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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东兴证券-商贸零售行业深度报告：社保网疏盼民富，费率下调夫如
何？.pdf
20180908-国联证券-公用事业行业：环境领域深化“放管服”，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pdf
20180906-长城证券-环旭电子-601231-公司专题报告：SiP 模组的龙头，产品多
点开花打开增长空间.pdf
20180131 山西保利品牌开门红执行方案.pdf
20180908-东兴证券-电子元器件行业锂电池产业链中报总结：以量补价和技术
降本为锂电池产业未来发展方向.pdf
20180906-长城证券-汉钟精机-002158-公司深度报告：受益半导体建设热潮，
真空设备龙头再获新机遇.pdf
20180906-梧桐公会-芝友医疗-837794-专注于个体化用药基因诊断，具有较强
技术壁垒.pdf
20180831-中信证券-交通运输快递行业 2018 年中报数据深度分析：竞争白热迷
人眼，大浪淘沙始见金.pdf

20180829-长江证券-华夏幸福-600340-高增长高毛利，异地复制成效显著.pdf
20180903-中金公司-人工智能行业主题研究：AI+汽车，通用无人驾驶距离我们
还有多远？.pdf
20180902-国泰君安-日海智能-002313-“云加端”落地初见成效，物联网龙头
蓄势待发.pdf
2018.3.27 保利海德公园 4——5 月推广方案.pdf
20180831-长江证券-环保&化工行业生态红线系列报告之二：大数据分析长江沿
岸危废及农药产能分布.pdf
20180828-长江证券-科锐国际-300662-技术赋能释放业绩，一体两翼稳步推
进.pdf
20180822-长江证券-信息技术行业：如何看待云计算给服务器行业带来的边际
影响？.pdf
20180819-中信证券-汽车行业海外研究报告：蔚来汽车的“钱“途.pdf
2018-3 博思堂合肥正荣府 2018 贰轮提报.pdf
2017 金燕达观 海口 绿城的江湖.pdf
20180820-中信证券-电子行业消费电子跟踪报告：消费电子，龙头集中，创新
延续.pdf
2017 远洋商业中心品牌发布会线上炒作方案终稿.pdf
2017 苏州华宇九乐华堂提报.pdf
2017 碧桂园智慧生活 4.0 体验馆标准化执行手册.pdf
2017 碧桂园太东天樾湾地表最强公益健步行暨红树林湿地印象馆盛大开放活动
分享.pdf
2017 深圳心生万物 LOFT 精装公寓-你享太多.pdf
2017 深圳回甘创意-珠海江南岸策略提报.pdf
2017 杭州万科住宅装修体系发布会终稿 20161130v2.pdf
2017 成都新希望 D10 项目整合推广创意-至联广告.pdf
2017 成都新希望 D10 项目整合推广创意-深圳长城盛花.pdf
2017 成都新希望 D10 项目价值梳理（至联）.pdf
2017 想想再传播郑州融创中原壹号院竞标提报-OK.pdf
2017 广东惠州保利锦里住宅项目上半年度营销方案.pdf
2017 年绿地湖南品牌升级方案.pdf
2017 年新奇世界半山半岛视觉提案.pdf
2017 年奥青城项目营销策略方案 151p.pdf
2017 尚美佳不为西安人知的家国史金地 2 号地推广方案.pdf
2017 南京金茂悦 王俊凯代言 推广案.pdf
2017 华润置地（重庆）品牌发布会.pdf
2017 华润紫云府竞标提案.pdf
2017 保利（九江）八里翡翠提案-六合那迦广告.pdf
2017 丽江金茂项目形象传播策略 190p.pdf
2017 中国某一线公司-融创上海桃花源项目企划推广案.pdf
2017 上海某广告公司-复地鲸彩广场整合传播案.pdf
2017 上海及时沟通-城开滨江中心主精神提炼与思考-最终.pdf
201708 绿都地产-品牌价值手册.pdf
201707 武汉绿地理想家画册.pdf

20170619 世茂见山府合肥项目策略定稿.pdf
201705 融创新华路项目（融创天津印）推广思考.pdf
201705 碧桂园智慧生活 4.0 体验馆标准化执行手册 124p.pdf
20170507 华远大一山庄项目二次提案(华佗).pdf
20170505 腾鲤传播-济南中铁名庐重回东方项目竞标方案.pdf
20170422 杭州鸣鹤中旅太湖提报.pdf
20170421 华润置地华南大区战略布局及项目介绍.pdf
20170416 富力 山九重项目提案(最终版).pdf
201703 斯柯达区域公关传播方案.pdf
20170330 风尚传播-旭辉新站 XZQTD183 地块推广思考.pdf
20170321 蓝道营销-绿城阳光城·锦上明月推广方案.pdf
20170314 丰隆城市中心企划提案.pdf
20170306 深圳长城盛花-佳兆业金沙湾项目策略思路（度假）.pdf
20170109 华侨城品牌提案.pdf
2017.7 和声机构-蓝城郡安里小镇提报最终稿 3.pdf
2017.7.31 深盟中国-金泰灞柳东郡项目推广策略提报 ok.pdf
2017.5.15 青铜骑士-信阳北湖别墅项目提报.pdf
2017.11.15 达州仁和·壹号院提报方案.pdf
2017.10 某一线公司-北京孔雀城温暖时代最终版.pdf
2017.09.08 金铠广告-常德右岸城形象定位传播方案.pdf
2017-中梁国宾府-高清楼书.pdf
2017-2-19 内江邦泰项目网络竞标方案.pdf
2017-06 重新发明别墅 置信鹭湖宫 10 区网推提案.pdf
0109 悦熙广场 2017 年整合传播构想.pdf
0105 景粼原著 2017 年度推广策略.pdf
《2018 中国 Martech 白皮书：洞察生态 赋能营销》.pdf.lnk
西安万科品牌手册-12.3 啊(1).pdf.lnk
昭阳和牧场 2018 保利和光晨樾 18 年度品牌传播方案.pdf.lnk
聚标 201802 上海新城西塘提报.pdf.lnk
2017-06 重新发明别墅 置信鹭湖宫 10 区网推提案.pdf.lnk
九耳智库万 d 城市综合体项目管控要点及案例解析（12030557946.pdf.lnk
丰信东世纪瑞博在创新大道上整合传播.pdf
刀兄--10 年磨 1 案--之山水华府.pdf
博加夏飞证大第二次沟通.pdf
博加夏飞证大第三次沟通.pdf
风火-2011 龙光君悦龙庭成都琉璃场项目.pdf
巨细-第五次执行汇报方案.pdf
风火广告——太原星河湾案例分享--252P.pdf
深圳道里广告 2014 之 彰泰滟澜山.pdf
风火-芜湖华仑项目形象推广提案.pdf
典晶-瀛海策略提报 2011.4.pdf
证大西镇项目董事会汇报方案暨第四次汇报.pdf
典晶-金隅土桥项目形象传播策略 .pdf
风火-董丹青-讲坛 2011.7.15.pdf

博加夏飞-我爱思思培训课件.pdf
博加夏飞 201409 复盘-金地南京艺境(讲解版）.pdf
风火创意花样年花生 town2012 年度方案 101P.pdf
风火-芜湖华仑项目形象推广提案(1).pdf
红鹤 140122+中航城国际社区品牌定位及 2014 年推广计划.pdf
东方博文如园推广 1022.pdf
博加夏飞证大第一次沟通.pdf
风火十五峯应用传播预案.pdf
博思堂破局 2012-嘉园置业崇皇推广.pdf
风火创意瘦西湖畔一城繁华扬州万科城 2012 年度方案 139P.pdf
2018 冬奥会《冠军驾到》节目招商通案 20171024.pdf
#小李姐地产大年鉴#之 1@深圳道里广告.pdf
风火创意南京从此又一峰紫金山一号 2012 年度方案 171P.pdf
风火创意金域蓝湾再不相爱就老了 2012 年度方案 83P.pdf
风火-2011 南京建发善水湾价值卖点及推.....pdf
风火—芜湖华仑港湾客户分析及小结 2011....pdf
博加夏飞 201409 度-上海正荣国领.pdf
典晶创艺-晨讯策略与创意思路 2011.4.pdf
#小李姐地产大年鉴#之 3@吴腾飞.pdf
#小李姐地产大年鉴#之 2@上海博加广告.pdf
风火万科棠樾国宅深层梳理案.pdf
2017 风行《特工皇妃楚乔传》营销通案 0517v2.pdf
幻隼自平衡控制器.pdf
蓝维光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业计划书（打印版）.pdf
CELLROBOT PPT.pdf
广州聚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计划书.pdf
可以科技，项目计划书.pdf
