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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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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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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案可查】【安踏】Sprandi 年度整合营销方案‐108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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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案可查】【Activation】国美电器 2017 社会化营销方案‐130P‐20161030.pptx
【有案可查】【DigitasLBi】YSL Digital Annual Plan_112P.pptx
【有案可查】【熙悦品牌】2016 广州万达城整合传播方案‐139P.pdf
【有案可查】【Meetsocial】Vivo 2018 海外社交媒体营销方案‐61P‐20170901.pdf
【有案可查】
【ARKA 氩氪互动】2017 王者荣耀 weibo 规划方案‐67P‐20170120.pdf
【有案可查】【JWT】荣耀星球 Digital‐17P.pdf
【有案可查】【LINKSUS 灵思】ONLY social 营销规划案‐20170227‐73P.pdf
【有案可查】【Social‐Touch 时趣】高夫策略和 IDEA 推导_20170423_71P.pptx
【有案可查】【oookini】京东 618 社会化营销方案 ‐94P .pdf
【有案可查】【NimDigital 网迈】奥利奥 2016 社会化营销方案‐40P.pdf
【有案可查】【Prada】Prada March Social Content Report‐48P.pdf
【有案可查】【RGA】OLD NAVY 中国社交媒体营销策略‐20160713‐35P.pdf
【有案可查】【SEM】百雀羚百度营销推广建议‐49P‐20160126.pdf
【有案可查】【SANDISK】Sandisk FY16 social proposal‐20151119‐71P.pdf
【有案可查】【TFT】碧生源线上传播方案‐122P.pdf
【有案可查】【WELINK】万象城新媒体运营方案 ‐20180320‐138P.pptx
【有案可查】【W】Timberland 2016 社交媒体传播方案‐20160815‐49P.pdf
【有案可查】【WinPR】2018 上半年悠莱口碑传播规划‐20180224‐37P.pptx
【有案可查】【电通 iProspect】iColor 2017 搜索营销方案‐20170116‐66P.pptx
【有案可查】【博士伦】博士伦全年 digital 提案‐20150709‐47P.pptx

【有案可查】【爱德曼公关】2016 善存雙微平台 ContentPlan_56P.pptx
【有案可查】【飞书互动】国航海外社交营销年度提案 by 飞书互动
‐56P‐20160811.pdf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海航 2017 年社会化营销年度规划‐20170111‐85P.pptx
【有案可查】【饿了么】饿了么冬季 campaign 传播方案‐25P‐20170920.pdf
【有案可查】【华扬联众】2017 真果粒 Q3 传播方案‐60P‐20170620.pptx
【有案可查】【好耶】比亚迪 BYD 集团官网改版方案_好耶集团
final20161110_121P.pdf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海南航空功夫熊猫专机 social 内容规划
‐20170112‐15P.pptx
【有案可查】【劲霸】劲霸男装 2016 年度 SOCIAL 提案_84P_20151218.pptx
【有案可查】【麦当劳】麦当劳 Digital 月度总结报告‐20170210‐66P.pptx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陌陌社交网络传播方案_SLAB_20140721_63P.pptx
【有案可查】【欧赛斯】孩子王品牌内容营销策划方案‐71P‐20160801.pdf
【有案可查】【每日品牌】蓝妹微信传播策略方案&公司介绍‐81P‐20170413.pdf
【有案可查】【胜加 SGAD】我乐橱柜互动营销秋冬战役提报‐20160914‐49P.pptx
【有案可查】【狮子王音乐剧】迪士尼狮子王内容规划方案‐78P.pptx
【有案可查】【天与空】阿里大会员启航社会化营销方案‐21P‐20170423.pptx
【有案可查】【万能创想】雀巢力多精 2017 年数字传播方案‐北京万能创想
‐87P.pdf
【有案可查】【天与空】西门子洗碗机‐我不想洗碗 social campaign 2014 最棒的
品牌社会化营销案例‐72P.pdf
【有案可查】【沃尔沃】S90LWB
Plan_all_20170121‐13P.pdf

