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9U 一查就有网公众号专题资料合集汇总：
【 按住 CTRL 键，单击鼠标即可访问链接】

产品运营系列专题之地推攻坚战！附全套 APP 地推方案、校园地推商场地推小区线
下推广策略等
https://mp.weixin.qq.com/s/rzqivyMV6rMPcweroVCqFw

社区团购百日内涌入 20 亿融资：社区商业的春天真的来了吗？附社区拼团领头羊
食享会全套干货运营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XORGHFA_eccvR_07ebTEMQ

面向 2020 年的数字化转型最佳实践 数字化业务转型解决方案 BOSS 转型内参附全
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GhJKmeB-U7bxAb3tCOskyA

一文读懂矿工、挖矿、矿池、矿机、矿场 附全套区块链矿机公司竞争力对比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PxTuXHxa13LlAKP5e4V3lQ

5G 商用倒计时！附全套 5G 需求应用产业链分析及华为移动中国联通 5G 白皮书大全
等
https://mp.weixin.qq.com/s/yAuq-eXQNwwbu4SXz7jhPQ

2019 年海外置业投资买房知多少？全球房地产市场最全投资指南来了！附新加坡柬
埔寨英国美国日本德国越南澳洲等楼市及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Lpzy7zPb5R_dOSSFxUGiyw

如何策划一个成功的 H5 营销案？附 H5 创意互动传播全套方案资料及经典营销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QvumcOIm0VcQfwCAUocWMw

再次致敬华与华！营销广告品牌管理 IP 打造方向的朋友请看: 华与华专题资料分
享。
https://mp.weixin.qq.com/s/5RTG18jsRg04l3UnTv_Tow

生鲜新零售路在何方？除了盒马鲜生，还有谁！附社区生鲜生鲜超市生鲜运营生鲜
供应链等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84596RlzZaoGBpTUxias6Q

“十元店”获腾讯、高瓴 10 亿元投资，名创优品年营收 120 亿元的秘密！

https://mp.weixin.qq.com/s/9uUAd9pxS-8cNPbs6wbZYg

2018 年中国金融科技 FINTECH 趋势调查报告 保险科技银行科技区块链与金融科技
变革等附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AR87jkJ2G1_1KKqmOInmnQ

商汤向左、旷视向右 2018 年人工智能行业应用落地报告 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两大
巨头知多少？附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u1k5u1mP6clDsjeDXds30w

共享单车喜忧参半，健身雨伞充电睡觉停车位玩具办公数据。。。你更看好哪种共
享经济？！
https://mp.weixin.qq.com/s/dIHxqeoQr-BS4ZbhMBaK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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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mp.weixin.qq.com/s/o9YxYWRkNU6ORCIg1vPpHQ

2018 年 ISC 互联网安全大会全套会员资料 PPT 下载 人工智能与安全、区块链与安
全、科技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报告等
https://mp.weixin.qq.com/s/x87mahxy0YryTmbL_OhzHQ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到贸易战的最全解读！
https://mp.weixin.qq.com/s/BVMsTeLZuJ4MxarAsuJKlA

不会抖音营销？快来看品牌方怎么做的！附全套抖音营销执行细节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wr6diWWCa6f2MAONmRVbvg

bilibili：如果你没玩过或者没体验过，基本上说明你已经了老了 附哔哩哔哩 B
站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CJBA0ABjUzZVhzNRn0SxoQ

超十家少儿编程公司已获 Pre-A 及以上轮次融资，编程猫编程教育的魔力何在？！

https://mp.weixin.qq.com/s/fugA_GaGu3Kegu1gAc3ADA
2018 年住房租赁市场分析报告 长租短租公寓租赁 租金租赁金融 ABS 等全套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kGvu1yqMNrk1DN7bCQVZvQ

有赞 VS 微盟 看微信生态圈寄居蟹们如何迅速长大？！
https://mp.weixin.qq.com/s/NKGb7X7fi05QAKms5hDgVg

一路绿灯！爽！爽！爽！2018 年杭州 ET 城市数据大脑深度研究报告 智慧交通车路
协同交通大数据智慧公路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f-jL9gTnZgDq6qS8YJoRvg

关于乡村振兴 这应该是最具内涵的一套解读了！一查就有出品，必须精品！
https://mp.weixin.qq.com/s/_kc72qTHNdJP9PtPrvHC3A

