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9U 一 查 就 有 网

最近和很多投资人沟通他们一年能看多少份商业计划书，回答不尽相同。多的平均一天都能看十来份，少
的可能一年也就看个一两百份。

创业者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样的商业计划书可以打动投资人？

我相信亲历了这几年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浮浮沉沉。很多创业者心里其实都很清楚。
你以为商业计划书只是 TO VC 吗？
真正好的 BP 应该 TO 自己！
其实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正是对自我再认识的过程。
你以为写的不错了？其实投资人觉得太繁琐！
你以为讲清楚盈利模式了？其实投资人仍然一头雾水！
你以为做好了竞品分析？其实投资人心里一肚子疑惑！
你以为做好了前景预测？其实投资人心里一万个草拟马！

今天 1C9U 一查就有网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批最新更新的商业计划书，其中很多都已斩获多轮投资。

适用人群

正在寻求投资、创业方向的亲们;

已经开始创业、公司经营需要不断改善的亲们；

有流量，但缺乏很好的变现产品的亲们【可分销、可代理】；

需要面对不同行业的客户 BABA、快速了解新行业的亲们；

需要不断 REFRESH 新商业 idea、新灵感的亲们；

投资人、投资机构；就是想看看竞品的亲们；

其他。。。

沈大师火了，来看看沉浸式阅读吧

金融投资可视化策略交易笔记助手及跟单社区

新零售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民宿

更多 2019 年更新首次露出商业计划书
2018 年捍地部落商业计划书：全球首款一体化编程教育机器人.pdf
2018 大象盒子天使轮 100 万商业计划书：酒店客房智能售货机运营商.pdf
2018 年情趣用品报告 情趣电商平台竞品分析商业计划书成人用品等.pdf
⾃自助速赔通-健康险快速索赔 商业计划书 梅地卡尔 201808.pdf

2018 年情趣用品报告 情趣电商平台竞品分析商业计划书成人用品等.docx
智能情趣玩具 BP 商业计划书 2018.pdf
品品行科技商业计划书-201808.pdf
快乐盟美术馆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楼里楼外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知识图谱商业计划书 20180605.pdf
互懂 商业计划书 2018.pdf
以编程为核心，STEM 教育为主旨助力中国孩子多元成长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Rainbow book 沉浸式阅读商业计划书 2019 更新版.pdf
名宿 致力成为国际臻品城市住宿品牌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柔性薄膜电容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云享智慧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依托知识图谱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者.pdf
IHS 消化内镜手术培训仿真系统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交易笔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专注于金融投资可视化策略交易笔记助手及跟单社区.pdf
联有餐配通 餐饮供应链 SAAS 系统商业计划书.pdf
品源文华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文化艺术 IP 授权和运营的独角兽.pdf
翰星文化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以孵化微综艺微核心，布局 KOL 新生态.pdf
漂流瓶 VR 极限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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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事物 打造共享利润社交内容电商平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热塔星球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唯品会+云集”模式社群零售平台.pdf
鲸买 宝妈垂直品类导购返利社交电商平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蜂雷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社交区块链电商.pdf

绮物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时尚潮流生活价值输出平台.pdf
海东青 人文内容社交电商平台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惠拼团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社区平台电商.pdf
在溯源码的背景下拓展开放式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准点猫物联网早餐平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维修】芮家看护 奢侈品全品类维修养护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AI 应用】柔性化红外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让黑暗不再陌生 红外 AI+终端识别系统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AI 应用】喜乐科技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喜乐 AI 车险机器人.pdf
【1C9U-BP：AI 应用】GISKARD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交互式内容 AI 创作分发平台.pdf
⾳乐内容分发平台 2019 年 3 月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酒饮】LESSLIVE 小瓶装红酒 2019 年 3 月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茶里小怪兽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全自动时尚茶饮 工作站 新零售新制造.pdf
【1C9U-BP：新茶饮】秀梅留香杨梅酒新零售品牌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海外植物饮品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英文版.pdf
【1C9U-BP：新茶饮】树懒暖暖自动贩卖智能咖啡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斐素 FSJUICE NFC 果汁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多元化茶平台—孔雀茶馆 2019 年商业计划书，茶行业里的小红书+淘宝+美团.pdf
【1C9U-BP：新茶饮】Teasoon 功能饮料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GirlWEEK+红糖饮品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1C9U-BP：新茶饮】2018 年扫雪煮茶 茶饮商业计划书.pdf
菜永康 定制化营养干预大健康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栗伙健康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精准营养师.pdf
易营养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营养学内容和智能营养服务平台.pdf