Celebrity campaing Digital

【有案可查】【雪佛兰】雪佛兰母梦想方程式 CAMPAIGN 执行方案
‐20170829‐36P.pptx
【有案可查】【氩氪互动】荣耀 V8 提案‐20160218‐69P.pptx

【有案可查】【雪铁龙】东风雪铁龙 C3‐XR3‐5 月营销方案‐67P.pptx
【有案可查】【熊猫传媒】腾讯企点内容营销策略方案‐29P‐20170328.pdf
【有案可查】【易车网】吉利博瑞 2017 年年度内容营销方案_57P_20161121.pptx
【有案可查】【致趣】海飞丝 2017 内容营销方案‐24P.pptx
【有案可查】
【CIG 新意互动】恒昌财富 2018 年品牌策略方案‐100P‐20180330.pptx
【有案可查】【知乎合作】微粒贷知乎合作案例‐12P.ppt
【有案可查】【DAIKO 大广】亚士创能品牌再定位及价值体系梳理
final‐20180323‐73P.pptx
【有案可查】【cheil 杰尔广告】今麦郎冰糖雪梨包装设计提案‐21P‐20160317 .pdf
【有案可查】【JWT】蒙牛 2018 年品牌创意策略‐123P‐20180103.pptx
【有案可查】【DENTSU 电通】Pepsi 品牌策略和创意案‐20161102‐119P.pdf
【有案可查】【JWT】2017 年中粮福临门调和油品牌策略‐20161229‐104P.pptx
【有案可查】【interbrand】阳光保险品牌品牌定位和内涵‐50P‐201508.pdf
【有案可查】【MetaThink 根元咨询】旭辉集团品牌规划项目‐PH1 机会分析提案
文件‐20151210‐98P.pdf
【有案可查】【JWT】乐视视频品牌 slogan 提案‐20160613‐32P.ppt
【有案可查】【MetaThink 根元咨询】旭辉集团品牌建设内涵深化报告
‐20151223‐73P.pdf
【有案可查】【KONGMING 孔明】安佳 Brand Identity & Communication 提案
‐40P.pptx
【有案可查】【Publics 阳狮】奇瑞品牌策略方案‐165P‐20150726.pdf
【有案可查】【TCL】2016 年 TCL 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战略规划‐52P‐20151023.pptx
【有案可查】【W+K】菲亚特品牌策略_81P.pdf
【有案可查】【SHAPE Ad 雪芃广告】奇瑞国际 2016 年品牌工作规划
‐20151011‐33P.pptx
【有案可查】【W+K】陌陌品牌策略探讨‐59P‐20131125.pdf

【有案可查】【W】2016 年墨迹天气年度品牌传播概念探讨‐31P‐20160606.pdf
【有案可查】【W】New Balance 致匠心 2 沟通策略案 by W.pdf
【有案可查】【滴滴出行】滴滴品牌升级解析‐22P‐20160910.pptx
【有案可查】【电通 trioisboar】2016 年腾讯互联网+品牌策略案
‐20161104‐117P.pptx
【有案可查】【乐虎】乐虎品牌传播规划方案‐92P‐20160616.pdf
【有案可查】【团长】族群洞察与品牌战役借势培训‐20170124‐42P.pptx
【有案可查】【华与华】唐小僧品牌顶层设计报告‐133P‐20151105.pptx
【有案可查】【乐视】2017 乐视品牌提升策略规划‐20170327‐34P.pdf
【有案可查】【联想】ThinkLife Brand strategy‐44P‐20150907.pdf
【有案可查】【联想】YOGA 品牌梳理定位研究‐20160721‐80P.pptx
【有案可查】【麦肯光明】吉事果品牌策略方案 ‐112P‐20151105.pdf
【有案可查】【欧赛斯】华夏幸福航空品牌战略规划策划探讨‐160P.pdf
【有案可查】【戎马广告】奔驰新威霆定位策略 by 戎马广告‐20150712‐33P.pdf
【有案可查】【易到】易到品牌视觉识别管理手册‐20170324‐101P.pdf
【有案可查】【腾讯】腾讯企点品牌书‐36P‐201602.pdf
【有案可查】【英扬传奇】龙胜电气品牌战略建议‐20170518‐223P.pptx
【有案可查】【MAX digital】爱特众创 ASIA BEAT 品牌公关创意案‐47P.pdf
【有案可查】【JWT】统一革面现阶段方案汇总整理‐20140725‐36P.pptx
【有案可查】【BlueFocus】TSL 谢瑞麟 2017 年度公关策略与传播规划
_20170518_61P.pdf
【有案可查】【MSL 明思力】惠金所 2017 传播方案_20161216MSL_56P.pdf
【有案可查】【sony】索尼 MDR‐圣诞空中直播及东京 Media Trip 方案‐27P.pptx
【有案可查】【orange 黄橙】滴滴快车品牌营销传播规划方案‐20160306‐57P.pdf

