew 超级垃圾桶.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pdf
VR+网咖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VR+网咖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诺丁”休闲食品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VR 公园内容聚合分发门户.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pdf
xx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XX 游戏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YY 私有化融资说明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草耕”参股体育场馆的体育服务匹配平台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第一停车》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会计汇》.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寻路》.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阿农巴巴 Anongbaba 融资 BP【恩美路演提供】.pdf
【免费宽带】100 万跟投或过桥贷款【恩美路演提供】.pdf
【免费宽带】Pre‐A 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5).pdf
阿卡索.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爱宿营.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9).pdf
爱宿营.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2).pdf
八方泉国际养生城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爱宿营.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6).pdf
爱瓦蓝出境海岛游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金泉通航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北苑项目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包装 e 线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北京电竞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伴生缘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便捷高铁 App‐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泊音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北京一搏户外智能装备融资计划书 BP.pdf
大气洗尘净化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泊音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裁缝铺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柴伙邦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8).pdf
长沙贝诺儿童健康产业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不二熊主题摄影自拍馆项目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第八行星融资 BP.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朝阳小镇串吧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车急修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地主淘.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东岳股份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点惠商业计划书 2016【恩美路演提供】.pdf
电影《音为有你》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东洋蓝环保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泛趣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服装行业的滴滴一良品天下【恩美路演提供】.pdf
服装行业的滴滴一良品天下.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6).pdf
福能优纳米黄金钛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母婴矿泉水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3).pdf
分离充电、带资讯分发的移动储能商品化网络系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5).pdf
分离充电、带资讯分发的移动储能商品化网络系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3).pdf
复利独角兽一号基金【恩美路演提供】.pdf
废润滑油再生工艺系统及设备.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广西富罗矿产（大理石）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4).pdf
共享空间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广西灵峰药业—中国妇科用药领导者.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国投猎鹰 9 号产品说明书.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好海淘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哈韩部落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6).pdf
海淘天堂保税店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海狸先生（中国最大的物联网校园洗衣服务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嘉兴创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合和农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好海淘联盟 B2B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家云智能.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健康人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河北 PPP 项目清洁型煤蓝天云商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湖南省中桐生态有限公司‐股权融资计【恩美路演提供】.pdf
