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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9U】20180628-2018 慕思抱枕新品开发品牌策略方案.pptx
【1C9U】20180710-DW（手表）七夕欢聚日方案.pptx
【1C9U】20180723-好耶广告-国金基金 2017 年度传播方案 V5.pptx
【1C9U】20180702-中央电视台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广告资源.pptx
【1C9U】20180703-2017 智能家居逸云智家品牌定位与推广思考策划全案.pptx
【1C9U】20180703-2018 汽车风雪铁龙抖音运营方案最新版.pptx
【1C9U】20180703-2018 汽车风雪铁龙抖音运营方案最新版.pptx

【1C9U】20180705-荔枝 FM 约个声音的会 结案报告.pptx
【1C9U】20180709-家装品牌 INAX 伊奈电商运营 2017 全年规划策划方案.pptx
【1C9U】20180713-维他柠檬茶 2017 年度方案.pptx
【1C9U】20180711-2017LG 淘淘安系列产品互联网营销规划.pptx
【1C9U】20180716-KFC 网上订餐公众账号 定位和包装方案.pptx
【1C9U】20180720-卫宝 2017EC 传播方案.pptx
【1C9U】20180720-华为大数据 ISV 行业应用合作伙伴“时趣互动_个性化沟通_
应用提案.pptx
【1C9U】20180722-京东智能音箱上市沟通项目总结_环时互动_20170705.pptx
【1C9U】20180801-Dior×XiaoMi Workshop.pptx
【1C9U】20180806-京东智能音箱上市沟通项目总结_环时互动_20170705.pptx
【1C9U】20180801-LOREAL X MI 全新抗雾霾防晒上市建议.pptx
【1C9U】20180801-优力互动 - 衣二三 414 试衣节项目结案报告.pptx
【1C9U】20180726-椒言椒语开业引爆方案.pptx
【1C9U】20180727-奥美-吉利博瑞 2017 全年线上推广方案.pptx
【1C9U】20180806-荣耀 2017 年公关传播策略建议及 H1 公关传播执行规划.pptx
【1C9U】20180731-雷士照明 7 月 C 级欢聚 -营销方案.pptx
【1C9U】20181026-2018 美团七夕传播战役方案.pptx
【1C9U】20180803-2016-2017 年天翼 4G+品牌互联网推广方案.pptx
【1C9U】20180801-阿里云栖大会北京站 - IDL - 结案报告 20160819.pptx
【1C9U】20180822-九仙尊凤凰网 2017 整合营销策划案.pptx
【1C9U】20180801-蓝月亮《拜托了衣橱》联合冠名项目结案报告.pptx
【1C9U】20180801-高洁丝 Hello Kitty 投放结案报告.pptx
【1C9U】20180828-万达文化娱乐 2017 全年公关规划方案.pptx

【1C9U】20180809-2017 卡西欧新品上市推广活动策划案.pptx
【1C9U】20180802-平安银行消费金融微信运营分析报告.pptx
【1C9U】20180815-友拓公关-百度钱包 2017 年度新媒体传播策划方案.pptx
【1C9U】20180810-2017 舒蕾自然美女神评选策划案.pptx
【1C9U】20180910-摇滚全网整合营销策划案 V13.pptx
【1C9U】20180806 金龙鱼大米品牌传播策划方案.pptx
【1C9U】20180814-阅文集团 2017 年度公关传播方案-麟动呈送-Finail.pptx
【1C9U】20180821-搜狗品牌 2017 营销传播策划方案【Final】.pptx
【1C9U】20180830-YY 户外直播 2017 年品牌传播方案.pptx
【1C9U】20180816-某 4A-美的熊形象推广方案 20170911.pptx
【1C9U】20180907-北京奥美-2016-2017 年度首汽年度工作总结方案.pptx
【1C9U】20180914-华劲花影系列品牌抽纸全案提案.pptx
【1C9U】20180827-中国南方航空 2017 全年整合营销方案.pptx
【1C9U】20180925-网易考拉海购分镜.pptx
【1C9U】20180917-猫途鹰-环时创意 20170424（中文）.pptx
【1C9U】20180904-2017-搜狐视频自制次元系列整合营销方案（无视频）-次元
觉醒.pptx
【1C9U】20180910-合生元 2017 数字营销- 0215FA.pptx
【1C9U】20180930-2018MIA 电音节上海站招商方案.pptx
【1C9U】20180913-李宁 YOUNG-2018 年数字营销解决方案.pptx
【1C9U】20180912-蓝色光标-浦发银行 2016-2017 品牌宣传项目创意规划方
案.pptx
【1C9U】20180918-vivo X9s 照亮七夕心里话传播方案.pptx
【1C9U】20180918-vivo 七夕线上传播-社交推广执行方案.pptx