抖音斗鱼蜻蜓 FM 猎聘同道快看漫画简书酷狗音乐小猿搜题安居客阿里云转转百词
斩洪恩双语绘本等知名互联网 APP 产品体验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Bl42lYwMRoWykAlNQtlLfg

阿里云腾讯云京东云华为云百度云 你想要的云服务巨头们都在这里了！
https://mp.weixin.qq.com/s/T2f2RgdBdqI0JluZUHOgfw

2018 年社交电商拼多多深度分析 全套拼多多运营实操课程资料 拼多多体验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TYkT0A9bfXYVgrmWuwluRA

教育产业新趋势之双师课堂双师教育！
https://mp.weixin.qq.com/s/wF2xW1GfN4pSoDQYuvLLLg

智慧酒店系统方案 物联网智能酒店设计方案 酒店客房智能化商业计划书 酒店营
销酒店大数据等全套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ujJq6d6XWeNuFksKb9Jhbw

2018 全球区块链技术大会会议 PPT 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05DVmcFLjpCO9fS66mJEkg

2018 年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经典资料汇总 华为 HR 管理实践全案 华为薪酬体系
https://mp.weixin.qq.com/s/L4XFJmH9kaHRs4_1ktoY5g

舞蹈美术类艺术教育培训机构专题资料合集 番茄田彩翼儿夏加儿绘画培训全套课
程及运营体系 艺术培训机构商业计划书 BP 等
https://mp.weixin.qq.com/s/69GEXtc9A92hGh8ltX8AfA

2018-2019 年度地产新媒体传播营销方案 房地产项目整合传播策略全案 地产策划
提报 红鹤沟通大拿中国大唐灵狮深圳道里和声机构
https://mp.weixin.qq.com/s/CPiojYuida_yyZTZ7XO43A

美团核心业务拆解报告 美团点评，场景延伸，迈向超级平台 新美大未来战略方向
到底是啥？！
https://mp.weixin.qq.com/s/WrC3YX9TTRVuolxE9BHIhg

“精致”小红书“以柔克刚” 小红书爆红背后的商业逻辑附全套小红书内部运营
培训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IwPbpI8TdGnBlmtHvmfMJw

西学东渐，古为今用！2018 年游学研学行业运营报告体系合集资料 游学产品渠道
拓展招生手册

https://mp.weixin.qq.com/s/A82zRu-N6dEJDJ2rXxRDPA

2018 年最新区块链行业 BP 商业计划书合集 数字货币硬件钱包解决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0CImeUPCaWCKnW4BRKXr9w

高职职业院校实训室建造方案 工业机器人专业创新实验实训体系建设方案 企业
实训基地创新教育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I_gKRY3MyQMFfdI65n4o-g

2018 年最新服务机器人商业计划书合集 酒店客服智能机器人 BP 炒菜烹饪看家陪
伴养老 样样精通
https://mp.weixin.qq.com/s/WfOooHXCadb8k-HC35lqjA

2018 年百强民企专题研究报告之海澜之家 一直不被看好，缘何又能一直坚持？服
装新零售能否迎来蝶变
https://mp.weixin.qq.com/s/hCNGoREwsB-rLHcW1YoLjA

数百页报告 中国资产证券化运行报告 2018 年 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新特点和新
趋势
https://mp.weixin.qq.com/s/ohOqx3j6b33YhFTqs0MI1w

你还是年轻人吗？95 后 00 后用户人群精准洞察报告合集 用户画像人群洞察深度分
析
https://mp.weixin.qq.com/s/pZpOIzkgXMs4BoKGiWoH8A

2018 中国工业大数据创新发展报告合集 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工业 4.0 实践案例
方案资料
https://mp.weixin.qq.com/s/UrCoBYD3yG-3MbbuKDbBDw

田园综合体田园小镇规划建设研究报告合集 无锡东方田园示范区景观深化设计方
案
https://mp.weixin.qq.com/s/4UgqaVWmzmIOEeH8GwnA7w

咖啡还是奶茶？瑞幸还是喜茶？从 2018 年茶饮咖啡行业千万级以上大额融资说开
去
https://mp.weixin.qq.com/s/YUc-wQ67EgxQsUzpC7hxwg

中国支付清算发展报告 2018 中央银行支付清算体系的建设与运行
https://mp.weixin.qq.com/s/CSkLnBSpUStYxFv1YMzdXA

