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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长沙青竹湖地块规划设计 201702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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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昭阳和牧场-保利海德公馆形象推广方案.pptx
九耳智库马一丁定位传播-2017 郑州万科世玠竞标提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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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ppt.pdf
2018 乌鲁木齐金科维拉庄园传播思考确定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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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5 达州仁和·壹号院提报方案.pdf
九耳智库 2018.3.22 大麦传播-2018 年越秀·汉阳星汇云锦传播攻略.pptx
九耳智库 20180315 广州 4A 金燕达观-AgileMalaysia2018 年度马来西亚雅居乐

天汇小雅 IP 形象传播.pptx
九耳智库碧桂园太太的魔法城堡 2017 推广提报.pptx
黑蚁鲁能城方案提报 201702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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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pdf
2018-3 博思堂合肥正荣府 2018 贰轮提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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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 重新发明别墅 置信鹭湖宫 10 区网推提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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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奥青城项目营销策略方案 151p.pdf
九耳智库福瀛天麓湖-提报方案 150601n.ppt
20170330 风尚传播-旭辉新站 XZQTD183 地块推广思考.pdf
九耳智库 2017.5.15 青铜骑士-信阳北湖别墅项目提报.pptx
深圳道里-2017 三亚晋合海棠湾策略方案.ppt
2017 南京金茂悦 王俊凯代言 推广案.pdf
九耳智库 20170612 世茂云上鼓岭 6 月推广方案 V3.pdf
九耳智库 20180301-风尚创意-伟星金悦府推广案.pptx
和声机构 2017 派米雷松江文化创意园品牌推广策划案.pdf
2017.10 北京某公司-北戴河孔雀城世界城市群文旅时代 2017-2018 推广计划
案.pptx
九耳智库广州天机广告-2018 年金茂天河广场公寓策略提报.pptx
和声 201705 融创天津印定位与视觉传播方案.pdf
2017.09.08 金铠广告-常德右岸城形象定位传播方案.pdf
2017 碧桂园智慧生活 4.0 体验馆标准化执行手册.pdf
九耳智库深圳赵勇广告-中冶万宝项目整合推广方案-20170216.pdf
GVL 北京 20180117 翠湖科技园推广策略思考.pdf
20170306 深圳长城盛花-佳兆业金沙湾项目策略思路（度假）.pdf
【昭阳牧场】中海万锦公馆项目企划书 20170723.pdf
2017 广东惠州保利锦里住宅项目上半年度营销方案.pdf
20170321 蓝道营销-绿城阳光城·锦上明月推广方案.pdf
天橙中国（广州）20170103 富力中心推广策略方案.pptx
20170507 华远大一山庄项目二次提案(华佗).pdf
寅虎 2018 南京星河提报.pdf
2017 深圳回甘创意-珠海江南岸策略提报.pdf
20170416 富力 山九重项目提案(最终版).pdf
犒赏岁月的礼物 2017 绿地 5A 黄山太平湖 4 期别墅面市策略.pdf
朗力 20170105 北京龙湖景粼原著 2017 年度推广策略.pdf
0105 景粼原著 2017 年度推广策略.pdf
白牛品牌 2018 在苏州重回苏州阳光城璞悦项目提报.pdf
201805 建发阳光城璞悦 在苏州重回苏州 姑苏当代艺术审美住区 杭州白牛品
牌.pdf
优点 2017 成都港中旅·成都全年推广提报.pdf
九耳智库深圳道里创始人 首席知识官 张道鑫 2017 下半年系列培训-文案的江
湖.ppt
2017 远洋商业中心品牌发布会线上炒作方案终稿.pdf
201705 碧桂园智慧生活 4.0 体验馆标准化执行手册 124p.pdf
聚标 201802 上海新城西塘提报.pdf
九耳智库雅居乐花园 2017 下半年传播方案-圭谷机构 2017.7.31.pptx