【1C9U】20180928-2107 国美 618 促销创意方案-2017.5.25.pptx
【1C9U】20181008-2018 上汽红岩商务年会策划案.pptx
【1C9U】20181015-2017 卡萨帝创意中国行设计方案 1212-利隆.pptx
【1C9U】20180928-国美电器 2017 年度品牌公关方案.pptx
华与华品牌论.pptx
【1C9U】20181008-2018 合肥地产跨越百年年会策划案.pptx
【1C9U】20181008-2018 江苏美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年会策划案.pptx
【1C9U】20181008-2018 哈尔滨艾瑞年会策划方案.pptx
【1C9U】20181010--【宣亚】G953D 动画视频方案.pptx
【1C9U】20181009-2017-真果粒蓝莓新品上市传播方案.pptx
【1C9U】20181009-2018 年前任博物馆.pptx
【1C9U】20181017-2018 中铁佰和佰樂健康养老产品发布会策划案.pptx
【1C9U】20181017-2018 沈北华强广场品牌发布会策划案.pptx
【1C9U】20181012-东风雪铁龙 C3-XR 2017 款上市期公关项目总结报告.pptx
【1C9U】20181015-2018 年东芝中国品牌定位策略创意案.pptx
【1C9U】20181023-隰县玉露香梨超级 IP 营销方案暨 2017 隰县梨文化节线上运
营方案.pptx

20190222-资本邦研究院-基带芯片行业：“没有美国公司能替代华为”！5G 大
战“神仙打架”，高通、苹果地位不保？！.pdf
20190222-民生证券-TMT 行业：基本面边际改善，估值修复有望持续.pdf
20190221-银河证券-农林牧渔行业：一号文聚焦“三农”，关注种植业机会.pdf
20190221-海通证券-实体经济观察 2019 年第 7 期：宽松预期重来.pdf
20190221-招商银行-首席观点：花儿与少年，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pdf

20190221-广发证券-电子行业折叠屏系列报告之二：三星发布折叠屏新机，柔
性显示新纪元开启.pdf
20190221-平安证券-通信行业 2019 年巴塞罗那 MWC 前瞻系列：5G 供应链精彩纷
呈，厂商面临机遇挑战.pdf
20190221-天风证券-设计总院-603357-设计龙头盈利能力领先，外延内拓受益
基建补短板.pdf
20190221-天风证券-万兴科技-300624-稀缺的纯软件公司，TO_B 增量市场有望
打开.pdf
20190221-国盛证券-电子行业 TWS 耳机系列研究之一：歌韵巧共泉声.pdf
20190221-国盛证券-建筑材料行业：装修建材，边际变化正在发生，推荐低估
值优质龙头.pdf
20190221-国海证券-久之洋-300516-深度报告：业绩拐点出现，海军光电龙头
隐现.pdf
20190221-兴业研究-赤道原则发展与实践系列报告：赤道原则的发展现状与组
织管理.pdf
20190221-光大证券-解析政策对市场的传导：第三条“水路”通股市.pdf
20190221-光大证券-国脉科技-002093-5G 网络规划深度受益，高教业务夯实产
业基础.pdf
20190221-中信证券-银行业 M1 专题研究报告：M1 增速见底了吗？.pdf
20190221-中信证券-电子行业消费电子跟踪报告：2019 年安卓端创新展望，预
计将聚焦声光屏.pdf
20190221-中信证券-房地产行业专题研究报告：2019 年房地产行业运行定量预
测更新.pdf
20190221-东兴证券-高德红外-002414-事件点评：高德红外系列报告之二，领
军红外探测器芯片.pdf
20190220-通证通研究院-区块链行业秘史之三：密码朋克的死亡圣器，公钥加
密.pdf
20190220-西南证券-申通快递-002468-恢复元气，边际改善可持续.pdf
20190220-西南证券-圆通速递-600233-公司动态跟踪报告：管理再聚焦，件量
增速恢复.pdf

20190220-海通证券-策略专题报告：市场反转需要啥信号？.pdf
20190220-新时代证券-蓝焰控股-000968-山西燃气集团重组全面启动，核心战
略是煤层气，公司或受益最深.pdf
20190220-广发证券-汽车行业 19 年数据点评系列之五：1 月国内乘用车终端销
量同比增长 24.9%，19 年需求复苏得到验证.pdf
20190220-国泰君安-钢铁行业：供需缺口转负，看好矿价中枢上移.pdf
20190220-华金证券-新能源设备行业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析：1 月份新能源汽车
销售 9.6 万辆，全年产销量有望达 170 万.pdf
20190220-东莞证券-兖州煤业-600188-深度报告：低估值煤炭龙头，受益油价
触底反弹和煤价企稳.pdf
20190219-银河证券-恒瑞医药-600276-年报深度跟踪：业绩增速符合预期，创
新龙头执业界牛耳.pdf
20190219-海通证券-人口与就业系列之二：返乡的农民工，还回城么？.pdf
20190219-海通证券-19 年地方两会：调降增速，积蓄动能.pdf
20190219-民生证券-泰格医药-300347-关于公司商业模式及未来趋势的探讨：
多业务盈利能力释放，确立未来景气度持续.pdf
20190221-中信建投-汽车行业：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
录》亮点颇多，一月份新能源车销量长势喜人.pdf
20190220-海通证券-央行转鸽，宽松重来？.pdf
20190219-东兴证券-中国长城-000066-系列报告之一：基本面显著反转，价值
重估进行时.pdf
20190220-招商证券-军工行业 2018Q4 公募基金军工持仓分析：军工整体配置比
例仍低，主动型基金重仓航空产业链.pdf
20190218-长江证券-石油化工行业：OPEC+超额减产，2019 年油价将走向何
方？.pdf
20190220-广发证券-汽车行业 19 年数据点评系列之六：1 月新能源汽车合格证
同比增长 158%.pdf
20190220-安信证券-旬度经济观察：经济数据继续走弱，社会融资大超预期.pdf