【有案可查】【TOPline】2017 腾讯安全传播方案‐113P.pptx
【有案可查】【smart】smart red campaign proposal‐20161114‐38p.pptx
【有案可查】【REDWINGS 】2018 K11 公关策略方案‐40P‐20180117.pptx
【有案可查】【TOPLINE】优酷换新 100 天公关传播方案‐107P.pptx
【有案可查】
【YOYA Digital 有氧】招商银行 15 周年传播方案‐20170305‐167P.pptx
【有案可查】
【迪思】呷哺呷哺 2017 年度品牌梳理及公关传播‐20170302‐173P.pptx
【有案可查】【万博宣伟】海信世界杯公关传播方案‐20170411‐116P.pptx
【有案可查】【比亚迪】比亚迪元下半年公关传播计划‐20170623‐115P.pptx
【有案可查】【东风雪铁龙】新爱丽舍第三季品质挑战赛公关传播建议
‐27P‐20160606.pptx
【有案可查】【嘉利公关】iReader2017 年公关传播方案‐159P.pptx
【有案可查】【九木传盛】 光明随心订 2017 年度传播策略‐48P‐20170217.pptx
【有案可查】【蓝标】企鹅派对跑公关传播方案‐20170301‐44P.pptx
【有案可查】【linksus 灵思】SUGAR 2C 上市营销推广方案‐54P‐20150709.pdf
【有案可查】【蓝标】劳斯莱斯 2017 年汽车经销商危机公关培训‐36P‐201703.pdf
【有案可查】【蓝标】沃尔玛“1000 支长期更低价”传播方案‐20170628‐46P.pdf
【有案可查】【时空视点】公牛新国标比稿方案‐201610‐51P.pptx
【有案可查】【新旗互动】途牛只要心中有沙到哪都是马尔代夫病毒营销案例分
享‐16P.pptx
【有案可查】【宣亚】2015 年海南航空服务项目总结‐20160104‐71P.pptx
【有案可查】【宣亚】比亚迪“电动未来”公关传播方案‐20170206‐39P .pdf
【有案可查】【伟达公关】美图公司财经公关服务方案‐20170112‐54P.pdf
【有案可查】【AQUA 绿水数字】斯凯奇 D'lites2 上市沟通方案‐72P‐20170819.pdf
【有案可查】【CC&E 喜邑互动】美的 Tritan 搅拌机创意视频提案
‐20160503‐133P.pdf