2017 华润紫云府竞标提案.pdf
九耳智库红鹤沟通李雪凇亲自提报中国地王-梵悦 108 形象方案.pdf
万科 2018 智造故事线汇报 20180307.pdf
2017 华润置地（重庆）品牌发布会.pdf
2017 年新奇世界半山半岛视觉提案.pdf
红鹤沟通 2017.2 天津金地 ▪ 缦庭二次提报.pdf
深圳百威 201801 鲁商美院 新亚洲 东方美学著区提报 385P.pdf
2017.7 和声机构-蓝城郡安里小镇提报最终稿 3.pdf
九 耳 智 库 广 州 4A 金 燕 达 观 - 雅 居 乐 广 州 海 珠 · 小 雅 策 略 推 广 提 案 版
2017.9.11.pdf
例外传播 201701 深圳国际车窗商业提案 OK.pdf
0109 悦熙广场 2017 年整合传播构想.pdf
九耳智库深圳及时沟通-润达国际全球品牌发布会方案 0316.ppt
201707 武汉绿地理想家画册.pdf
2017.5.15 青铜骑士-信阳北湖别墅项目提报.pdf
捷群 2017『玖璋台』wesley 培训课件.pdf
和声机构 2017 绿城天台莲花度假村视觉提报.pdf
九耳智库深圳道里创始人 首席知识官 张道鑫 2017 下半年系列培训-关键元
素.ppt
20170421 华润置地华南大区战略布局及项目介绍.pdf
昭阳和牧场 2018 保利和光晨樾 18 年度品牌传播方案.pdf
策睿 2018.3.3 常州武进新亚洲”光“二次策略提案.pdf
例外传播 20170703 万科春风十里广告推广提报.pdf
九耳智库深圳正太广告-2017 客天下河源温泉项目广告推广策略.ppt
九耳智库山水印象 3—7 月营销执行方案 20170213.pptx
289 米艇头 PARK 招商方案（20170914）.pdf
中梁首入合肥 中梁壹里· 天骄 2018 合肥速度 25 年中梁速度 500 米地铁速
度.pdf
2017 碧桂园接待中心开放活动方案.pptx
20170422 杭州鸣鹤中旅太湖提报.pdf
九耳智库 100m 以下一般高层民用建筑的给排水和消防设计（王凤石）.pdf
锐青 20170810 广州龙湖天奕策略沟通提案.pdf
201805 金燕达观成都佳兆业·悦府策略.pdf
20170109 华侨城品牌提案.pdf
博思堂 2017 上海融创上海桃花源项目企划推广案.pdf
白牛品牌 20170728 繁花大户 万科金域国际提报补充.pdf
和声机构 201709 橙天嘉禾 橙天地商业推广方案.pdf
2017 成都新希望 D10 项目价值梳理（至联）.pdf
2017 年绿地湖南品牌升级方案.pdf
20180131 山西保利品牌开门红执行方案.pdf
201802 金海 M-CITY - 北塔物业发展及感官体验建议方向.pdf
和声机构 20171206 成都 恒大望江华府 2018 年年度思考.pdf
2018 彰泰集团抖音案例分享会.pdf
绝密寅虎 2018 新城·璞樾和山 龙城之子，江幕雲墅（打印版）.pdf

2017 金燕达观 海口 绿城的江湖.pdf
红鹤沟通 2017 北京西山艺境半山会客厅活动方案.pdf
深圳道里-美的地产品牌新媒体传播推广方案 2017.2.28.pdf
红地产 2017.10 北戴河孔雀城传播方案.pdf
东方博文-20170724 天悦壹号开盘热销期炒作方案.pdf
博加 2017 老男人的秀-上海保利品牌最终.pdf
绝密甬道 20180329-金茂悦苏州木渎提报（上海甬道）.pdf
赵勇广告-中冶长岭居项目整合推广方案-20170216(1).pdf
九耳智库至联机构-成都第五城·华润公园提报.ppt
2 今日头条&万科 625 设计主题沙龙活动传播建议案（6 月）.pdf
2017.7.31 深盟中国-金泰灞柳东郡项目推广策略提报 ok.pdf
昭阳和牧场华远大一山庄 2018 年度整合推广执行方案.pdf.pdf
2017 杭州万科住宅装修体系发布会终稿 20161130v2.pdf
201708 绿都地产-品牌价值手册.pdf
2017-2-19 内江邦泰项目网络竞标方案.pdf
东方博文-2017 北京朝阳群众 LOFT 公寓提案.pdf
九耳智库深圳道里创始人 首席知识官 张道鑫 2017 下半年系列培训-12 个测试
创意的方法.ppt
2017 深圳心生万物 LOFT 精装公寓-你享太多.pdf
金燕达观 2017 保利鱼珠港方案.pdf
九耳智库深圳道里创始人 首席知识官 张道鑫 2017 下半年系列培训-什么是创
意.ppt
九耳智库社会化营销的可能性-深圳道里老总张道鑫内部培训 20170711.pdf
九耳智库活动总结报告.ppt
九耳智库房地产基础知识百问百答.doc
九耳智库亨威-万象城开工庆典方案.doc
九耳智库万象城到访有礼活动方案.docx
九耳智库关于元宵节暖场小活动事宜.docx
九耳智库房地产低首付分期执行方案.docx
九耳智库万象城冬季物资交流大会活动方案.docx
九耳智库._碧桂园智慧生活 4.0 体验馆标准化执行手册(2017 年 5 月版)(1).pdf
以上任意单份资料皆可免费，扫码联系宝哥微信 13764923980 即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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