20190220-华泰证券-建筑建材行业 2019 年回乡见闻报告：基建空间大，期待品
牌建材市占率提升.pdf
20190220-兴业证券-出境游行业 18 年总结&19 年展望：否极之后的泰来.pdf
20190220-兴业证券-光伏设备行业资产负债表研究系列三：光伏步入成长，板
块估值提升.pdf
20190218-国泰君安-中环股份-002129-单晶硅片有望持续涨价，龙头将持续受
益.pdf
20190218-中信证券-科技行业前瞻研究，全球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周报（第 43
期）：亚马逊领投 Rivian，阿里投资浙江云计算数据中心.pdf
20190220-中信建投-房地产开发行业：全国土地推盘去化情况高频跟踪.pdf
20190219-财富证券-再升科技-603601-深耕朝阳行业，持续高成长仍可期.pdf
20190217-长江证券-环保行业：时隔一年，回顾排污许可证.pdf
20190217-长江证券-建材行业：如何看待节后玻璃库存大幅增加？.pdf
20190217-长江证券-化工行业：2018 年化工板块预告业绩整体增长.pdf
商业贸易行业零售人口系列报告之四：日本人口老龄化及相关企业研究
-20181211-方正证券-21 页.pdf
1C9U 独角兽 BP 系列 斑马快跑商业计划书 客货一站式用车平台 2018.10 月 D 轮
3 亿到账.pdf
优股通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跨境股权交易平台.pdf
1C9U 独角兽 BP 系列 合众新能源汽车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11 月 B 轮到账.pdf
1C9U 大公司 BP 系列 科比特航空 工业无人机产业集团 46 页 PRE-IPO.pdf
英禾室内设计 商业计划书.pdf
1C9U 大公司 BP 系列 环球优学新三板 k12 教育辅导机构.pdf
美团排名规则.pdf
我家云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最值得托付的物业服务云平台.pdf
1C9U 大公司 BP 系列 拜腾汽车商业计划书.pdf

1C9U 大公司 BP 系列 喜马拉雅音频平台 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8 月完成 4.6 亿美
金战略投资 .pdf
暖萌健康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宠物医疗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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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31-中国指数研究院-房地产行业：产业地产市场月度报告（2018 年 10
月）.pdf
20190222-艾瑞咨询-金融服务行业：2018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研究报告.pdf
20190222-艾瑞咨询-互联网行业：中国互联网就业洞察白皮书企业篇.pdf
20190222-艾瑞咨询-2018 年中国在线教育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淘金时代结
束.pdf
20190222-申万宏源-金属硅行业深度：光伏需求及出口增长有望带动金属硅价
格上涨~受益标的，全球金属硅龙头合盛硅业.pdf
20190222-申万宏源-视源股份-002841-教育信息化+企业服务高增长，现金流提
供高安全边际.pdf
20190222-海通证券-医药与健康护理行业：“4+7”后，国产创新药会受到影响
吗？.pdf
20190222-海通证券-19 年 2 季度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展望：《不走老路、股债
双牛》.pdf
20190222-民生证券-化工行业 PX~PTA~聚酯产业链研究分析：PX 供给转向宽松，
下游迎来持续景气周期.pdf
20190222-广证恒生-新三板医药行业专题：新技术突破传统微生物检测瓶颈，
NGS 引领变革.pdf
20190222-广发证券-创业板“寻底问道”系列报告一：商誉索骥，创业板“盈
利底”在何方.pdf
20190222-平安证券-恒力股份-600346-炼化项目投产在即，聚酯龙头跨入新阶
段.pdf
20190222-国金证券-中公教育-002607-中公八问：中公何以成为职教航母，未
来持续增长路径又如何？.pdf

20190222-国联证券-诺力股份-603611-动力电池再迎扩建潮，锂电物流元老业
绩可期.pdf
20190222-国泰君安-开立医疗-300633-首次覆盖报告：超声龙头，内窥镜新
秀.pdf
20190222-国泰君安-亿纬锂能-300014-系列深度报告③：动力电池突破显著，
高举高打逐见成效.pdf
20190222-华泰证券-京能电力-600578-装机高增长，火电资产低估显著.pdf
20190222-华创证券-阳光城-000671-深度研究报告：雨后阳光，梦想绽放.pdf
20190222-光大证券-方大特钢-600507-2018 年报点评：低成本战略和市场化经
营优势进一步显现.pdf
20190222-信达证券-消费行业女性内衣专题报告：方寸之间大有学问，女性内
衣龙头成长空间广阔.pdf
20190222-中银国际-原料药及辅料行业深度报告：质量升级+格局优化，国产原
辅料行业进入新一季暖春.pdf
20190222-中金公司-电气设备行业：充电市场爆发将至，详测产业盈利前景.pdf
20190222-中金公司-新能源汽车行业：新能源扶持应转向能效引导和用车环节
补贴.pdf
20190222-中原证券-食品饮料行业 2019 年 1 月月报：产量增速放缓，价格普遍
延续跌势.pdf
20190222-中信证券-特斯拉-TSLA.US-跟踪报告：盈利改善持续，期待上海投
产.pdf
20190222-东莞证券-上海新阳-300236-国内半导体材料龙头企业，参股公司有
望为科创板标的.pdf
20190221-联讯证券-欧菲科技-002456-紧跟创新节奏，多摄、屏下指纹推动成
长.pdf
20190221-海通证券-中国人寿-601628-根基深厚，期待“大象起舞”.pdf
20190221-方正证券-百隆东方-601339-壁垒坚实，产能驱动.pdf
20190221-招商证券-有色金属行业贵金属系列深度报告：黄金巨头崛起之路兼
论中外黄金股估值.pdf

