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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1‐新时代证券‐景旺电子‐603228‐精益求精深耕细作，打造内资 PCB 智能
制造领军者.pdf
20190309‐天风证券‐光韵达‐300227‐打造精密激光+智能制造大平台.pdf
20190228‐平安证券‐电子行业粤港澳大湾区专题报告：智能制造创新升级，打造
大湾区智慧城市群.pdf
20190227‐东莞证券‐拓斯达‐300607‐深度报告：智能制造领域新星，未来发展可
期.pdf

20190128‐东北证券‐光韵达‐300227‐加工龙头转型全产业链，外购内研打造智能
制造平台.pdf
20170926‐东方证券‐计算机行业深度报告：从科学效应到人工智能，制造业人工
智能应用正起步.pdf
2018 全球音乐产业報告.pdf
[北京广告有限公司]2018 统帅社会化媒体平台运营方案.pdf
20190326‐财通证券‐豪华车行业深度报告：新产品周期+国产提速，宝马时刻到
来.pdf
20190326‐平安证券‐新能源汽车行业深度报告：科创板之“跃”，新能源汽车产
业.pdf
20190326‐太平洋证券‐《医药流通》系列报告之行业篇：拐点初显，现金流改善，
规模效应&产业链延伸是关键.pdf
20190326‐国盛证券‐合兴包装‐002228‐九千亿纸包装红海破局者.pdf
20190326‐国信证券‐金斯瑞生物科技‐1548.HK‐2018 年年报点评：收入增长强劲，
研发支出显著.pdf
20190326‐光大证券‐快递行业深度研究：把握当下着眼未来，从数字、战略两维
度看快递.pdf
20190326‐中泰证券‐电气设备行业光伏系列研究报告之四：双面势起，玻璃先
行.pdf
20190326‐中信证券‐计算机行业医疗信息化系列报告之四：迈进医保控费大时
代.pdf
20190326‐中信建投‐银行行业：非农商行篇，银行可转债研究.pdf
20190326‐中信建投‐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趋势系列报告之六：固态锂电！为
理想而生，向希望而行.pdf
20190325‐长江证券‐汽车与汽车零部件行业：当前市场对重卡最关心的几个问
题.pdf
20190325‐银河证券‐军工行业 3 月行业动态报告：军工行业景气度提升，改革+
成长助力行业逆周期前行.pdf
20190325‐申万宏源‐家电行业周报：关注地产销售回暖厨电估值修复，空调一季
度内销出货有望超预期.pdf

上海市专业剧场演出市场分析.pdf
20190325‐申万宏源‐化工行业周报：响水事件致染料、农药供给再收缩，PTA~聚
酯价差拉大，MDI 价格上涨，推荐柔性显示产业链.pdf
20190325‐渤海证券‐电力设备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新能源汽车加速发展，动力电
池产业布局力度空前.pdf
20190325‐方正证券‐高端装备行业：迎接高端装备的投资红利.pdf
20190325‐招商证券‐计算机行业医疗信息化大深度：总篇，春暖夏来，踏浪前
行.pdf
20190325‐招商证券‐航空行业 2019 年将迎景气拐点：乘势而上，一飞冲天.pdf
2016 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 ‐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pdf
20190325‐广发证券‐电气设备行业广发电新“科创”系列报告，容百科技，引领
高镍趋势，进军全球市场.pdf
20190325‐广发证券‐桐昆股份‐601233‐向上布局打造一体化涤纶长丝龙头.pdf
20190325‐平安证券‐招商银行‐600036‐业绩稳步提升，零售转向用户流量经营、
对公加快科技应用.pdf
20190325‐天风证券‐拼多多‐PDD.US‐微信流量为风，低价拼购为帆，社交电商黑
马开启新纪元.pdf
20190325‐国盛证券‐电子行业科创板深度报告系列：科技红利黄金年代.pdf
20190325‐国盛证券‐永新光学‐603297‐拥抱光学，车载镜头带来新的发展机遇.pdf
20190325‐国盛证券‐晨光文具‐603899‐文具行业领军者，持续发力办公直销+精品
文创.pdf
20190325‐国盛证券‐晨光文具‐603899‐文具行业领军者，持续发力办公直销+精品
文创.pdf
20190325‐国海证券‐汽车行业深度报告：平民车型全球交付中，特斯拉迎来新成
长期.pdf
20190325‐国海证券‐新能源汽车行业首批科创板受理名单专题研究：新能车雄踞
三席，彰显地位利好行业.pdf
20190325‐华金证券‐计算机行业年度策略：以 5G 为锚，以研发为驱动力，寻找
创新企业.pdf