【1C9U-BP】典洁科技 2019 年融资商业计划书 用航天技术改变氢能格局 分布式能源的终极解决方
案.pdf
【1C9U-BP】米盟证券 2018 年 炒股软件商业计划书.pdf
医美新零售社群 APP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医疗美容整形.pdf
多拿社区新零售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双场景新零售 双场景新零售 双场景新零售 双.pdf
【1C9U-BP】VR AR 5G 多媒体智能终端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KK 馆 互联网集合店 跨境电商商业计划书 2019 年 3 月融资 4 个亿.pdf
AIOT 智能家居 物联网智能家居研发商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最新最全儿童定位器众筹项目商业计划书(20180302150716).pdf
抖动文化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TOF 立体视觉+AI+边缘计算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赢领眼镜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11 月 眼镜闪店.pdf
Knocknock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国内首家自动贩卖式潮流品牌.pdf
【1C9U-BP：餐饮信息化】享吃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外卖点餐系统.pdf
潮客社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美发千丝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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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知宝创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行知宝 行知宝 行知宝 ”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
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 创新校外教育平台.pdf
翰星文化 2019 年融资商业计划书 孵化微综艺.pdf
抢头条 APP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基于新闻资讯的话题社交产品.pdf
易贩云智慧 文旅智慧互动一体机商业计划书 2019.pdf
UGOHOUSE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线下新零售便利店 新零售 产业互联网 平台.pdf
2018 年 BP 商业计划书 基于互联网技术助力医联体分级诊疗建设.pdf
_[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 影像诊断]商业计划书-汤高悦-201806061813.pdf
区块链+智慧停车商业计划书白皮书 2018.pdf

中弘必有云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建筑大脑 BIM.pdf
装配式民宿定制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基于装配式建筑的村镇住宅升级.pdf
云图睿视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机器视觉 FACELAB.pdf
中农教农业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家庭订制农庄+互联网”运营方案.pdf
菜小秘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打 造 共 享 智 慧 农 场 俏农 ET.pdf
万亩良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定制认养农业.pdf
艺考查查 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10 月天使轮已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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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发科技 AI 人脸生成 产业开创者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新品体验+场景消费+智慧门店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优帮 APP2019 年商业计划书 社交化的同城互助、服务技能分享平台.pdf
爱米微生物基因新科技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众合教育 法考法律教育平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七天教育 云智能阅卷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5 月 2 亿 B 轮到账.pdf
2018 年太火鸟 B 轮融资商业计划书 中国领先的工业设计与产品创新平台 中国领先的工业设计与产品
创新平台.pdf
PETSPEEDP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宠物用品个性化推荐导购平台.pdf
农广传媒商业计划书 新零售场景融媒体服务提供商 2019 年 2 月 2000 万 PRE-A 轮已到账.pdf
2019 年新零售新餐饮大农业大文旅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 2000+细分行业 BP 商业计划书，一查就
有!.pdf
1C9U 快公司 BP 系列 腾瑞制药商业计划书

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剂研发 2019 年 1 月 B 轮到账.pdf

1C9U 快公司 BP 系列 EDCO 小三角户外运动装备品牌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8 月 B 轮到账.pdf
1C9U 快公司 BP 系列 常青藤爸爸幼教商业计划书—聚合中产高知父母的会员制俱乐部 2018 年 11 月
A 轮到账.pdf
1C9U 快公司 BP 系列 爱玩吉他商业计划书 在线智能互动吉他教学平台 2019 年 1 月数千万人民币到

账.pdf
1C9U 快公司 BP 系列 菠萝斑马居住指南商业计划书 家居装修类自媒体 2018 年 12 月数千万 A 轮到
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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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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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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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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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桃木李

护肤品零售品牌 2018 年商业计划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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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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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途俱乐部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旅游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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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策商业计划书 肌肤测试与护理产品研发商 2018 年 5 月数百万美元融资到账创始人章子怡.pdf
白吃侠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互联网营销支付服务平台.pdf
影子智能 医美领域 3D 人工智能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7 月 PRE-A 轮千万级已到账.pdf
漾一 服饰定制及定制电商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 年天使轮数百万已到账.pdf
广告效果优化云服务提供商商业计划书 瞬知™人工智能商业语义处理引擎 2019 年 2 月 1 亿+B 轮融
资到位.pdf
迪贝芬兰早教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儿童早期教育服务提供商.pdf
农广传媒商业计划书 新零售场景融媒体服务提供商