20190221-广发证券-上海机场-600009-基于框架切换看上海机场新产能周期投
资机会.pdf
20190221-安信证券-超市行业深度分析：复盘海内外，探当前环境，超市龙头
投资机遇几何？.pdf
20190221-兴业证券-电子行业：三星折叠手机面世，OLED 显示行业受益明显.pdf
20190221-兴业证券-农林牧渔行业年报前瞻：养猪触底，养鸡景气，后周期低
迷.pdf
20190221-光大证券-环保行业垃圾焚烧发电行业专题报告：垃圾发电补贴取
消？现在还不是时候.pdf
20190221-中金公司-电气设备行业：配网，投资回暖正当其时，核心标的收获
成长.pdf
20190221-东吴证券-金山软件-3888.HK-价值重估，静待花开，隐性资产显性化
趋势凸显.pdf
20190220-长江证券-房地产行业：粤港澳区域势起，深度解析广深区域发展趋
势.pdf
20190220-长江证券-太极股份-002368-政务云领军，多维度优化.pdf
20190220-长江证券-中青旅-600138-光大入主，高层换届，新征程开启.pdf
20190220-浙商证券-法拉电子-600563-深度报告：光伏有望迎来拐点，新能源
汽车增长新引擎.pdf
20190220-安信证券-科创板专题研究系列六：“硬科技”之云计算投资研究方
法论，春风送暖入屠苏.pdf
20190219-长江证券-信息技术行业：长江计算机海外云计算巨头财报综述，未
见颓势，加速反哺.pdf
20190219-中信建投-天邦股份-002124-猪瘟加速猪价周期拐点，养猪新秀受
益.pdf
20190218-长江证券-宠物食品行业深度报告之七：如何看待宠物食品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pdf
20190131-艾瑞咨询-科技行业 2019 年企业研究报告：中科寒武纪.pdf
20190222-海通证券-益生股份-002458-量价齐升，利润大幅扭亏.pdf

20190221-平安证券-通信行业 2019 年巴塞罗那 MWC 前瞻系列：百舸争流，产业
链协力推进 5G 生态成熟.pdf
20190221-安信证券-新雷能-300593-模块电源好赛道，高研发、大客户成就 5G
龙头供应商.pdf
20190219-长江证券-建材行业深度报告：雄安新气象，水泥谱新篇.pdf
20181231-艾瑞咨询-互联网行业：2018 年中国互联网流量年度数据报告.pdf
医疗服务行业：康复医疗行业专题报告-20161108-华创证券-34 页.pdf
达人店 化妆品品牌孵化与销售平台 商业计划书 韩庚 2018 年 7 月 A 轮已到
账.pdf
试试彩妆商城 商业计划书 虚拟试妆美妆电商平台.pdf
美妆头条融资商业计划书.pdf
木桃木李

护肤品零售品牌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欧克 虫草化妆品品牌商业计划书.pdf
Melamde 2017 年商业计划书 进口药妆零售品牌商商业计划书.pdf
肌秘 美业消费大数据分析引擎 商业计划书.pdf
2019 年 2 月最新商业计划书 小易智能医美大健康商业计划书 小米生态链预备
成员.pdf
芙美 人工智能美肤测肤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pdf
消费者调研系统方案汇报.pdf
消费者调研立项申请签批件.pdf
消费者调研资本支出立项签批.pdf
调研系统架构图-浩顿英菲.pdf
消费者调研系统方案汇报 20180726 v3.0.pdf
华创 IT 立项审批页.pdf.pdf
项目需求说明书（修订稿）.pdf

20190220-中泰证券-餐饮行业板块专题：从巨头败北看中国连锁餐饮企业的扩
张之路.pdf
20190220-东兴证券-鹏欣资源-600490-深度报告：产品格局多元化，业绩规模
待释放.pdf
20190219-财通证券-深南电路-002916-通信 PCB 兼具弹性和支撑，公司将成 5G
主要受益者之一.pdf
20190219-民生证券-大冶特钢-000708-高端制造刺激特钢下游需求，多重因素
支撑公司估值上修.pdf
20190219-安信证券-新三板定期报告：从跨国药企年报数据看 PD~1 良好形势，
产品进入快速上量阶段.pdf
20190219-中信证券-化工行业氢燃料电池材料系列报告之一：质子交换膜.pdf
20190219-东兴证券-钢铁行业深度报告：只争朝夕，估值和成本视角下钢铁股
短期博弈的投资价值分析.pdf
20190218-招商证券-全球资产价格：从美联储会议纪要看全球资本市场.pdf
20190217-国金证券-轻工造纸行业周报：2019 年定制家居行业核心竞争力或将
发生变化.pdf
20190217-国金证券-药明康德-603259-CROCDMO_国际龙头，一体化制药赋能平
台.pdf
20190217-国联证券-化工行业：节后开工稳步回升，化工品市场平稳回暖.pdf
20190215-长江证券-新材料行业专题：立潮头，“新”之所向.pdf
最具造星力的线下音乐推广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最具造星力的线下音乐推广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千悦 美妆新零售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千悦 美妆新零售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创新与发展_12293395.pdf
梦想小镇创业服务平台简介-20151105.pdf
优先权签约评估及签约方案 V1.0.pdf