20190325‐华泰证券‐华泰因子周期研究系列之三：市值因子收益与经济结构的关
系.pdf
20190325‐华创证券‐家用轻工行业由公牛集团招股说明书看家具照明及转换器
行业：强渠道能力构筑核心壁垒，全家居品类扩展前景可期.pdf
20190325‐光大证券‐机械行业科创板专题报告：科创板，开辟“高端装备”成长
的良田沃土.pdf
20190325‐中银国际‐计算机行业：眺望估值水平共振中的 A 股国际化，从四类科
创板可比公司看对计算机板块估值影响.pdf
20190325‐中信证券‐凌云股份‐600480‐投资价值分析报告：电动汽车势起，轻量
龙头先行.pdf
20190325‐中信建投‐纺织服装行业：五一假延长，促消费意图明显，国内奢侈品
销售再迎高增之年.pdf
20190325‐中信建投‐国防军工行业：军品定价机制改革获新进展，关注整机龙头
和中上游优质公司.pdf
20190325‐中信建投‐上海机电‐600835‐即将迎来新一轮利润向上周期.pdf
20190325‐东方证券‐荣盛发展‐002146‐京津冀一体化步入落地年，核心土储资源
优势释放正当时.pdf
20190325‐东兴证券‐机械行业高端装备科创板估值体系探究：以海外公司为
例.pdf
20190324‐方正证券‐先导智能‐300450‐复盘报告：探寻优质设备成长股的内在基
因.pdf
20190324‐广证恒生‐医药生物行业周报：4+7 试点省市带量采购落地细则相继出
台，重点关注创新研发投资机会.pdf
20190324‐广发证券‐机械行业“科创”系列报告：江苏北人，机器换人浪潮未尽，
焊接专家踏浪前行.pdf
20190324‐兴业证券‐紫金矿业‐601899‐如何解读量价、成本、资产减值、非经常
项目、投资收益以及未来现金流？.pdf
20190324‐中泰证券‐合兴包装‐002228‐互联网浪潮下的包装轻资产扩张之路.pdf
20190323‐东方证券‐电子行业深度报告：科创板首批受理 9 家企业，半导体独占
3 席.pdf

20190322‐长江证券‐电子元件行业：TWS 耳机专题报告，大音希声，大象无形.pdf
20190319‐长江证券‐恒生电子‐600570‐系列深度之二：证券资管 IT 系统变革影响
几何？.pdf
VIC 万字做空特斯拉报告：特斯拉是升级版庞氏骗局‐2019.3‐50 页.pdf
2019 年中国汽车用户线上养护报告‐腾讯广告&途虎‐2019.3‐29 页.pdf
摩根士丹利‐中国半导体产业未来 4 种图景及对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影响
‐2019.3.12‐65 页.pdf
众芸‐2018 酒店大住宿白皮书‐2019.3‐38 页.pdf
医疗信息化行业报告总起篇：水大鱼大，精彩无限‐20190324‐安信证券‐45 页.pdf
2019 中国 MCN 行业发展白皮书（kol、内容运营）‐克劳锐‐2019.3‐133 页.pdf
东兴证券‐日本医疗行业深度报告(一)：全民医保 甜蜜的负担.pdf
20190325‐西南证券‐江山欧派‐603208‐木门工装先行者，受益工程业务爆发.pdf
20190325‐兴业证券‐国创高新‐002377‐国创高新系列一（深度）：二手复苏大趋
势，湾区中介看 Q 房.pdf
20190325‐兴业证券‐南钢股份‐600282‐置身周期，何以抵御周期波动风险.pdf
战旗节目&赛事 2.21.pdf
战旗直播推广手册‐标准版 2.8.pdf
Panda Kill 第三季商业化方案 0221.pdf
《 Hello！制杖》招商方案 0227.pdf
《小葱秀》招商方案 0228 版.pdf
开心麻花帮节目招商案 0112.pdf
《来吃来吃大胃王》节目方案.pdf
熊猫直播 PSL 商业化合作 0103.pdf
熊猫直播赛事商业化合作 0216.pdf
熊猫直播 LPL 商业化合作 0228.pdf