2019 年 2 月 2000 万 PRE-A 轮已到账.pdf

链宝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应用商店 新一代 dapp 分发入口.pdf

喜推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喜推 流量化 CRM 系统.pdf
符号律动 让信⽤用带来平等的机会 区块链商业计划书 2019 年.pdf
一个做服装外卖的 APP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服装 c2b、o 2 o 线上线下购物平台.pdf
量子停车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停车领域的“自如” ⾃营车位分时共享.pdf
瞬瞬停车商业计划书 2018 通过互联网技术实时高效的解决停车难问题.pdf
华傲数据 大数据运营和大数据技术商业计划书 2018.pdf
嗨牛团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定义互联网团建.pdf
里舍公社 人人都是派对玩家小程序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优市多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致力于改造快消品供应链流通的 B2B 新零售平台.pdf
2019 年 BP 投融资商业计划书 一查就有.pdf
喜推 流量化 CRM 系统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乡域乡村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三农融合规划综合体.pdf
UGOHOUS 无人零售社区生鲜 2018 年门店改造商业计划书.pdf
树懒暖暖自动贩卖智能咖啡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抓趣》抓娃娃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智能吹风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个人护理类产品.pdf
智能植物墙 智能绿化专家商业计划书 2018 创业融资计划书.pdf
智能硬件商业计划书 2018 AI 烘焙秤 + 智能食谱.pdf
爱家物联 爱计家划·环书保屋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幻境水族

水族馆商业计划书 2018.pdf

闪拼兔 社群社交电商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枫叶微拍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非标准商品社交电商.pdf
小健咖健身社交商业计划书 2018.pdf
悦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演艺设备出口 B2B 内容电商.pdf

涂鸦智能平台 2018 商业计划书 天猫精灵.pdf
芽芽帮 家庭口腔健康管理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 年.pdf
卫浴镜美妆智能镜 商业计划书 2018.pdf
智能吹风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互联网+个护产品.pdf
2018 年超级生活馆商业计划书 泛生活化场景式消费新零售平台标杆.pdf
2018 年扫雪煮茶 茶饮商业计划书.pdf
闪人糖果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口香糖新物种开创者.pdf
泊菲宇阳（广州）化妆品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5G 互联 通信基站（共建共享）解决方案 2018 年股权投资商业计划书.pdf
智能平衡四轮电动车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2018 年药精灵商业计划书 数据赋能药店新零售.pdf
AI+生物技术 2019 年 1 月商业计划书 小易智能医美大健康商业计划书.pdf
犀牛联盟 区块链互助车险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把咖啡馆装进背包 楼咖啡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Marsnake 网络安全商业计划书 2018.pdf
2018 年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商业计划书 47 页.pdf
优博创客 能感知学生情绪的未来教学系统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新零售店铺基础设施运营商 硬店科技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医美医院互联网托管服务平台 指尖医美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突突文化 泛娱乐内容孵化公司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美篇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快捷图文创作工具.pdf
2019 年三人行自动化科技商业计划书 工业视觉模具视觉监测.pdf
珍品仓 中餐标准化新零售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不愁网-订单养殖服务平台 2018 年商业计划书.pdf

古折 电子身份折扣平台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骑酷科技平衡车 商业计划书 2018 PRE-A 轮.pdf
深梦未来科技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VR 教育项目.pdf
“任性羊”动漫项目 2018 年 12 月商业计划书.pdf
来头社交 APP 2019 年商业计划书.pdf
双髻鲨科技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机器视觉.pdf
制造业大数据分析服务云平台 2019 年 1 月商业计划书.pdf
抗菌产品 2019 年启威生物融资报告 商业计划书.pdf
哒哒折 本地消费拼单服务平台商业计划书 2018.pdf
蓝⾊色起源物流⽆无⼈人机 2018 年 11 月版商业计划书.pdf
迪格微电子 智能温度计商业计划书 2018-08 简版.pptx
GES001 商业计划书 2018.09.26.ppt
典洁科技 2019 年融资商业计划书 用航天技术改变氢能格局 分布式能源的终极解决方案.pdf
新型锂电池管理技术及其应用商业计划书 2018.pdf
一书 碎片式场景化阅读服务提供商商业计划书.pdf
鲜果有约商业计划书 社区流量入口、居民日常所需、真正意义的社区电商 Costco.pdf
迪勤 环保环境监测物联网服务商 商业计划书.pdf
集互联网+、众投、众推、社群购物为一体的微拼购物商城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轻奢品牌电商文娱电商商业计划书.pdf
校园网红社交电商商业计划书.pdf
拼满货商业计划书.pdf
拼啦 app 商业计划书 社区拼团.pdf
云集微店 商业计划书.pdf
早点点 早餐专递商业计划书.pdf