梦想小镇开幕发布会 328 最终稿_20150324.pdf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计划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建议
书.pdf
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建设方案.pdf
孵化器的商业模式研究_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pdf
大学城创新型孵化器建设方案.pdf
高技术企业创业孵化环境与成长绩效关系研究.pdf
紫光科技园创新产业链白皮书.pdf
梦想小镇创业服务平台开幕发布会 328 最终稿_20150324.pdf
梦想小镇创业服务平台简介-20151105(1).pdf
孵化器的商业模式研究_理论框架与实证分析(1).pdf
高技术企业创业孵化环境与成长绩效关系研究(1).pdf
《科技企业孵化器概念简述及运营管理模式研究报告》(38 页).pdf
【1C9U】20181120-统一小茗同学微博营销案.pdf
2018 年地方经济全景观察-民银智库-2019.2-27 页.pdf
2018-2019 中国医疗美容行业研究与产业链分析报告-艾媒-2019.2-47 页.pdf
20190221-申万宏源（香港）-网易-NTES.US-同比环比显著改善.pdf
20190221-申万宏源（香港）-敏实集团-0425.HK-订单稳健增长，业务扩张可
期.pdf
20190221-申万宏源-日机密封-300470-密封件行业绝对龙头，行业迎来集中度
提升加速期.pdf
20190221-申万宏源-三安光电-600703-行业等待触底，龙头底部历练再起
飞.pdf
20190221-新时代证券-天齐锂业-002466-全球布局优质锂资源，尽享新能源发
展红利.pdf
20190221-国金证券-澳优-1717.HK-十年磨一剑，澳优步入高速发展轨道.pdf

20190221-国金证券-半导体行业：功率半导体淡季不淡，看好旺季来临投资机
遇.pdf
20190221-国盛证券-隆基股份-601012-单晶环节龙头全产业链布局扩大竞争优
势.pdf
20190221-国盛证券-广信股份-603599-依托光气资源，打造全产业链农药细分
龙头.pdf
20190221-国盛证券-中公教育-002607-以梦为马，职教龙头扬帆.pdf
20190221-国信证券-经济周期系列专题研究：金融指标与增长指标领先性探
讨.pdf
20190221-华泰证券-多行业返乡调研报告：经济存下行压力，细分行业有亮
点.pdf
20190221-华泰期货-化工专题：化工板块对冲策略探讨（其二），V 及 BU 相关
对冲头寸探讨.pdf
20190221-中信期货-农产品专题报告（咖啡）：咖啡产业链系列专题报告
（二）.pdf
20190221-中信建投-国防军工行业军民融合产业链系列之三：微波组件，雷达
通信占比提升，军民融合大势所趋.pdf
20190221-中信建投-亿利洁能-600277-化工与清洁能源板块并举，进入高速增
长通道.pdf
20190221-东兴证券-颐海国际-1579.HK-品牌+管理优势下，持续快速发展.pdf
20190220-海通证券-公用事业行业：火电行业估值体系急需重构.pdf
20190220-海通证券-交通运输行业 2019 油运投资策略：以时间换空间，相信均
值复归的力量.pdf
20190220-方正证券-紫金矿业-601899-资源为王，全球矿业巨头雏形已现.pdf
20190220-广发证券-汇顶科技-603160-引领屏下光学指纹浪潮，未来布局成长
新空间.pdf
20190220-国泰君安-中油工程-600339-行业底部始复苏，油气改革显弹性.pdf
20190220-中金公司-老外看中国：周期走弱，消费分级，期待政策奏效.pdf
20190220-中金公司-主题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冉冉升起的世界级大湾区.pdf

日海智能 NB 电动自行车智能终端产品规格说明书.pdf
日海智能 NB 电动自行车智能终端产品规格说明书.pdf
20190220-招商证券-韵达股份-002120-规模效率并重，成本领先优势明显.pdf
2019 年最新整理营销推广传播方案提案，一查就有.pdf
汇丰-全球汽车行业策略：2019 年最值得购买的全球十大汽车公司-2019.2.7-96
页.pdf
中金-科创板与海外上市实务操作-2019.2-61 页.pdf
中国 5G 应用市场数字化专题 2018-易观-2019.2-40 页.pdf
【1C9U】20181204-【抖音荧光派对】五一劳动节.pdf
【1C9U】20181126 特色快餐品牌软肋简餐品牌提案策略.pdf
山东临沂屠苏岛初步概念性规划设计_20120302.pdf
四方伟业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大规模数据处理和智能分析服务提供商 2018 年 6
月 8000 万战略投资已到账.pdf
【KPCB】2016 年互联网女皇报告中文版.pdf
青苇科技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智能餐饮解决方案供应商 智慧早餐.pdf
青苇科技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智能餐饮解决方案供应商 智慧早餐.pdf
福建省南靖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 201608 巅峰智业.pdf
计算机行业智能 POS 行业报告：硬件渗透拐点有望来临，B 端服务生态扬帆起航
-20171211-中信-25 页.pdf
2018 大润发开业活动方案.pdf
京东商城 2017 年宝贝趴发布会策划方案-cytslinkage.pdf
2018 河南大区 ZUO 酸奶新品发布会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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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billboard 室内电音派对巡演及音乐节活动方案.pdf
【1C9U】2 月 6 日场-如何与达人深度内容营销.pdf