【有案可查】【CC&E 喜邑互动】美的焖香电饭煲新品上市整合营销推广案
‐20160502‐109P.pdf
【有案可查】【Hits】东方福来德开业整合营销方案‐20170928‐56P.pdf
【有案可查】【安索帕】Isobar_华为
Manhattan_CommStrategy_20160826v3_77P.pptx
【有案可查】【thinkool 】恬蜜光年上线传播策划案‐ 20160402‐41P.pdf
【有案可查】【传祺】广汽传祺 GM8 新车上市发布‐171108‐78P.pdf
【有案可查】【Hits】老板电器二季度电商整合传播创意方案‐74P‐20170412.pptx
【有案可查】【华与华】西贝白兰瓜产品上市推广策略‐29P‐20160624.pdf
【有案可查】【吉利】吉利 A06 上市营销策略‐20170329‐62P.ppt
【有案可查】【介陌】安踏儿童新品推广方案‐37P‐20170120.pptx
【有案可查】【氩氪互动】海底捞调味料新品上市传播方案‐21P‐20160923 .pptx
【有案可查】【途观】上汽大众 Tiguan L 传播策略与规划‐20171012‐33P.pptx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叮当快药品牌及发布会传播方案‐20170721‐106P.pdf
【有案可查】【旭日因赛】陆风 X7 新品上市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案‐86P.pdf
【有案可查】
【DEEP FOCUS 】MAC Double 11 communication plan170922‐45P.pptx
【有案可查】【MGCC 众引传播】惠氏金装 X 托马斯小火车金装 12 月主题促销
活动方案‐34P.pptx
【有案可查】【飞扬】苏宁易购 818 发烧节全案策划‐86P‐20170605.pdf
【有案可查】【Sony】FY17 MDR‐1000X 促销 Campaign Plan‐20170509‐40P.pdf
【有案可查】【京东】京东嘻哈狂欢夜传播方案‐56P‐20171016.pptx
【有案可查】【电商】Schiff MoveFree x 天猫超级品牌日推广方案
‐20161212‐34P.pptx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京东超级品类日执行方案‐20160902‐39P.pptx
【有案可查】【联合利华】天猫超级品牌日种草方案‐31P‐20170815.pptx

【有案可查】【ACTIVITION 艾德韦宣】2017 唯品会年度盛会方案
‐59P‐20170115.pptx
【有案可查】【美广互动】Durex 双蛋节 campaign 创意提案‐17P.pptx
【有案可查】【卡西欧】G‐shock 天猫超级品牌日方案‐20180211‐61P.pdf
【有案可查】【联合利华】新品淘宝系推广执行方案‐13P .pptx
【有案可查】【ACTIVITION 艾德韦宣】天猫超级品牌日 xMacy 百货线下活动方
案_160826_40P.pptx
【有案可查】【APAX】OPPO 年中活动方案执行方案‐20160429‐168P.pdf
【有案可查】【美广互动】美赞臣 MJN 天猫超级品牌日计划‐20160310‐21P.pptx
【有案可查】【时趣互动】MOTO+乐檬+联想京东旗舰店运营策划案
‐20150820‐124P.pdf
【有案可查】【网营】伊利 Pokemon 项目电商解决方案‐66P.pdf
【有案可查】【電通】伊利 xpokemon 比稿方案‐20161212‐79P.pdf
【有案可查】【HLD Events】腾讯 OMG 戛纳国际创意节新闻发布会活动报告
‐20150130‐30P.pdf
【有案可查】【catholic】 2018 上半马亲子跑方案‐20180328‐56P.pptx
【有案可查】【MYTEAM】vivo Xplay6 新品发布会方案‐20160905‐59P.pptx
【有案可查】【cheil】京东快闪体验店创意方案‐30P‐20151120.pdf
【有案可查】【Neway】2016 腾讯新闻腾讯直播战略发布会执行方案‐92P.pdf
【有案可查】【Geometry 劲迈经纬】2017 青岛啤酒线下推广方案
‐20170112‐115P.pdf
【有案可查】【TWOWAY】噢啦 x 西湖音乐节展位设计和运营方案
‐32P‐20180502.pptx
【有案可查】【Ver20】荣耀 9 发布会方案‐20170604‐224P.pdf
【有案可查】
【达毅思创】2017 长沙万象汇两周年庆活动方案‐20160905‐87P.pptx
【有案可查】【YOwall】2017 肯德基 3V3 篮球赛活动执行方案‐20171025‐40P.pdf