双旦大乱斗 0228.pdf
斗鱼直播首届《王者荣耀》名企邀请赛招商方案.pdf
店内及包内卡片建议打印尺寸为 15 乘 15.pdf
coookie9 92 页精品公关方案含品牌策略 1C9U 特别供稿 communication plan
v3‐pdf.pdf
20170204《爱情别墅》相亲真人秀策划方案.pdf
快乐扭蛋机智能摇摇车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快乐扭蛋机智能摇摇车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一刻馆 2019 年桌游商业计划书 社交化游戏整体开发运营.pdf
一刻馆 2019 年桌游商业计划书 社交化游戏整体开发运营.pdf
优信‐民生银行媒体合作方案.pdf
ABC Cooking Studio 会员规章制度.pdf
克尔瑞‐2018 年 11 月宜兴房地产月报.pdf
中国产业园区运营模式诊断和招商策略分析报告‐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1‐51
页.pdf
20171126‐方正证券‐曲美家居‐603818‐品质谱曲，美丽绽放 1C9U.pdf
20171212‐中泰证券‐医疗器械行业临床质谱检测：诊断领域中的另一个“基因测
序”.pdf
九木杂物社.pdf
文创巨头的成长之路（1）_ 产品&渠道升级发力，品牌力全面提升.pdf
晨光文具 ‐ 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pdf
Talkingdata‐房地产行业运营指标体系蓝皮书‐‐商业地产篇‐2018.4‐12 页.pdf
农村网络消费研究报告（2015） ‐ 阿里研究院.pdf
老年网络消费发展报告 ‐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pdf
2018 年中药材行业蓝皮书.pdf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网红美食.pdf
017.4.14 凌仕 LYNX2017 社会化传播方案 .pdf
华尔街日报‐2019‐3‐25.pdf
【岳阳周报】2019 年 2 月中指.pdf
【常德周报】2019 年 2 月中指.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车置宝 vi 基础部分 3.19.pdf
车置宝 vi 应用部分 3.19.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2018‐2‐9 车置宝 KV TVC 提报.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2018‐3‐2 车置宝 KV 提报.pdf
2018‐2‐9 车置宝 KV TVC 提报.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2018‐3‐2 车置宝 KV 提报.pdf
2018‐2‐2 slogan KV.pdf
2018‐3‐2 车置宝 KV 提报.pdf
2017‐12‐22 车置宝 logo & slogan.pdf
《每天 5 分钟，21 天学懂区块链》知识 PPT.pdf
星链白皮书.pdf
游游链白皮书第一版 V1（2）.pdf
区块链：腾讯区块链方案白皮书‐58 页.pdf
游游链白皮书第一版 V1（2）.pdf

区块链：兴业银行区块链研究报告.pdf
TokenClub 白皮书.pdf
区块链社群计划.pdf
绿博米粒白皮书.24).pdf
区块链：ENG.凯捷&法国巴黎银行‐2016 年全球支付报告‐2016 年.pdf
区块链：McKinsy_Blockchain.pdf
区块链：State‐of‐Blockchain‐Q2‐2017‐.pdf
区块链：埃森哲区块链报告.pdf
区块链：广发区块链报告.pdf
区块链：兴业银行区块链研究报告.pdf
区块链：腾讯区块链白皮书.pdf
区块链：腾讯区块链方案白皮书‐58 页.pdf
区块链领域的摩根士丹利——币胜 BSB.pdf
区块链行业报告－36 氪－2018.2－43 页.pdf
区块链行业词典‐甲子光年&维京资本 2018.02.pdf
星链白皮书.pdf
游游链白皮书第一版 V1（2）.pdf
海南航空《五星品质 六年如一》主题宣传片创意提案_20160805.pdf
“会畅通讯企业云视频解决方案”.pdf
全球最新 900+区块链项目名录（链塔出品）.pdf
《每天 5 分钟，21 天学懂区块链》知识 PPT.pdf
CROS：区块链领域商业协同的新可能.pdf
2018 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pdf
05 ‐ 区块链的企业级解决方案 ‐ Hyperledger.pdf