坐 SPA 商业计划书.pdf
教育地产的运营模式和发展战略.pdf
中山航纳商业计划书.pdf
北京教育地产发展研究报告.pdf
智能云储粮-通用融资版.pdf
致臻智造 BP（金）2.0.pdf
智能电桩.pdf
尤里卡兰超声空泡技术.pdf
悠宕 · 最好玩的营地生活 20180612.pdf
星启空间项目融资计划书 6.0.pdf
知型工业-商业计划与融资计划.pdf
馨艺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pdf
武汉技领 BP0606.pdf
正控科技 3D 激光传感器商业计划书.pdf
闲小仓闲置物品即时共享服务平台 BP.pdf
万维智慧云商业计划书.pdf
无线充电+物联网+大数据生态系统项目商业计划书.pdf

新能源汽车 10 分钟极速充电技术系统解决方案项目书.pdf
物联网+低功耗油烟净化服务商 免费模式.pdf
商业计划书[2].pdf
微程科技 BP-V3.1.pdf
拾梦号商业计划书.pdf
水立方蜂巢拼接灯商业计划（水立方民用化智能化）.pdf
商业计划书最终版.pdf
石化化工厂低温余热利用普汇康公司.pdf
苏州众电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最新.pdf
升华三维低成本金属陶瓷 3D 打印新技术 BP-V6.0-吴敏-18575544875.pdf
厶戈科技无眩光车灯融资商业计划书 1.pdf
商业计划书 （三维智科）.pdf
商业计划书-云洁科技.pdf
商业计划书 2018.7.pdf
陕西中弘 BP.pdf
商业计划书-智能小便斗项目.pdf
商业计划书.pdf
山西晟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pdf
商业计划书[1].pdf
瑞链科技商业计划书—6 最终版.pdf
融资计划书-芯瑞康生物.pdf
诺创科技融资计划书_201806.pdf
南北视通商业计划书.pdf
区块链+集成电路项目商业计划书 R2.pdf
热水（暖通）新能源智能管理机器人商业计划-亿兴互联网简版 1.pdf
浸入式液态主机项目书.pdf
配配软件商业计划书 .pdf
品品行科技商业计划书-201808.pdf
利飞尔商业计划书.pdf
免人操作智能物联网烹饪机+菜品配餐交易平台.pdf
马戏 2018bp.pdf
迈雷特商业计划书简版.pdf
浸入式液态主机.pdf
量子洗衣机项目商业计划书.pdf
工业无人机商业计划书-3.13.pdf
合身-服装产业人工智能平台商业 BP+张梁+13911505318.pdf
浩祥智造 06072018.pdf
简约之美信息科技 BP（ 商业计划书）.pdf
个性化学习系统商业计划书.pdf
广州艾若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20180808.pdf
冠标科技融资路演 20180728 v2.1.pdf
光电高斯-商业计划书.pdf
机器学习实验室商业计划书.pdf
英文三字经 林克妈妈的少儿英语学习.pdf

90 后青年—大时代里的小世界(青年志 2013).pdf
0520-西区招标营销方案.pdf
0429+CT6+FBI+campaign+draft+deck+from+dora+m+.pdf
BEIJING DAXING DISTRICT FIRE TEMPLE SHOPPING CENTER RENOVATION.pdf
火神庙大悦春风里定位深化及设计建议.pdf
阳光城新界推广执行案.pdf
味全每日 C SP 活动提报-by 郑新灵.pdf
2018 体育内容大年下的赛事营销.pdf
亚马逊 Kindle 跑男整合营销规划_蓝色光标呈送.pdf
2016--英菲尼迪-深圳卫视极速前进“敢爱之旅”.pdf
20180418-2017 斯潘迪 IP 品牌策略定位及推广创意案.pdf
20180417-金锣无淀粉品牌整合传播沟通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航旅纵横公关传播建议案-3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2 饿了么年度市场推广及公关传播规划-7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火影忍者 OL 开放测试公关传播方案-89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3 华为荣耀品牌传播方案-1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TCL 年度数字营销传播规划方案 IM2.0-98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东风日产启辰 11 月公关传播规划-5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2016 特斯拉（中国）品牌传播建议-7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德青源未来农场 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途牛 牛人专线“爱的旅途值得更好” 传播方
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TCL 创感第二波 social 传播细化方案-37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康师傅面群食品安全公关传播方案细化-43P.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5 年 度 海 尔 净 水 线 上 传 播 规 划
-Chinacolors-18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年网易门户公关传播-88P.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5 美 拍 哈 哈 哈 哈 拍 social 传 播 方 案 - 时 趣 互 动
-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日日顺物流品牌年度网络传播方案-19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日日顺商城年度公关传播规划-228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一汽解放+品牌互联网营销方案（100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上海家化企业品牌秋季发布会公关传播方案
-6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网易游戏品牌年度传播规划-168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中国电信年度品牌及传播策略比稿文件-昌荣
-15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北汽新能源日常产品传播项目建议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爱回收公益品牌 半年度传播方案 .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乐檬 年度传播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新媒体传播方案-花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新媒体传播方案-去哪儿网.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立白洗洁精互动传播项目报告.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2017 雀巢 NPP 传播策略计划方案-7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汽车之家】北汽威旺 S50 阶段性传播策划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roseonly 整合营销传播方案-59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起亚年度公关传播提案-215P（第一部分）.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百度外卖 H1 品牌策划及传播规划方案-10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沃尔沃网络传播年度策略方案-76P.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6 金 龙 鱼 春 节 社 会 化 传 播 互 动 方 案- 电 传 互 动