湖南本草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互动传媒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晋大科技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汇承微创脑科手术机器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晶彩光电.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互联网智能净水.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金泉通航融资商业计划书 16 年 12 月版【恩美路演提供】(1).pdf
精致教育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剧本超市‐ 影视剧本孵化器.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久灵早教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萝图之旅深度旅行【恩美路演提供】(1).pdf
康复智云融资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九月学糖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空气源跨临界二氧化碳热泵产业化推广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康慈医疗‐微创骨科医疗器械新星.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pdf

康复智云 V5.1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康奇制药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跨境电商运转.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3).pdf
跨境电商运转.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7).pdf
乐成互动‐智能导游平台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萌动.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灵魂之旅 bp.pdf
蓝色起源小空间空气净化机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懒象.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6).pdf
万家捞外卖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蔓音乐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灵山古道森林公园.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律伴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玫瑰小镇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漫崖咖啡.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青岛答应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魔伞鸡枞菌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某 LED 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牧牛出诊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8).pdf
南宁大梁教育科技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1).pdf
南京智慧魔方.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3).pdf
南宁大梁教育科技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农机无人飞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乾彰集团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私人高端定制生态有机农业【恩美路演提供】.pdf
铅酸蓄电池绿色循环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南宁大梁教育科技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山丽信息.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9).pdf
抢购网项目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润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推介书.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人人行第三轮融资方案.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社区居家养老 青鸟软通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首页大数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塞珮娱乐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商企服务宝 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上海浩原医疗器械招商.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深圳赛恩泰科技术有限公司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体感互动橱窗商业计划书 V7.0【恩美路演提供】.pdf