2017 内蒙古骑士音乐嘉年华招商方案.pdf
【1C9U】粉丝节招商&活动方案 4.19-4.23.pdf
【1C9U】京东 618 内容营销玩法介绍-宣讲版本.pdf
【1C9U】20181112-2018 美图区块链方案紫皮书.pdf
【1C9U】20181113-东道设计-2018 年刺梨王品牌创意策略设计案 2018.3.18.pdf
【1C9U】20181112-和田机构-2017 新城控股吾悦广场策略.pdf
【1C9U】20181114-2018-沙宣、唯品会-广州天河城街头快闪.pdf
【1C9U】20181115-2018Aspen 中国年会策划方案.pdf
【1C9U】20181120-统一小茗同学微博营销案.pdf
【1C9U】20181126-2017 哈尔滨紫啤 TT 渠道项目执行手册.pdf
【1C9U】20181123-上海互拓-2018 统帅品牌自媒体运营方案.pdf
【1C9U】20181123-2017-胡兵全球 GO 项目计划项目-招商方案.pdf
【1C9U】20181127-亚洲航空-出发吧美食家-品牌案例.pdf
【1C9U】20181203-2019 年银科控股年会策划方案.pdf
【1C9U】20181211-2018 圣农运动食品策划定位年度整合营销策划方案-上海欧
赛斯品牌.pdf
【1C9U】20181224-2017iFashion 年度盛典品牌合作方案.pdf
【1C9U】20181224-2017 百威圣诞夜场活动方案.pdf
【1C9U】20181226-2017 草莓音乐节合作方案.pdf
【1C9U】20181225-2017 达能纽迪希天猫 618 理想城市生活节线下活动方案.pdf
【1C9U】20181227-2017 蓝妹啤酒石狮圣诞派对方案（唯我)2.pdf
【1C9U】20181227-2017 蓝妹啤酒石狮圣诞派对方案(ENA)2.pdf
【1C9U】20181227-2017 蓝妹啤酒石狮圣诞派对方案(行思).pdf
【1C9U】20181227-2017 蓝妹啤酒年度创意策划.pdf

【1C9U】2018010129 阴阳师草莓音乐节整合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1026-2017 聚力·体域营销 0111.pdf
【1C9U】20180105-2016 Columbia 羽绒服 新媒体互动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10129-灵鹤互动··腾讯娱乐嘉年华开 FUN 日传播推广方案.pdf
【1C9U】20180104-#1 步 1 步对你说#1 加品牌年度代言人（韩寒）SocialCampaign
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1025-2016 中兴通讯 社会化媒体方案.pdf
【1C9U】201801025-2016 优衣库 微博运营方案.pdf
【1C9U】20180108-2016 康师傅冰糖雪梨新媒体互动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109-2016 联想拯救者×魔兽电影 整合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108-2016 科沃斯机器人 搜索引擎营销策略.pdf
【1C9U】20180111-2017+《深夜食堂》开播引流传播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117-2017 乐虎饮料品牌传播规划方案.pdf
【1C9U】20180109-2016 通用汽车 中国活动方案.pdf
【1C9U】20180118 奥美-尼雅红酒 2017 年度传播方案.pdf
【1C9U】20180112-2017 奥迪服务微博微信运维方案.pdf
【1C9U】20180115-2017 风行《特工皇妃楚乔传》营销通案.pdf
【1C9U】20180118-2017 年 XPT 品牌传播策略方案 20170106.pdf
【1C9U】20180119-聚力视频《人民的名义》传播策划案-2017.2.28-56 页.pdf
【1C9U】20180123-环时互动-方太互动传播.pdf
【1C9U】20180119-【奥美】瑞虎 7 运动版 2017 年传播方案 2.23.pdf
【1C9U】20180122-2017.7 蓝色光标《阴阳 师》农夫山泉整合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124-OFO 单车小黄人合作整合营销方案 v3-时趣互动.pdf