2018 区块链商业落地情况分析报告.pdf
用于医疗补助及接受人的区块链解决方案.pdf
2015 开学季华夏基金项目执行结案.pdf
蚂蚁校园简介及案例展示.pdf
中国医生移动 APP 行业发展研究报告‐动脉网‐2018.10‐45 页 pdf.pdf
唱吧‐2017 年 6 月湖南卫视广告播出通知单(零售).pdf
唱吧‐2017 年 6 月湖南卫视软广播出通知单‐我想和你唱指定产品回报.pdf
唱吧播出单（7 月）.pdf
唱吧七月份软广.pdf
唱吧软广 4 月.pdf
唱吧软广 5 月.pdf
唱吧硬广 4 月.pdf
唱吧硬广 5 月.pdf
唱吧《我想和你唱》宣传片视频制作合同 4.25.pdf
我想和你唱

最后一期硬广合同合同.pdf

唱吧软广 4 月.pdf
唱吧七月份软广.pdf
唱吧软广 5 月.pdf
唱吧软广 6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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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和你唱第二季项目总结_V4.pdf
我想和你唱第二季项目总结_V4final.pdf
《我想和你唱第二季》特殊形式电视广告发布合同.pdf
2017 芒果 TV 广告刊例.pdf

《广告回报框架表及对应的回报描述》.pdf
我想和你唱客户分享版.pdf
我想和你唱创新方案(1229 改)(2).pdf
智能电视投放找对正确姿势_By AdMaster.pdf
CTV TA 城市列表_1703_277_city.pdf
爱奇艺.pdf
当贝点金.pdf
当贝智能电视应用开启广告资料.pdf
畅玩新视听 客厅新生活‐聚力传媒大屏营销手册.pdf
乐视大屏营销手册.pdf
芒果 TV‐头部内容集结号‐20170313.pdf
乐视网广告刊例‐售卖版 对外 6 折.pdf
OTT 介绍 ‐ 秒针.pdf
2016 年搜狐视频广告刊例（DEMO）.pdf
芒果 TV2016 通投广告刊例.pdf
秒针 OTT 监测介绍 ‐ 03302017.pdf
搜狐视频 OTT 行业概况及悦厅 TV 简介.pdf
探索传媒 2017 年智能电视刊例.pdf
探索传媒智能电视介绍.pdf
秀视 2017.pdf
6 折，1 比 1 配比.pdf
OTT‐圣合广告.pdf
2017 年优酷广告刊例 对外 6 折.pdf
奥维云网 2016 年广告价值蓝皮书.pdf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公司介绍 0301(1) (1).pdf
2015《越淘越开心》新版节目广告招商方案 CHENLEI.pdf
《爸爸去哪儿》招商方案.pdf
《爸爸去哪儿》招商方案.pdf
《明星在上班》_目方案.pdf
《明星在上班》_目方案.pdf
《天生我有才》第二季招商方案.pdf
《天生我有才》第二季招商方案.pdf
《偶像来了》最新版招商方案(合作伙伴、稍后看点、指定汽车)0703.pdf
《偶像来了》最新版招商方案(合作伙伴、稍后看点、指定汽车)0703.pdf
《最强小孩》第二季招商方案 1121.pdf
《最强小孩》第二季招商方案 1121.pdf
【花儿与少年 2 衍生自制】招商方案‐‐通发.pdf
广东卫视‐《炫风车手》招商资源‐20150320.pdf
天津卫视 2015 大型季播《星球者联盟》广告招商方案.pdf
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联合特约招商方案.pdf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2013 联合特约方案.pdf
江苏卫视《郭的秀》冠名方案.pdf
江苏卫视《一站到底》节目互动方案.pdf
深圳卫视 2014 年《极速前进》the_amazing_race 合作方案 0707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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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多点开花.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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