大教堂蛋糕-商业计划书.pdf
早餐 一个包子品牌的商业计划书.pdf
优贝甜 在线 1v6 音乐兴趣启蒙课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AI+应用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眼科智能诊断平台.pdf
AI+应用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全新一站式个性化职业定位服务商.pdf
AI+应用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交互式内容创作分发平台.pdf
2018 雪湖科技 为人工智能提供硬件加速 商业计划书.pdf
生鲜新零售觅蔬生鲜·商业计划书 201901 1C9U.pdf
凡客互联网智能咖啡机 2018 年商业计划书 移动的星巴克.pdf
珑渊小筑 2019 年商业计划书 互联网国学私塾.pdf
2018 年捍地部落商业计划书：全球首款一体化编程教育机器人(1).pdf
国辰牵星 2018 商业计划书 AGV 类.pdf
马路创新 锥能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票据通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201805 三点一刻 行业级智能协同营销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康安途商业计划书 全球领先的跨境医疗旅游方案提供商 201808.pdf
“香港医生”商业计划书 20181118.pdf
兔肉休闲零食 逮个兔子 201810 月商业计划书.pdf
纷趣科技 2018 商业计划书 AR+教育.pdf
全球第一個區塊鏈風險度量和交易市場 GRE 全球风险交易所 2018 商业计划书.pdf
2018（共享）智能运动生活服务舱 健身商业计划书.pdf
2018 年 peipei 商业计划书种子轮 垂直孕期妈妈兴趣社群平台.pdf
201806 猫咪鲜食 宠物食品新零售 商业计划书.pdf
秀蛋 A 轮商业计划书 2018 多人实时视频社交应用提供商.pdf

FIND app 2018 缘分社交商业计划书.pdf
2018 卿卿 兴趣社交 商业计划书.pdf
2018 王者俱乐部 天使轮商业计划书 电竞网咖场馆运营商.pdf
2018 年 ALL IN 电竞赛事管理服务商 商业计划书 天使轮.pdf
2018 互联网装修生态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丁当 商业计划书 2018.pdf
积木智家 商业计划书 2018.pdf
8 天网商业计划书 家装共享签单与流程管理平台 2018 年 B 轮.pdf
软阁家居 APP 商业计划书 2018 年 9 月版.pdf
2018.5.25 水务物联网项目（A 轮）商业计划书.pdf
2018.6 月环球恰恰恰商业计划书.pdf
ICD 物联网公有云

商业计划书

戴爱书 13924603176 June 7,2018.pdf

“城市细胞”商业计划书 2018.pdf
咚啦洗车商业计划书文档（华市技术 201808).pdf
2018 享睡科技商业计划书 享+共享头等舱是一家智能共享健康服务舱运营商.pdf
易企秀——基于 AI 的企业创意营销平台 201809 商业计划书.pdf
2018-2019 年全行业商业计划书 BP 定制 超新超全超快唯一！竞品情报分析 竞争对手极速了解！.pdf
。。。。。。

发现更多商业灵感，
就在洞见 BP

每天 3 份精选 BP
给你最新鲜的商业灵感

全渠道！1C9U-BP 部分典型来源!
主流城市如北上广深等路演现场、路演会，商赛、创新创业大赛，京沪等地加速训练营，乔杰创每周创业路演峰会，
快创学院、恩美路演、盛茂旺路演、快投会、凯泰资本、邦易资本、苏州金沙江创投、汉理资本、上海创投、原子
资本、天津大数据孵化器等机构，清科、36Kr、IT 桔子等互联网渠道以及 1C9U 会员和创业者主动投递等多元化渠
道。

涵盖种子轮、天使轮、PRE-A、A 轮、B 轮、
C 轮、D 轮、E 轮、IPO 等各个阶段

。。。不断更新中。。。
以上任意单份资料皆可免费，扫码联系宝哥微信 13611849928 即可获取！

扫码验证：BP。添加成功后请直接发文件名即可，无需多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