[1C9U]201802011-2017 东风日产 NISSAN 品牌及楼兰、西玛、天籁公关传播方案
-宣亚-354P.pdf
【1C9U】20180130-百雀羚 2017media plan-Onlylady-0222.pdf
[1C9U]20180201-【大话西游手游】2017 年度公关传播方案.pdf
[1C9U]20180202-王老吉 2017 年度数字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205 蓝色光标-阿斯顿·马丁 2016 年度公关传播方案.pdf
[1C9U]20180208-2017 美肤宝 新媒体营销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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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1-天风证券-家用电器行业：见证家乡的“大江大河”~一个消费品分析
师的回乡见闻.pdf
20190211-国泰君安-油运行业专题报告：复苏未至，耐心等待.pdf
20190211-中泰证券-传媒行业：商誉减值高发，超三成业绩预告现首亏.pdf
20190210-广发证券-风电行业：装机向上，繁荣可期.pdf
20190210-国联证券-电子行业：智能电视拉动需求，大屏面板价格有望迎拐
点.pdf
20190210-国联证券-电子行业：智能电视拉动需求，大屏面板价格有望迎拐
点.pdf
20190210-国盛证券-食品饮料行业春节回乡草根调研：动销强劲，低线消费升
级明显.pdf
20190210-兴业证券-医药生物行业：重磅品种持续放量，一类苗有所下滑.pdf
20190203-招商证券-机械行业复盘系列研究之四：智能装备初来乍到，缘何纷
纷百倍 PE？.pdf
20190202-中信证券-电力设备及新能源行业特高压专题（三）：本轮首批订单
释放在即，追寻高确定投资标的.pdf
20190201-通证通研究院-区块链行业评级报告：Ripple 首次评级，高效的跨境
支付系统.pdf
20190131-申万宏源-德赛西威-002920-配套新车投放上市，对冲 Q4 车市加速下
滑风险.pdf
20190131-招商证券-星源材质-300568-与孚能科技签订供货协议，新产能进入
投放期.pdf
20190131-国泰君安-通信设备及服务行业通信网络生命周期系列之防雷篇：天
雷兵临城下，防雷势在必行.pdf

20190131-中信建投-尚品宅配-300616-模式领跑优势显现，整装已成新驱
动.pdf
20190129-东莞证券-千禾味业-603027-深度报告：渠道扩张和产品结构优化助
力成长.pdf
20190128-广发证券-环保行业深度跟踪：关注年报业绩风险释放，长江攻坚战、
无废城市等重磅政策出台.pdf
20190128-国泰君安-九阳股份-002242-经营改善趋势确定，品类拓展空间打
开.pdf
20190214-安信证券-陕西煤业-601225-小保当一、二期产能核增，公司产能增
加 11.68％.pdf
20190214-中信建投-立华股份-300761-黄鸡龙头产能扩，生猪新秀业绩弹.pdf
20190213-招商证券-比亚迪-002594-1 月销量开门红，全年销量高增长可期.pdf
20190212-国泰君安-食品饮料行业大众品全国五大区春节草根调研报告：调味
品竞争有望趋缓，乳制品动销良好.pdf
20190212-国信证券-房地产行业 2018 年业绩预览及 2019 年业绩前瞻专题研究：
净利润增长确定性仍较高.pdf
20190212-华创证券-钢铁行业节后钢市研究系列 1~供给篇：同比高于往年，预
估 Q1 增加 3%左右.pdf
20190212-华创证券-钢铁行业节后钢市研究系列 1~供给篇：同比高于往年，预
估 Q1 增加 3%左右.pdf
20190211-方正证券-紫金矿业-601899-公司事件点评报告：卡莫阿项目价值提
升，紫金资源潜力增长.pdf
20190211-中信建投-电商行业：持续关注电商产业高成长核心标的拼多多.pdf
20190210-国泰君安-商业银行行业 2019 年信贷和社融前瞻：宽信用要等到什么
时候？.pdf
20190210-华创证券-周大生-002867-春节三四线深度调研周大生渠道：下沉充
分，客流量、门店设置领先.pdf
20190210-华创证券-交通运输行业：春运过半，看大迁徙中的新变化.pdf
20190210-中泰证券-计算机行业深度报告：通过业绩预告，我们读到了什
么？.pdf

20190208-招商证券-机械行业复盘系列研究之六：油气装备的那两年，万绿丛
中一点红.pdf
20190201-兴业证券-金力永磁-300748-空调及新能源收入大增，业绩增长符合
预期.pdf
20190131-长江证券-东方雨虹-002271-站在拐点看雨虹.pdf
20190129-兴业证券-深圳机场-000089-T3 商业资源托管落地，机场转型持续推
进.pdf
2018 年徐州房地产市场年报.pdf
嘉定安亭汽车城.pdf
20190216-长江证券-医药行业创新药系列研究六：国内肿瘤临床试验行业数据
解析.pdf
20190215-通证通研究院-区块链行业评级报告：Theta 首次评级，去中心化流媒
体网络.pdf
20190215-海通证券-有色金属行业深度报告：2019 年全球铜矿扩产几何？.pdf
20190215-海通证券-农业行业：畜禽景气背离，18 年农业利润继续下滑.pdf
20190215-安信证券-教育行业上海幼升小专题研究：赢在起点，2019 幼升小倒
计时.pdf
20190215-国泰君安-锂行业：西澳七大锂矿时代，锂·西澳锂精矿行业专题报
告，2018Q4 经营汇总.pdf
20190215-国泰君安-体育产业电子竞技专题报告：电竞产业链成型，职业化商
业化远超预期.pdf
20190214-长江证券-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行业可折叠屏专题报告：折叠新时
代下的柔性显示机遇.pdf
20190214-申万宏源（香港）-华润置地-1109.HK-董事局主席尘埃落定，重申增
持评级.pdf
20190214-招商证券-科创板系列专题报告之二：估值将重构，更多的 Alpha.pdf
20190214-招商证券-新能源行业动力电池与电气系统系列报告之（二十五）：
新能源车 1 月产销大增，中游 Q1 有望保持较高景气.pdf