【有案可查】【肯德基】KFC CNY 活动执行方案‐20160826‐66P.pptx
【有案可查】【唯境文化】恒泰美陈策略及创意方案 V4‐80P‐20160908.pptx
【有案可查】【明智思达】今日头条品牌发布会策划方案‐59P‐20160428.pptx
【有案可查】【西贝】首届亲嘴打折节总结复盘‐20160302‐51P.pptx
【有案可查】【雪芃】东风裕隆 2016 经销商大会执行方案_20160118_92P.pptx
【有案可查】【摩托罗拉】moto x 极 新品发布会‐20151207‐V6‐49P.pptx
【有案可查】【蓝标】51Talk 无忧英语战略发布策划方案‐67P‐20150810.pdf
【有案可查】【太平鸟】PEACEBIRD 店面设计提案第四轮‐19P.pdf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高夫×ONE 跨界合作方案‐49P‐20160222.pptx
【有案可查】【扬思公关】Pizza Express Strategy Launch 执行方案
‐20160909‐20P.pptx
【有案可查】【CCE】哔哩哔哩&KFC 跨界同好会创意传播方案‐20170607‐36P.pptx
【有案可查】【OFO】 ofo x 小黄人事件营销方案‐14P‐2017062.pdf
【有案可查】【W】大众点评&Smart 联合推广项目创意案‐8P.pdf
【有案可查】【马蜂窝】加拿大旅游局 x 马蜂窝合作方案‐24P‐20180601.pptx
【有案可查】【美团点评】乐凯撒&美团 2018 合作沟通方案‐37P.pdf
【有案可查】【罗德公关】凯迪拉克 CT6 风尚跨界方案‐49P‐20151207.pptx
【有案可查】【腾讯】宝马‐王者荣耀跨界营销案例申报‐20P‐20170922.ppt
【有案可查】【腾讯】枪战王者跨界合作企划‐58P‐201609.pdf
【有案可查】【Hylink 华扬联众】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 2016 年合作互动营销方
案‐20151110‐52P.pptx
【有案可查】【Blue Digital】乐视视频 APP【有案可查】【蒙面歌王】项目复盘
20161023‐151P.pptx
【有案可查】【皓也互动】汉兰达 X 迪士尼跨界营销方案‐25P‐20160406.pptx

【有案可查】【MGCC 众引传播】老板 X 好莱坞大 IP《神偷奶爸 3》产品授权整
合传播‐20170510‐final‐47P.pptx
【有案可查】【华为】HUAWEI WATCH 2 戈 12 挑战赛跨界赛事合作总结
‐60P‐20170612.pptx
【有案可查】【金典】2016 年金典《我是歌手》项目结案报告‐20160511‐65P.pptx
【有案可查】【泛亚宏智】碧生源品牌娱乐营销沟通方案‐134P.pdf
【有案可查】【JWT】苏菲口袋魔法 X 这就是街舞 传播方案‐20180228‐22P.pdf
【有案可查】【朗琴】我是直播歌手推广策略_34P_20160614.pdf
【有案可查】【灵狐科技】四季沐歌跑男整合营销方案‐116P‐20170323.pdf
【有案可查】【腾信创新】OPPO R9 《跑男 4》&《极限挑战 2》二次传播‐方案
‐26P‐20160407.pptx
【有案可查】【世纪鲲鹏】车享网娱乐营销建议‐51P.pptx
【有案可查】【腾讯视频】2017 年腾讯视频重点内容招商手册‐114P.pdf
【有案可查】【Durex】杜蕾斯 2017 情人节营销方案

‐20161221‐22P.pptx

【有案可查】【腾讯视频】腾讯视频&湖南卫视《远大前程》招商方案
‐16P‐20171025.pdf
【有案可查】【180China】美团七夕营销创意方案‐71P‐20180604.pptx
【有案可查】【宣亚】PPTV《小葱秀》 传播方案‐40P‐20161224.pptx
【有案可查】【赞意互动】《蒙面歌王》第二季娱乐营销策划案‐67P.pptx
【有案可查】【宣亚】PPTV《人民的名义》传播策划案‐宣亚‐56P‐20170228.pdf
【有案可查】【Cheil 杰尔广告】京东家电 815&101campaign 方案
‐20160524‐111P.pdf
【有案可查】【OMD】天猫 618 媒体建议书‐72P‐20160120.pptx
【有案可查】【KARMA】Pandora 圣诞季品牌传播创意方案‐31P.pdf
【有案可查】【HAVAS】Swarovski 2018 母亲节广告宣传方案‐17P.pdf
【有案可查】【JUXT】阿里云愚人节传播方案‐26P‐20160301.pdf