为人类的欲望而设计 IXDC 2018 国际用户体验大会峰会 PPT 合集下载 用户体验设
计用户需求导向设计

https://mp.weixin.qq.com/s/6zKNgqxPrcaoSUTU7oFdng

1C9U.com：新新零售资料合集！你不曾见过的纯干货！永辉苏宁京东阿里等智慧零
售变革趋势
https://mp.weixin.qq.com/s/Y03-o8JdbLDfqWeA15OXuA

2018 年沙拉轻食创业面面谈！小餐厅健康餐饮市场趋势 健康饮食沙拉轻食商业计
划书 BP 报告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kJZ92SqqAOjK8mDZMtprtA

VIPKID---1C9U 快公司系列专题研究报告 2018 年在线少儿英语教学 VIPKID 商业模
式竞品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Im-pqWazEgS9wA5AdOoYQw

独一无二的新！2018-2019 年度数字营销整合营销公关提案 Campaign 大品牌提报
@1C9U.COM
https://mp.weixin.qq.com/s/DvodWFxnxH_girAbPVUxtQ

三旧改造城市更新专题资料！旧城改造项目概念规划设计规划方案 旧厂房文化改
造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8SC8B1KJaj8froisEX0VLg

打造超级 IP 构建 IP 绿色生态 IP 营销方案 影视动漫文娱体育旅游游戏教育 IP 全
知道！
https://mp.weixin.qq.com/s/DTSqvVGtKIcv-X08jY-d0Q

2018 年广电文化产业大会峰会 PPT 资料合集 看各大卫视电视台变革转型之路 文化
综艺节目发展趋势
https://mp.weixin.qq.com/s/tCN_HxAQePGTIJ4z8Flx3Q

2018 第四届先进汽车制造峰会论坛会议 PPT 合集下载 汽车智能制造之冲压焊装涂
装先进工厂
https://mp.weixin.qq.com/s/Oh-ouycZMJPOxsD-EyxMwg

2018 年无人便利店无人超市无人商店无人货架 BP 商业计划书报告合集 缤果盒子
|F5 未来商店 VSe 蜂社智能微超 VS 更利集
https://mp.weixin.qq.com/s/aqYBNBe-QVMP_2CsNw7xUA

价值 7500 元！35 个 Steam 创客教育领域竞品分析 STEM 产品形态结构、未来战略
分析 2018 竞争情报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4F8CLN2dGEpWiMf3QqWD9w

2018 年货运 O2O 行业发展趋势报告 运满满货车帮合并后时代互联网+物流走势 共
享货运竞品企业分析报告合集附免费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blOk4jwKvxPI8ZixM6KE_A

2018 年各地市房地产半年报汇总！！一查就有，一网打进！
https://mp.weixin.qq.com/s/eDxCOk0YD9NP65FSJUEz1g

智慧未来 | 区块链的 2018 年 附课程资源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aYWcVkT1nDOhHUjInsxm8w

真实的碧桂园--1C9U 公司研究系列专题报告 运营制度管理体系培训营销机制等资
料合集附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xBvPnEL4shhCRLCWz6SrNA

2018 年民宿行业创业商业计划书合集 篝火乡村旅游民宿运营计划 中国酒店营销
峰会 PPT
https://mp.weixin.qq.com/s/Z3i8uZtyVQiMpN-hRpoetA

2018 中国长租公寓市场大数据分析报告 集中式分散式长租公寓品牌商业计划书
泊寓红璞冠寓等案例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hVAkAGgAlyf_3hPheiGDCw

因为中兴，我们出了本专题。打造中国芯，请从创客教育做起！附全套 STEAM 教育
解决方案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UBDwA1Z4Ejnl0OmqdZoO9g

运营策划人必备！互动执行方案 一文打包最新潮的品牌交互方案 快让品牌动起来
~附全套方案免费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PocORf1S1G16dEI6AwWe3A

大牌云集！ 2018 新版 4A 广告公司比稿方案 数字创意策略代理招标提案报告 媒介
策划比稿方案 只送不卖！
https://mp.weixin.qq.com/s/NoPKMtQDWOR7Tp-YuYBWPQ

如果还是看不懂区块链，请认真读完此文！附全行业应用福利包
https://mp.weixin.qq.com/s/1vW9qfLA0cFaS3xqqv4jtw

大文旅产业，我们都需要！附全套大旅游类纯干货资料免费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Dc9zpOCI2c7flaxHlzThUg