-5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起亚年度公关传播提案-215P（第二部分）.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海尔商用空调品牌建设以及传播规划（简案）
-1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康师傅打卤面整合传播案-8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康师傅优悦水公关传播方案-32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马自达中国 Q4 期「越 · 我所驭」线上活动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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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Pandora 圣诞季品牌传播创意方案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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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战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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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途牛年度品牌传播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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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海尔中央空调社会化媒体运维比稿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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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京东华中区年度社会化营销提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北京奔驰成立十周年公关传播及媒体接待传播方案
-9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唯品会-社会化媒体广告投放方案（29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百雀羚新媒体规划及订阅号&服务号建议-6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年 DS60 周年北京站微博微信传播方案-3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LG 中央空调 微信公众号运营方案 .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凯翼汽车品牌社会化媒体营销建议-6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 C3-XR 新媒体传播方案-陌陌.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新媒体传播方案-去哪儿网.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新媒体传播方案-花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工银私人银行 微信运营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太平洋保险网销渠道营销活动及微信端内容策划方
案-9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海尔中央空调社会化媒体运维比稿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资生堂新艳阳防晒乳 新媒体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欧莱雅 微博运营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保时捷媒体中心运营规划-84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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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果乐士社交平台官方账户运营管理规划方案
-147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鹏华基金年度新媒体营销方案-148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统帅年度自媒体双微运维方案-7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下半年海尔冰箱微信公众号运营方案-97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微信社会经历影响力研究.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年合生元素加奶粉微信传播方案-3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某物业公司年会策划案-5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美肤宝 新媒体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雪津杯 大学生篮球赛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英菲尼迪官方微信传播方案-1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新浪策划方案-4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