【有案可查】【VERAWORM】家化双十一社会化媒体营销方案‐37P‐20151015.pdf
【有案可查】【麦当劳】麦当劳奥运 FINAL 传播方案‐20160614‐41P.pptx
【有案可查】【Veraworm】易果生鲜 618 Digital Campaign ‐34P.pdf
【有案可查】【环时互动】杜蕾斯里约奥运会 social 项目结案报告
‐20160830‐19P.pptx
【有案可查】【京东】京东 618 手机通信推广全案‐20150409‐74P.pdf
【有案可查】【灵狐】长隆 6.1 传播活动沟通方案‐20160516‐27P.pptx
【有案可查】【麦当劳】麦当劳 2016 奥运传播总结‐80P.pdf
【有案可查】【荣泰】2017 荣泰品牌新年推广计划‐45P.pdf
【有案可查】【世纪普纳】百度糯米 2016 父亲节事件营销汇报‐30P‐20160714.pdf
【有案可查】【腾信创新】明月镜片中秋活动方案‐30P‐20170816.pptx
【有案可查】【赞意互动】杜比欧洲杯之夜传播方案‐50P‐20160627.pptx
【有案可查】【阳狮】飞凡国庆节传播方案‐23P‐20160918.pptx
【有案可查】【博雅公关】2016i 邦银行年度整合营销传播方案‐50P.pptx
20190303‐国泰君安‐有色金属行业更新：宏观预期转暖，有色春季行情延续.pdf
20190301‐广发证券‐韵达股份‐002120‐2018 年净利同增 62.83％，成本优势日益
突显.pdf
20190301‐中信证券‐机械轨交设备行业跟踪报告：政策支持态度确定，建设火热
保障需求.pdf
20190309‐广发证券‐鹏鼎控股‐002938‐公司深度研究：持续成长的全球领先 PCB
龙头.pdf
20190309‐中银国际‐新通信行业周报：小米成立 AIoT 战略委员会，中移动完成
eMTC_VoLTE 技术验证.pdf
20190309‐东方证券‐新城控股‐601155‐2018 年报点评：业绩再超预期，淡市方显
真成长.pdf
20190308‐长江证券‐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新政将出，产业影响几何？.pdf

20190308‐新时代证券‐投资策略专题：外资何时会卖出？.pdf
20190308‐中信证券‐昆仑能源‐0135.HK‐投资价值分析报告：高成长行业的价值洼
地.pdf
20190307‐新时代证券‐长春高新‐000661‐2018 年年报暨发行股份及可转债购买资
产预案点评：生长激素业务经营超预期，收购金赛药业 30％少数股权值得期
待.pdf
20190307‐太平洋证券‐货币政策系列之二：央行是否降息，需要关注的指标和时
点.pdf
20190307‐天风证券‐中孚信息‐300659‐产品完备叠加政策利好，主营业务高速增
长.pdf
20190307‐国泰君安‐社会服务行业低估值优质股更新 3：景区股，估值大底，性
价比高.pdf
20190307‐国泰君安‐平安银行‐000001‐2018 年报点评：点赞零售，期待对公.pdf
20190307‐国信证券‐顺网科技‐300113‐边缘计算助力顺网云业务崛起.pdf
20190307‐国信证券‐中设集团‐603018‐业绩高增长，员工持股潜力大.pdf
20190307‐华创证券‐网易‐NTES.US‐2018 年报点评：《明日之后》拓宽手游爆款品
类，海外流水高速增长；电商毛利率承压.pdf
20190307‐信达证券‐军工行业专题研究：信用改善、政策友好，民营军工企业估
值修复弹性更高.pdf
20190307‐中信证券‐电子行业财笔生花专题系列（一）：增值税税改对电子行业
部分公司影响测算.pdf
20190307‐中信证券‐汽车行业零部件行业专题：2019 年汽车零部件行业趋势.pdf
20190307‐中信证券‐互联网视频行业 2019 年 3 月跟踪报告：内容资产价格下降
背后的逻辑.pdf
20190307‐中信建投‐凌钢股份‐600231‐18 年继续高盈利，2~4 名股东合计持股超
过大股东.pdf
20190306‐银河证券‐长春高新‐000661‐年报跟踪：生长激素保持爆发式增长，继
续长期看好.pdf
20190306‐通证通研究院‐区块链行业冰点展望之四：BTC“泡沫”的五个典型特
征.pdf