创造高收益的阿米巴经营模式专题研究合集 阿米巴经营解决方案案例 高效组织
管理附免费下载方式
https://mp.weixin.qq.com/s/mqDKIu9oqZqMqPImqXXEcA

西贝莜面村+360+华夏幸福+三精制药+海底捞+汉庭+晨光文具+2018 最新案例罗振
宇得到 背后的操盘手！
https://mp.weixin.qq.com/s/Cu1sdbN48AOxmjzkRnz79A

AI+教育、AI+金融、AI+零售、AI+内容、AI+医疗、AI+安防、AI+航空、AI+交通 附
全套人工智能资料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V8IUAvjlMpbRSPBZn2yHsw

房地产标杆企业研究报告专题合集附下载！碧桂园旭辉集团万科金地保利绿地龙湖
地产 and。。。限时免费！

https://mp.weixin.qq.com/s/DiJiI6Fay9H7W8RIgqd42w
餐饮人速来！餐饮报告合集+餐饮营销推广合集+特色餐饮解析+品牌餐饮管理 附一
键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8QPI-blU-WeWXV05-qrh0A
一文看遍阿里组织管理体系 从个人魅力到制度管理 附全部资料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zmiBOTS9GDpYrvXSwaImsQ
百度也来搅局小程序创业了！ 2018 年小程序行业专题资料合集暨典型小程序案例
分析报告 小程序游戏小程序电商你更看好谁？

https://mp.weixin.qq.com/s/gRIoyiMAFvUmo26cyTN_9w
大数据与智慧地铁 2018 年中国（国际）智慧轨道交通大会演讲 PPT 地铁全自动运
行运维通信信息化 城市轨交运营面临的挑战及创新

https://mp.weixin.qq.com/s/vf88QUwMNx1-PxJx22PkIA
打造史上最全抖音运营资料 2018 年抖音营销执行方法论 抖音品牌主页运营攻略
KOL 合作

https://mp.weixin.qq.com/s/Oe5vnY5D6eWUFEuYPLLBJg
看大佬们如何打造最强产品经理！ 2017 中国产品经理大会北京上海深圳会议 PPT
资料合集附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2XHmv1xT6ueUbsUklmCZ8g
由蚂蚁金服说开去 智能金融大数据风控征信大数据现金贷反欺诈报告方案等合集
附全套资料下载

https://mp.weixin.qq.com/s/mPWRztHML0pc8G6L5IYlvQ
轻松看透国内 BIM 行业，千亿蓝海待挖掘 BIM+GIS+FM BIM+VR&AR 技术应用方案
BIM+大数据 建筑施工信息化

https://mp.weixin.qq.com/s/csyaXhHJZfPGq8RpbT9Q4Q?
全套限时免费！ 2018 版全域旅游体系构建 全域旅游总体规划说明书及实施方案报
告 省级全域旅游建设发展规划

https://mp.weixin.qq.com/s/KL8n75YiN-qhpIrOZSloxg
限时免费！公司人留存！2017-2018 年年会策划提案 公司商业年会方案迎新年会策
划活动方案 不断更新中 ing

https://mp.weixin.qq.com/s/LAu9fNuMrp4Pkn_oLOxFfA
2018 年内容创业年度报告 全球现象级 IP 背后的故事 看办公室小野如何屌丝变凤
凰

https://mp.weixin.qq.com/s/TWf9ZvnlFe3bxySNCgSifw
2017-2018 年智慧环保行业解决方案 数字环保环保信息化平台 环保大数据环境监
测云平台架构设计 解决方案，一查就有

https://mp.weixin.qq.com/s/FUqRlOdswRtrKxTg922EoQ
2017 年智慧旅游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可研报告 旅游大数据解决方案 智慧景区旅
游客群洞察 全套资料 一查就有！

https://mp.weixin.qq.com/s/f8x1JXW6wjb3nkZPh_hnnQ
大数据下的智能医疗！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发展趋势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设方案
解决方案，一查就有！

https://mp.weixin.qq.com/s/5c8wXQ40ou7PSBb-824zCg
2017 年呼叫中心项目解决方案 云呼叫中心全媒体智能客服 解决方案，一查就有！

https://mp.weixin.qq.com/s/beNTEgexKJnJxzP_jGavdQ
刚需系列专题之智慧消防大数据平台建设方案 智慧消防云平台项目 解决方案，一
查就有