2016SWM 斯威汽车 X71.5T 媒体试驾会执行方案-13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安踏集团年会活动策划方案-5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年 700BIKE 新品发布会活动执行方案-6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卡萨帝家庭马拉松 贵州兴义站执行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年 e 代驾战略发布会策划方案-12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中兴 AXON 天机 MAX 手机发布会策划方案-75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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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中国体育产业峰会整体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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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长安欧尚南京千人交车盛典-执行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首届淘宝造物节活动整体设计及管理运营建议书
-172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京东集团年会策划方案-131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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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耳智 库- 白金 会员】 2016 梅赛 德 斯 奔 驰 北 区 SUV 全 系 试 驾 体 验 会 方 案
-84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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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做个粗人）W 2015 年度西贝品牌策略破题沟通案 品
牌战略.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南都 20 周年大型活动设计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年耐世特中国年会策划提案-67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一汽奔腾试驾体验营西安站执行方案-7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首届淘宝造物节设计方案-T 区-5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蓝标-拯救者魔兽之夜执行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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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年 700BIKE 新品发布会活动执行方案-63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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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运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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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饭馆』品牌筹资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C KAPPA 电商营销.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
【京东数据研究院】京东中国品牌成长报告.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京东华中区年度社会化营销提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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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京东面经第一篇.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品牌年轻化-国美零售 2017 年品牌策略方案 V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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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途安 L 电商方案 11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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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3 平安银行手机银行 2.0 互联网推广方案-22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亚马逊中国年度产品线规划方案 v2.0（86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3 金立 ELIFE 手机互联网传播规划-50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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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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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杜蕾斯 借势营销经典海报.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硕诺科技 数字营销方案（Guru Onlin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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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年互联网女皇报告英文完整版-355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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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乐视视频 人气男神活动复盘报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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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卡萨帝家庭马拉松 互联网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老板电器米兰世博会传播执行方案-65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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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方太厨具 