20190214-广发证券-化学制品行业 OLED 产业链系列一：柔性显示技术变革，促
OLED 材料迎发展良机.pdf
20190214-天风证券-医药生物行业基于 2000 余份新春调查问卷结果的分析研
究：知否知否，医药消费应是愈浓愈厚.pdf
20190214-国盛证券-绝味食品-603517-春江水暖鸭先知系列 4：绝味下沉扩张的
再探讨.pdf
20190214-国盛证券-电子行业：OLED 持续渗透+折叠屏新应用，量价齐升驱动行
业成长.pdf
20190214-国泰君安-思内观外：169 家中美初创企业获融资.pdf
20190214-国泰君安-中国石化-600028-海外对标、加油站资产价值几何？.pdf
20190214-国信证券-非金属建材行业 2018 年年报业绩前瞻：年报业绩分化，优
质企业增长无忧.pdf
20190214-光大证券-电子行业折叠屏手机行业专题报告：折叠屏手机即将爆发，
零组件多环节受益.pdf
20190213-方正证券-电子行业专题报告：折叠屏增加柔性 AMOLED 需求，大尺寸
LCD 价格三季度有望回升.pdf
20190213-天风证券-电子行业：显示行业最重要的几个问题.pdf
20190213-华创证券-计算机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人工智能，2019 年和 2017 年有
什么不同？.pdf
20190213-光大证券-19 春节回乡偶书：老家的新风貌.pdf
20190213-中金公司-蓝思科技-300433-苹果促销效果值得期待，关注新机创新
与 Apple_Watch 机会.pdf
20190213-中泰证券-汽车行业排放升级专题报告：国六将近，后处理升级.pdf
20190212-海通证券-七彩化学-300758-新股研究报告：中国高性能有机着色剂
领先产商.pdf
20190212-招商银行-医药生物行业之仿制药篇：降速换挡，结构调整.pdf
20190212-光大证券-2019 年美国宏观经济展望：2019，美国经济靠什么？.pdf
20190212-中信证券-互联网视频行业 2019 年 2 月跟踪报告：平台和内容公司战
略合作意味着什么？.pdf

20190212-中信建投-房地产开发行业：开发双叒叕深入三四线~春节返乡深度调
研第四弹！.pdf
20190211-方正证券-商业贸易行业：唯品会，加入“京腾战营”流量增速显著
改善，高端消费低迷有助折扣电商发展.pdf
20190211-招商银行-互联网金融行业银行如何拥抱产业互联网（一）：产业互
联网图景与银行的四维转型.pdf
20190210-中金公司-迎接科创板（3）：细数科创板细则四大领域逾 30 项制度
规划.pdf
20190203-恒大研究院-金融行业：科创板落地，注册制启航，资本市场基础制
度改革新起点.pdf
20190201-海通证券-圣达生物-603079-全球最大的生物素供给商.pdf
20190201-国泰君安-晶盛机电-300316-行业需求向好，新一轮扩产即将来
临.pdf
20190201-中信证券-汽车行业车闻天下 No.136：2018 年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回
顾.pdf
20190131-安信证券-新三板相对价值低估专题：寻找被低估的价值“洼地”.pdf
20190130-梧桐公会-利扬芯片-833474-快速成长的第三方集成电路测试服务
商.pdf
20190214-长江证券-保险行业“御繁归简”系列一：再保险~站在直保市场背后
的巨人.pdf
20190214-安信证券-山东赫达-002810-纤维素醚和胶囊放量，业绩维持快速增
长.pdf
20190214-天风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协同共赢，从海内外案例看白酒并购的过
去与未来.pdf
20190214-国信证券-商誉减值专题研究之二：财报大洗澡后，2019 年创业板业
绩会发生什么奇妙变化.pdf
20190214-华泰证券-建材行业当前时点我们如何看建材系列之七：核心矛盾在
需求，竣工改善首推玻璃.pdf
20190214-中信证券-军工行业·闲话时政（第 1 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体
系.pdf

20190214-中信建投-汽车行业：厂家去库存已见成效，工信部颁布《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利好技术型龙头企.pdf
20190213-华泰证券-房地产行业深度研究：如何看待当前的地产股机遇，更高
频的周期，更积极的机遇.pdf
20190211-长江证券-环保行业垃圾发电系列报告之一：量化剖析补贴电价及可
再生能源基金.pdf
20190210-长江证券-零售行业：聚焦社区拼团，社群预售轻资产模式崛起.pdf
20190130-中信证券-科技行业前瞻研究系列报告 50：美股科技股，风险堆积的
2019 年.pdf
（银行业）舆论变革与媒体沟通.pdf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信用卡中心宣传渠道发布管理规程 2018.4.pdf
仁豪家居品牌介绍 2018.8.29-李双.pdf
对外宣传中图片使用注意事项_201810.pdf
对外宣传中图片使用注意事项_201810.pdf
广告宣传法律风险防范_201810.pdf
品牌数字化视觉规范培训课件_201810.pdf
企业文化核心理念体系解读_201810.pdf
声誉风险及自媒体管理_201810.pdf
如何运用法律工具应对自媒体侵权.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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