https://mp.weixin.qq.com/s/mTu0GdpEIRqa8XdL8algOQ

刚需系列专题之 2017-2018 年金融云计算行业分析报告 金融数据中心平台建设方
案 金融大数据解决方案 中国智能金融产业研究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vGjFZmI4Kc9eY9O29CZO1w
2017 年 VCPE 行业深度报告 VC 霸主红杉中国达成创投投资风格、投后管理 PE 基金
创投风向标 全套报告 限时免费！

https://mp.weixin.qq.com/s/h0aHeFaXfgFDj98K4HLwuQ
大牌云集！ 4A 广告公司比稿方案 数字创意策略代理招标提案 媒介策划比稿方案
分享就送！

https://mp.weixin.qq.com/s/o6uiNzqgg_8ygs85UwiLqQ
2017 年 12 月版更新 BP 商业计划书合集 种子轮、天使轮、A 轮、B 轮、C 轮融资统
统搞定！不断更新中 ing

https://mp.weixin.qq.com/s/oCbafklkNlF5XAM24a7JSQ
2017 中国品质电商专题研究报告 网易严选竞品分析精品生活电商小米有品 限时
免费！

https://mp.weixin.qq.com/s/0cmHRS9XNxSHIHW_Z4fl9w
中国制造 2025 智能制造全产业链前瞻报告合集 智能制造示范基地规划建设方案
先进制造中国智造 BP 商业计划书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qdIb5PhPdQ_qaeSt0ILBpw
文旅 IP 打造战略方案 景区项目规划书 民宿农庄数字市场营销 特色小镇品牌 IP
打造及传播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jPJuoPAchu5e8QzwKzWHaQ
BAT 云服务竞争情报对比分析 微软云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市场 SaaS IaaS PaaS 公
有云私有云 1C9U 统统帮您搞定！

https://mp.weixin.qq.com/s/zKet1tcgffYS_uQI5Mr8Mw

不限时免费！ 2017 年艾媒咨询全套报告 50+份 附全部 PDF 一键下载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F0bFo1yQbpSqEe5aJwDvwg
2017 年智能安防行业研究分析报告 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安防应用市场 AI+安防大
数据 海康威视 VS 大华股份

https://mp.weixin.qq.com/s/fJDow0axOSSePBXF-nZzUw
完整版！共 250+份！2017 年贝恩波士顿毕马威罗兰贝格+普华永道德勤麦肯锡 附
全部 PDF 一键下载地址 限时免费！

https://mp.weixin.qq.com/s/KjtTFwTc2x_fvKNeye7Odw
品牌人必备！2017-2018 年度公关传播方案 公关传播企划书 财经公关方案提案 舆
情监测危机处理日常传播 全套限时免费！

https://mp.weixin.qq.com/s/1tc83mnSj3srUf0BnN6njw
全套限时免费！2017 年应急产业研究报告 应急通信应急指挥调度应急管理 城市运
营及应急指挥中心总体咨询规划建设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s/bOx2EBw9HyWjGAEdPiZ-7Q
限时免费！2017 年短视频行业大数据洞察报告 短视频营销视频内容营销创新案例
盈利模式二更小咖秀秒拍抖音等

https://mp.weixin.qq.com/s/2u8QimMj8P6cPiL970BLTg
限时免费！最近刷屏的京东方是谁？2017 年面板行业产业链及产业格局研究报告
京东方柔性显示屏 OLED 全面屏曲面屏

https://mp.weixin.qq.com/s/orUY1Nh5iHN5an1r4jEWNQ
解决刚需系列！2017 年 APP 传播推广方案 APP 上线整合营销运营策略 线上线下推
广提案 APP 运营那些套路儿

https://mp.weixin.qq.com/s/UJF3rwGikBMu3ehR2_u0lA
互联网+智慧停车解决方案 智能云停车商业计划书案例合集 城市立体车库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yIPbTBvDqzLVJ5eCWYKprg
一网打尽！110+份“机器人”全产业链资料【行研+商业计划书】覆盖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医疗教育人形机器人等

https://mp.weixin.qq.com/s/hpFUipXuUhT6ybbCfBWxCA
2017-2018 年智能手机行业创新趋势报告 消费升级+创新周期 手机供应链革命