淘家项目商业策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泰达智慧家居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四川创业家——家天下（饶生殿文化创客茶馆连锁）.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搜牙.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淘里乐电商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席勒航空工业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新型混沌半导体弱激光治疗仪.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物联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现代企业运营管理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玩票 APP.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碗间筷讯丨餐厅互动新媒体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途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消费升级‐弗洛花园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微影时代 C+轮融资项目【恩美路演提供】.pdf
西环市场电商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矽搜【恩美路演提供】.pdf
鲜到家 app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先花一亿元.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想得美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新玻璃幕墙智能清洁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小牛快推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5).pdf
新加坡 ZA 环保科技商业融资计划书 2017.pdf
小安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新能动力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新加坡 ZA 环保科技商业融资计划书 2017(8).pdf
小螺帽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小吾秀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星空企业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新湖植瑞长青系列投资基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小牛快推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9).pdf
雅淇优品便利店‐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迅奥科技.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医美汇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医鹭‐医疗设备跨境 B2B 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艺术教育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影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易智电集团项目介绍【恩美路演提供】(31)(1).pdf
醉猫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易铺网‐中国实体商铺互联网服务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一见招聘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一见招聘平台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医诺方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7).pdf
御康堂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音乐教育智能硬件‐钢琴伴侣.商业计划书 V3.6【恩美路演提供】.pdf
涌泉农牧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英网股份‐小职了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影视器材租赁平台‐寻天使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影视器材租赁平台—天使轮【恩美路演提供】 .pdf
硬度水性木器漆项目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出品】.pdf

永生科技‐商业计划【恩美路演提供】.pdf
院线电影《主妇战起来》项目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优机 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pdf
渝旅通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掌上血管医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醉猫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12).pdf
院线电影《我为车狂》【恩美路演提供】.pdf
智能饮水机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云水缘过桥米线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2).pdf
悦家装‐互联网家装采购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直约面试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5).pdf
甄师导学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智聘网 RPO 智能招聘平台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至精船管定增方案 V3.0.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中子星.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中巡赛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智载科技 ETC 项目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中国远洋国际商城商贸物流连锁基地.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醉猫网商业计划书【恩美出品】.pdf
猪八戒智取高老庄【恩美路演提供】.pdf
瑛麒动漫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醉猫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8).pdf