20190306‐财富证券‐钢铁行业：钢材冬储接近尾声，内外煤价差拉大.pdf
20190306‐渤海证券‐天津行业及上市公司信息公告跟踪.pdf
20190306‐招商证券‐动力电池与电气系统行业系列报告之（二十七）：电动自行
车新国标与认证实施在即，行业将有巨变.pdf
20190306‐广证恒生‐充电桩行业专题报告之一：驱动因素换挡，行业发展进入良
性阶段.pdf
20190306‐广发证券‐汽车行业跟踪分析：从 2019 全国两会看汽车产业新风向.pdf
20190306‐国盛证券‐中科曙光‐603019‐潜在科创资产知多少.pdf
20190306‐国泰君安‐昭衍新药‐603127‐行业高景气下国内安评龙头核心受益.pdf
20190306‐中金公司‐化工行业：味精价格维持高位，供应偏紧与原料跌价提升盈
利能力.pdf
20190306‐中泰证券‐鹏辉能源‐300438‐低估值动力锂电标的，开拓通用五菱业绩
有望高增.pdf
20190306‐中泰证券‐汇纳科技‐300609‐客流分析领域领军者，数据业务战略加速
推进.pdf
20190306‐中信证券‐科技行业科技先锋系列 17：思必驰，智能语音赋能 AIoT.pdf
20190306‐中信建投‐汽车行业：特斯拉发布标准版 model3 或引发鲶鱼效应，2
月批发销售量稳步提高.pdf
20190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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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306‐东北证券‐非银金融行业复盘牛市中的券商股（一）：走势和筹码特
征.pdf
20190305‐广发证券‐风电行业分析：风电零部件，装机向上，周转提升.pdf
20190305‐华泰证券‐建材行业深度研究：开工调研报告，长三角复工良好，期待
19 年基建发力.pdf
20190305‐中金公司‐农业：再谈生猪养殖股价三段论，把握第二阶段行情.pdf
20190304‐长江证券‐通信设备行业周报：改变社会的 5G 应用概览.pdf
20190304‐中金公司‐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特斯拉发布低价版 Model3，对蔚来冲击
明显，利好特斯拉产业链.pdf

20190304‐中信证券‐信息技术行业前瞻研究，全球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周报（第
45 期）：2019MWC 闭幕，《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发布.pdf
20190303‐长江证券‐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行业周报：从电子行业视角解读《超
高清视频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 年）》.pdf
20190303‐中金公司‐平安银行‐000001‐“量变”到“质变”，逐步确认转型进程.pdf
20190302‐海通证券‐交通运输行业：白云机场，业绩底部+免税突破，未来发展
值得期待.pdf
20190301‐梧桐公会‐世贸通‐834896‐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外贸综合服务商.pdf
20190225‐长江证券‐金属非金属行业周报：春暖花开，重点推荐高端钛材.pdf
20190225‐兴业证券‐石化行业周报：OPEC 减产叠加贸易缓和，原油价格继续上
行，下游复工较缓，PTA、涤丝库存继续累积.pdf
20190225‐中信证券‐轻工制造行业周报：家居零售增速拐点有望在 2019 年出
现.pdf
宁泽金融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互联网贷款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提供商.pdf
京东数科研究院‐2018 金融科技法律政策报告‐2019.2‐97 页.pdf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2018(@2 期‐陀螺财经‐曦大大 分享).pdf
【白金会】20180802‐平安银行消费金融微信运营分析报告.pdf
《陕西省金融运行报告（2018）》摘要.pdf
2019 年環球金融巿場及投資展望 ‐ Citibank.pdf
2019 年 P2P+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研究‐信和研究院‐2019.1‐45 页.pdf
20190301‐国泰君安‐中嘉博创‐000889‐吴鹰系重点战略布局未来，5G 站址运营和
金融科技下的人工智能应用.pdf
20190301‐华泰证券‐华泰宏观“谈经论市”第 1_期：何为金融供给侧改革？.pdf
20190228‐海通证券‐金融工程专题报告：近期指数增强策略回撤原因分析.pdf
20190228‐平安证券‐银行业粤港澳大湾区专题报告：突出发展特色金融，商业银
行和融资租赁迎新机遇.pdf