https://mp.weixin.qq.com/s/slngf_5_lR3tAnYaJNPtdA
多行业云平台大数据与规划转型咨询方案 云计算体系规划和建设实施方案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cZO2PVLBKeqsQ2WPwMLUpA
2017 年智慧校园解决方案及预算分析报告 教育信息化项目实施规划方案 云课堂

https://mp.weixin.qq.com/s/sjFdAB5t3W2dphnMCS-j9Q
2017 年增强现实 AR 行业应用案例分析报告合集 AR 硬件软件产业市场展望 ARKIT

https://mp.weixin.qq.com/s/8XNC79_X4kwkYZDYMAX9UA
2017 年度制造执行系统行业市场研究发展报告 MES 需求实施解决方案规划建议书

https://mp.weixin.qq.com/s/z88mFHIx47cu8SaOv4KsJA

2017 年中国 Saas 用户研究报告 SaaS 行业投资研究 SaaS 云服务平台商业模式

https://mp.weixin.qq.com/s/6mQZip8dtrfHeBYCWOeB7g
2017 年度银行类方案合集 智慧银行项目规划与建设 招行中信平安华夏银行营销
客服提案案例等

https://mp.weixin.qq.com/s/ZsL_mW0erLBYVDKzUzAq5Q
文创平台建设战略发展提案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典型案例 超级 IP 打造 文创类 BP
商业计划书合集

https://mp.weixin.qq.com/s/ZUMnRLOrWWt22yKOl_i3Og
石油化工石化行业报告 从海外化工巨头成长之路看产业发展趋势 埃克森美孚 BP
杜邦巴斯夫

https://mp.weixin.qq.com/s/Pxor8LoKDYhQ6t925kEUBg
2017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专题研究之特斯拉 无人驾驶汽车产业链梳理

https://mp.weixin.qq.com/s/mYPEOTwQyc4pnYPBU8cLdw
2017 年联通混改专题研究报告 国资国企改革趋势展望混改路径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dOD4wyCajVrLBUzRbPnmdw
中秋国庆双节方案提案合集——传播策划、图文及海报系列 月饼事件营销

https://mp.weixin.qq.com/s/ZIdbnxtOx8grie4r3UAXLw
一查就有，不得不爱，独家揭秘隐形冠军-独角兽们的生意经

https://mp.weixin.qq.com/s/CM0C7dYhZr-Yoc1t1xYUIQ
2017 年中国共享经济行业、产品、案例及用户研究预测前瞻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4oXfwETIqRK1RedSkYJ1bQ
军工行业·军临天下|参军策军民融合军队信息化等军工相关资料分享圈

https://mp.weixin.qq.com/s/9htOdJw-6RkT6uLtFzayBw
2017-2018 年度双微运营规划解决方案提案 内容策略案例诊断优化提升

https://mp.weixin.qq.com/s/h4zL-lMsV0TlY2U80jzZKA
2017 年融媒体发展实践案例研究报告 全媒体新媒体时代的大数据应用

https://mp.weixin.qq.com/s/RPCOeZUZQKEfZ0OoxgH7eg
小米生态链智能硬件研究报告 智能家居重点应用与模式分析

https://mp.weixin.qq.com/s/5yqVm8NOMhKSAa73yUZBtA
全套资料限时免费分享了！60+份体育运动健身类 BP 商业计划书及行业分析报告！
覆盖跑步、健身、滑雪、极限、潜水、球类等

https://mp.weixin.qq.com/s/sOmuz2bfJ-kswxRipT-SPw
2017 年智慧海绵城市解决方案规划分析报告 城市雨洪管理改造方案 深圳厦门等
典型城市案例

https://mp.weixin.qq.com/s/GviMymohw3cOAgKFdNHv6g

2017-2018 年度汽车类方案提案大全套 超新超全！覆盖营销规划、市场策略、竞品
分析、品牌运营、售后服务等等

https://mp.weixin.qq.com/s/GO8RhrDG2oR4b3UjBM0OCA
限时免费！2017-2018 年度品牌活动规划创意执行方案合集 商场体验活动策划 线
上线下活动 idea

https://mp.weixin.qq.com/s/-v_kRWWJ1q2PodUMDa85wQ

如何获取 1C9U 资料？

商业情报，一查就有；
点滴情报，一叶知秋。

。。。不断更新中。。。
以上链接中的任意单一份资料皆可免费，扫码联系宝哥微信 13611849928 即可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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