醉猫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6).pdf
瀚亚财通定增投资基金.商业计划书【恩美路演提供】.pdf
龍鹏贸易介绍 商业计划书 【恩美路演提供】.pdf
2018 华东地区乘用车市场洞察报告.pdf
2018 新能源乘用车大数据研究报告 20180511_final.pdf
2018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及产品评价报告.pdf
2019 年社交媒体趋势报告.pdf
安布思沛：聚焦未来‐2018 中国数字趋势报告.pdf
微信影响力研究报告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pdf
2018 微信应用改善医疗服务趋势研究报告 ‐ HIT 专家网.pdf
逆水寒.pdf
逆水寒‐同仁推广‐王晨宇.pdf
20190111‐申万宏源‐工程机械行业系列深度之四：混凝土机械有望接棒挖机实现高速增长，
砼机更新高峰将至，预计 2019 年、2020 年泵车销量 8000、7800 台.pdf
20190111‐海通证券‐医药与健康护理行业深度报告：胰岛素风采依旧，新型降糖药强势崛
起.pdf
20190111‐广发证券‐钢铁行业钢铁集团专题之一：河钢集团，国内第二大钢企、立足华北，
盈利、获现能力持续夯实.pdf
20190111‐广发证券‐燃气Ⅱ行业深度分析：消费高增长供需略紧，看好城燃商业绩释放.pdf
20190111‐平安证券‐良信电器‐002706‐专注低压电器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pdf
20190111‐国海证券‐中国海防‐600764‐深度报告：水声专业全覆盖，护航远洋海军建设.pdf

20190111‐光大证券‐传媒互联网行业 2019 年度投资策略：从成长到成熟，行业迎来变局.pdf
20190111‐交通银行‐2019 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展望：经济增长缓中走稳，宏观政策逆向调
节.pdf
20190111‐中信建投‐中国光大绿色环保‐1257.HK‐生物质为底，危废为继.pdf
20190110‐长城证券‐传媒行业专题报告：“腾讯”研究策论，渠道轮换新王者，游戏广告为
股肱.pdf
20190110‐海通证券‐新能源行业深度报告：核电重启风云再起，产业链充分受益.pdf
20190110‐海通证券‐博创科技‐300548‐立足无源器件根基，发力有源光模块.pdf
20190110‐方正证券‐国有出版行业 116 页深度对比报告：教育类为本、一般类为纲，弱周期、
现金流、估值、分红、新业态是股票看点.pdf
20190110‐广发证券‐康弘药业‐002773‐康柏西普放量提速，未来成长空间广阔.pdf
20190110‐天风证券‐汽车行业 2019 年度策略：周期反转弹性+电动核心成长.pdf
20190110‐基业常青经济研究院‐半导体行业功率半导体系列报告（二)：功率 MOSFET，非慎
行无以度厄，非研发无以致远.pdf
20190110‐华金证券‐农林牧渔行业：宠食内销起，本土企业崛起机遇到来.pdf
20190110‐华泰证券‐建投能源‐000600‐河北火电龙头之一，业绩改善正当时.pdf
20190110‐华创证券‐商贸社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电商法下化妆品代购生存法则.pdf
20190110‐中信建投‐长沙银行‐601577‐政务小微双特色，零售转型新引擎.pdf
20190110‐东方证券‐食品饮料行业：调味酱舌尖美味成长空间大，细分龙头各具特色值得期
待.pdf
20190110‐东北证券‐光迅科技‐002281‐升级芯片强化护城河，迎接电信数通大机遇.pdf
20190110‐上海证券‐医药制造行业专题报告：首家“三+H”企业落地开花，君实生物重磅产
品获批上市.pdf
20190109‐西南证券‐红宝丽‐002165‐环氧丙烷及 DCP 新项目打通产业链，带来发展新机遇.pdf
20190109‐海通证券‐洁美科技‐002859‐纸质载带龙头短期涨价带来盈利改善，长期新业务空
间打开.pdf
20190109‐浙商证券‐石化机械‐000852‐石化机械首次覆盖报告：油气装备的老兵归来.pdf
20190109‐新时代证券‐安琪酵母‐600298‐国内酵母龙头，全产业链布局打开成长空间.pdf
20190109‐广发证券‐地素时尚‐603587‐公司 ROE 较高，业绩拐点向上.pdf
20190109‐国泰君安‐中油资本‐000617‐首次覆盖报告：协同发展大有潜力，央企金控优势显
著.pdf
20190108‐海通证券‐中国中车‐601766‐全球轨交装备龙头，业绩迎来向上拐点.pdf
20190108‐国盛证券‐龙净环保‐600388‐大气治理需求大，领军者望受益.pdf
20190108‐国盛证券‐时尚消费行业：静水流深.pdf
20190108‐华金证券‐迈瑞医疗‐300760‐厚积薄发的医疗器械龙头.pdf
20190108‐中信建投‐国防军工行业动态：嫦娥四号成功落月，全军开训强调实战化训练.pdf
20190104‐长城证券‐好太太‐603848‐公司深度报告：引领晾晒行业迭代，开启智能家居新篇
章.pdf
20190104‐财通证券‐传媒行业 2018 年电影市场深度回顾：优质内容驱动票房增长，院线下
沉空间广阔.pdf
20181231‐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网络音频行业研究报告.pdf
20181231‐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移动营销行业洞察报告~企业篇.pdf
20181231‐艾媒咨询‐移动互联网行业：2018~2019 中国手机浏览器市场年度监测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移动互联网行业：2018~2019 中国中国移动应用商店市场监测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电子行业：2018 中国电子签约 B2B 供应链场景应用监测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体育行业：2018~2019 中国足球产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传媒行业：2018~2019 中国艺人经纪产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
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传媒行业：2018Q3 中国音乐客户端市场监测报告.pdf
20181231‐德勤‐电气设备行业：超速发展，全球电池储能市场面临的挑战与机遇.pdf
20171231‐艾瑞咨询‐传媒行业：2017 年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pdf
20190110‐安信证券‐银行业：宽信用浪潮裹挟下的民企与商业银行.pdf
20190110‐国泰君安‐商业银行行业：共债风险，原理、传导与影响.pdf
20190106‐长江证券‐医疗保健行业：医药行业 2018 年年报业绩前瞻.pdf
20170522‐天风证券‐科技行业：对科技产业趋势和投资的思考，在思辨的世界中探寻真相.pdf
牡丹籽仁压榨油和浸提油联合生产工艺研究_史闯.pdf
牡丹籽油成分_功效及加工工艺的研究进展_王顺利.pdf
油用牡丹_火热背后的冷思考_卞文志.pdf
油用牡丹的发展优势及其丰产栽培管理技术_张海燕.pdf
云南省禄劝县转龙镇油牡丹种植技术_李兴昌.pdf
浅谈油用牡丹价值及种植_蒋晓东.pdf
油用牡丹在产业化方面的探究_以山东省菏泽市尧舜牡丹产业园为例_吕舒舒.pdf
东正惠农油用牡丹合作社宣传手册.pdf
亚洲快速消费品市场洞察 ‐ Kantar Worldpanel.pdf
西王食品（000639）.pdf
世界及中国橄榄油产业发展分析.pdf