20190227‐平安证券‐非银金融行业粤港澳大湾区专题报告：险种迎发展机遇，金
融政策持续向好.pdf
20190226‐长城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关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管理人中管理人
（MOM）产品指引（征求意见稿）》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专题点评：创新政策逐渐兑现，资产管理行业步入新
时代+正规军逐步入市可期.pdf
20190226‐广证恒生‐恒生电子‐600570‐深度报告：金融 IT 行业龙头，云转型战略
助力实现跨越式发展.pdf
20190226‐太平洋证券‐恒生电子‐600570‐深耕金融 IT 铸就高护城河，借政策东风
享研发成果.pdf
20190225‐申万宏源‐银行业金融地产研究部三循环周报：非银跑赢大盘，2018 四
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点评.pdf
20190225‐广证恒生‐计算机行业周报：市场情绪高涨，金融 IT 主线带动板块整体
上涨.pdf
20190225‐中信证券‐计算机行业专题：非银金融 IT，新业务市场测算.pdf
20190225‐东兴证券‐中国长城‐000066‐系列报告之二：联合飞腾构建生态圈，金
融领域有望多点开花.pdf
20190224‐广发证券‐计算机行业专题研究：金融 IT，市场环境、下游需求与格局
变化共振.pdf
20190224‐国海证券‐计算机行业周报：金融科技受益金融供给侧改革.pdf
20190224‐中金公司‐金融行业市场大涨后金融业投资主题重梳理：边际变化、影
响和选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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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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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219‐申万宏源‐非银金融行业从社融底到经济底：长端利率筑底，助力保险
估值修复.pdf
20190219‐中泰证券‐金融服务行业金融科技在不良资产处置行业的应用：个人不
良资产处置行业调研报告.pdf
20190219‐中信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资管观察系列报告（四）：Partners_Group，
12 年 10 倍的 PE 资管平台.pdf

20190218‐长城证券‐宇信科技‐300674‐公司深度报告：深耕银行 IT 的金融科技龙
头.pdf
20190217‐安信证券‐金融 IT 行业全市场科技产业策略报告第六期：利好政策对冲
下行经济，或将激发金融 IT 新需求？.pdf
20190217‐东方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深度报告：详探科创板规则及前景，关注龙
头券商受益机会.pdf
20190215‐长城证券‐非银行金融行业图说券商 2019 年 1 月营收数据初步测算及
投资建议：流动性改善及监管政策逐步改善助力行业拐点开启，重申战略性布局
龙头券商.pdf
20190214‐光大证券‐金融资产配置的思考之一：拇指法则，股市“转角遇到爱”.pdf
20190214‐中信建投国际‐360 金融‐QFIN.US‐飞速增长的 360 金融.pdf
20190213‐申万宏源‐证券行业：构建“券商+机构投资者”新金融市场体系，承
担经济转型的时代重任.pdf
20190213‐中泰证券‐非银金融行业：资本市场改革系列研究之二，深度对比，科
创板给券商带来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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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9U‐SMART】系列专题之智慧工地篇！.pdf
20190211‐广发证券‐非银金融行业投资策略周报：寿险公司 2018 全年保费实现
同比正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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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25‐申万宏源‐非银金融行业：美国资产管理行业系列报告之五，主动管理
基金常青之途（续），投研为核、激励相容、重视长期.pdf
20190121‐艾媒咨询‐金融科技行业：2018~2019 中国金融科技专题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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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新华社‐2019.1‐73 页.pdf
20181109‐东方证券‐金融去杠杆系列之八：基于带息债务的上市公司杠杆率测
算.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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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行业解决方案 20180730.pdf
【和艺文化】2018 费尔蒙酒店新春氛围包装规划方案.pdf
MobData‐2018 中国酒店行业研究报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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