从国内外橄榄油市场看我国油橄榄发展的广阔前景 ‐ 中国陇南油橄榄.pdf
洛阳牡丹籽油： 待发光的液体黄金.pdf
牡丹花、牡丹籽成分与功能研究进展 ‐ 益倍生物.pdf
中国牡丹资源开发促进会中林瑞璞牡丹科技有限公司油用牡丹项目简介.pdf
江苏油用牡丹的发展思考 ‐ 江苏林业科技.pdf
我国油用牡丹开发利用现状及产业化发展对策 ‐ 世界林业研究.pdf
第一章油用牡丹产业发展现状 ‐ 陕西省林业厅.pdf
初创企业：如何化解成长的烦恼破茧前行？.pdf
中国化工企业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pdf
中国新材料企业的加速成长之路 ‐ 数据局.pdf
2018 年区块链金融产业全景及趋势报告‐中国科学院大学‐2019.1‐123 页.pdf
20181226‐恒大研究院‐恒大研究院 2019 年房地产市场展望：传统周期延续，还是长效机制
破局？.pdf
北大光华‐ 中国基础设施 REITs 创新发展研究‐2019.1‐64 页.pdf
百度‐2018 年中国汽车市场白皮书‐2019.1‐93 页.pdf
2018 年大中华区写字楼需求核心趋势‐戴德梁行‐2018.12‐46 页.pdf
2018 年度 KOL 红人行业白皮书‐卡思数据‐2019.1‐51 页.pdf
20190109‐银河证券‐电子行业：5G 将引领产业进一步升级，寻找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龙头.pdf
20190109‐财通证券‐汽车行业中国汽车产业展望报告之一：汽车销量见顶了吗？.pdf
20190109‐民生证券‐量子生物‐300149‐深度报告：生物 CRO+CMO 领衔发展，微生态静待风
口.pdf
20190109‐方正证券‐建投能源‐000600‐河北省区域火电龙头，二线火电的高弹性低估值首

选.pdf
20190109‐广发证券‐商业贸易行业存量突围系列之一：付费会员体系，构建存量用户的升维
运营之道.pdf
20190109‐安信证券‐先导智能‐300450‐锂电新一轮扩产潮启动，设备龙头勇立潮头.pdf
20190109‐天风证券‐房地产行业：地产债专题 004，宏观调控视角下的房地产政策周期~20
年房地产调控史全复盘（下）.pdf
20190109‐国盛证券‐2019 年宏观经济展望：寻找超预期.pdf
20190109‐国海证券‐传媒行业深度报告：从得到 audible 发展看音频赛道投资路径.pdf
20190109‐东吴证券‐国防军工行业 2019 年度策略：景气确定，价值迎重估.pdf
20190109‐东北证券‐芒果超媒‐300413‐由中外视频逻辑差异看芒果的内在价值：芒果如何走
出自己的曲线？.pdf
20190108‐易观智库‐金融行业 2019 中国基金业金融科技发展白皮书：“智”启数字时代，
从产品金融走向生态金融.pdf
20190108‐广证恒生‐医药行业专题：开启肿瘤早筛新纪元，液态活检蓄势待发.pdf
20190108‐广发证券‐多因子 Alpha 系列报告之（三十八）：从个股分化看风格轮动.pdf
20190108‐广发证券‐化学制药行业：以迈兰发展经验看，中国仿制药企转型路径.pdf
20190108‐平安证券‐大冶特钢‐000708‐成长中的特钢专业化巨头.pdf
20190108‐国泰君安‐2019 年全球经济展望：迎接暴风雨，等候新彩虹.pdf
20190108‐华创证券‐宏观专题：稳增长中“消失”的国开行.pdf
20190108‐兴业证券‐深南电路‐002916‐乘 5G 升级之东风，实力造就 PCB 龙头.pdf
20190108‐兴业证券‐休闲服务行业：海外市场研究之同程艺龙，背靠腾讯流量与携程资源的
OTA 行业第三极.pdf
20190108‐光大证券‐纺织服装行业 2019 年度投资策略：远近高低各不同，以美为鉴探究经
济起落中服装行业内部变化.pdf
20190108‐中泰证券‐电子行业专题报告：录播市场，从精品到常态化，百亿规模待释放.pdf
20190108‐中泰证券‐恒大高新‐002591‐声学与垃圾炉防护龙头逆周期成长.pdf
20190108‐中泰证券‐山东出版‐601019‐山东文化出版龙头，纸价与人口变化有望带来业绩弹
性.pdf
20190108‐中信证券‐通信行业射频子行业深度报告：5G 前周期品种，行业将迎来量价齐升.pdf
20190107‐长城证券‐房地产行业：规模与杠杆，重点房企 2018 年中期资产负债表拆分.pdf
20190107‐中信证券‐科技行业前瞻研究系列报告 48：疲软的 2018，全球科技股回顾和展
望.pdf
20190107‐中信证券‐建投能源‐000600‐投资价值分析报告：优质区域电力龙头，弹性“火”
力十足.pdf
20190106‐中泰证券‐租赁、信托行业：多元金融 2019 年投资策略，分化与回归.pdf
20181231‐艾瑞咨询‐物联网行业：2018 年中国物联网 LPWA 技术研究报告.pdf
20181231‐艾瑞咨询‐教育行业：2018 年中国未来家庭 STEAM 教育趋势研究报告.pdf
20181231‐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移动营销行业洞察报告：产业篇.pdf
20181231‐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 PC 单机游戏行业研究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食品饮料行业：2018~2019 中国白酒产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
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通信设备行业 2018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竞争态势与用户行为数据监测
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教育行业：2018~2019 中国幼教机构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

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家电行业 2018~2019 中国空调：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2018~2019 中国无人零售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pdf
20181231‐普华永道‐人工智能行业：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pdf
20181231‐普华永道‐中国食品行业的挑战与转变.pdf
20181231‐中国信通院‐计算机行业：先进计算发展研究报告（2018 年）.pdf
20181231‐中国信通院‐信息技术行业：2018 数字孪生城市研究报告.pdf
20181231‐36 氪研究院‐基因检测行业研究报告：先知先觉，基因的科学力量.pdf
20181227‐易观智库‐旅游行业：中国在线酒店预订市场数字化分析 2018.pdf
20181219‐易观智库‐快递行业：中国大件快递白皮书 2018，数字化驱动快递行业升级发展.pdf
20181218‐易观智库‐金融服务行业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专题分析 2018：C 端场景逐渐饱和，移
动支付竞争向 B 端升级.pdf
20181217‐易观智库‐电商行业数字化驱动跨境电商成长~宝贝格子案例分析：跨境电商助力
下的中国进口消费市场分析.pdf
20181215‐中指研究院‐中国房地产行业市场 2018 总结&2019 展望.pdf
20181207‐易观智库‐中国移动营销行业市场创新案例专题分析 2018：数字化驱动行业稳步发
展，全域营销渐入佳境.pdf
AICon2018‐《从点击率提升到用户长期行为优化：浅谈人工智能技术在电商搜.pdf
AICon2018‐《AI 驱动下的移动输入革新之路》‐姚从磊.pdf
AICon2018‐《从视觉计算近期进展 ldquo 管窥 rdquo AI 之 ABCDE》‐山世光.pdf
张俊林 AICon16：9New ‐ 无公式.pdf
AICon2018‐《爱奇艺自然语言处理和视频大数据分析应用》‐吴友政.pdf
AICon2018‐《工程师的 AI 实践之路》‐蔡超.pdf
AICon2018‐《打造人工智能时代的最强计算引擎 mdash mdash 深度学习框架演进.pdf
AICon2018‐《如何构建低成本高效能的视觉感知系统》‐潘争.pdf
AICon2018‐《机器学习加持下的时序类数据异常智能监控》‐刘彪.pdf
AICon2018‐《基于小猿搜题的视觉应用落地》‐朱珊珊.pdf
AICon2018‐《借助 TensorFlow 在 CTR 预估中快速落地 DNN》‐李珂.pdf
AICon2018‐《如何快捷有效地获取海量数据并使其可被机器识别分析》‐李鑫.pdf
AICon2018‐《借助 TensorFlow 在 CTR 预估中快速落地 DNN》‐李珂(1).pdf
AICon2018‐《深度学习在红豆 Live 直播推荐系统中的应用》‐胡南炜.pdf
AICon2018‐《如何利用大规模机器学习技术解决问题并创造价值》‐胡时伟.pdf
AICon2018‐《商业智能技术驱动业务增长》‐张重阳.pdf
AICon2018‐《苏宁智能机器人平台》‐李伟.pdf
AICon2018‐《苏宁智能机器人平台》‐李伟.pdf
AICon2018‐《通过语音和语言技术打造 AI 教育平台》‐秦龙.pdf
AICon2018‐《小爱：语音识别和 NLP 在语音交互中的实践》‐王刚.pdf
AICon2018‐《依图 AI 落地探索与反思》‐周健.pdf
熊鹏飞‐AI 大会.pdf
AICon2018‐《知乎 News Feed 中的机器学习实践》‐张瑞.pdf
AICon2018‐《主动学习和图谱挖掘在金融反欺诈中的应用实践》‐王婷.pdf
上海苏宁渠道 12 月‐1 月份活动梳理(01.07 更新).pdf
上海苏宁渠道 12 月‐1 月份活动梳理(01.07 更新).pdf
南京华泽地铁 4 号线方案（别克汽车）2018.11.2(1).pdf

别克汽车 推广计划 .pdf
大数据 常雷‐新一代数据仓库：Apache HAWQ.pdf
主会场 宋哲炫‐拥抱开放多云时代.pdf
IoT 峰会 郑晔 一个工业物联网应用的架构与实现 大大演讲 PDF.pdf
主会场 王卓然‐语义智能：技术探索与产品落地.pdf
主会场 郭炜 智能时代的大数据用户分析 v1.3（GTIC）.pdf
主会场 侯震宇_金山云混合云网络架构设计与实现.pdf
运维 张兴龙‐京东基础运维的智能化实践.pdf
主会场 谭晓生 互联网进入大安全时代‐GITC2017.pdf
主会场‐陈国成 构建 10 亿级商品的电商平台架构（微店）‐ V2.0 ‐ 下载版本.pdf
运维 程捷 海量数据在线分析技术剖析 16：9.pdf
运维 强昌金 MySQL_NDB_Cluster 实践.pdf
运维 陈怡婷 呼叫中心语音线路自动化运维之路.pdf
运维 熊亚军 新 ITOM 新监控.pdf
运维 权熙哲 智能时代数据中心网络实践与趋势.pdf
大数据 陈涛‐喜马拉雅数据计算平台 xql.pdf
运维 杨金全‐微服务架构的应用性能监控.pdf
运维 王忠宁‐搜狗运维自动化平台架构设计与实践.pdf
大数据 曹永鹏‐Mobike 大数据平台建设.pdf
运维 余珂 爱奇艺‐爱奇艺基于 DPDK 的网络优化实践‐下载版.pdf
运维 周彦伟‐用开源工具之利器，善 MySQL 运维之琐事.pdf
运维专场 黄振 开源运维自动化平台架构实现与运营实践.pdf
运维专场 宋国欢 猎豹移动可持续性自动化运维的探索与创新.pdf
大数据 刘一鸣_Kyligence_Apache Kylin 加速大数据 OLA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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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泰轮胎】2018 知乎营销建议 1201(1).pdf
艾仕得涂料系统 2018 汽车色彩趋势发布.pdf
红鹤沟通‐2018 南京中华门长千府别墅项目策略推广案.pdf
白羊广告‐融创中国壹号院提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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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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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许昌市调报告(1).pdf
20181229 武汉新景祥年报‐定.pdf
20181212 刚需和改善性需求测算 V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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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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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8‐广证恒生‐医药行业专题：开启肿瘤早筛新纪元，液态活检蓄势待发.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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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家电行业 2018~2019 中国空调：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pdf
20181231‐艾媒咨询‐2018~2019 中国无人零售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告.pdf
20181231‐普华永道‐人工智能行业：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对中国就业的净影响.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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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7‐西南证券‐宏观 2019 年度策略报告：水无定势，见可而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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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6‐东吴证券‐华侨城 A‐000069‐奋楫扬帆，旅游+地产协同进入大跨越时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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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05‐中金公司‐传媒行业：底部孕育机会，出版发行及有线电视行业投资展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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