整合促销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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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乐檬 年度传播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卡萨帝+《十二道锋味》台网联动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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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拯救者×魔兽电影 整合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拯救者×魔兽之夜 执行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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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统帅年度自媒体双微运维方案-7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统帅家博会公关传播方案-68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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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百威 圣诞树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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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德青源未来农场 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蒙牛纯甄-《全员加速中》互联网整合传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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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康师傅面群食品安全公关传播方案细化-43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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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爱瑞嘉口碑推广方案（好孕妈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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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果乐士社交平台官方账户运营管理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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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国窖 1573 品鉴活动总结.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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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2017 雀巢 NPP 传播策略计划方案-74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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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康师傅优悦水公关传播方案-32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蒙牛常温液体奶新养道品牌策略规划-66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安利年会活动策划接待方案-15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年 999 皮炎平家族 Q2Q3 网络传播方案-131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上海家化家安空调消毒剂公关传播方案-83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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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crayola 双十一复盘报告.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他能量校园 3 人篮球赛 整合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娇兰 新媒体营销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他能量校园 3 人篮球赛 线上推广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欧莱雅 微博运营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资生堂新艳阳防晒乳 新媒体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丝芙兰 家庭日活动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美肤宝 新媒体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Pandora 圣诞季品牌传播创意方案 .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华泰汽车网络公关传播方案（新好耶）.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英菲尼迪敢爱悠享之旅-执行案（最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北京奔驰 十周年庆典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北汽幻速 年度公关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奥迪 Q7 上市微信 H5 互动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广汽丰田×有道词典 “趣味翻译送祝福”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奥飞 事件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易车网】吉利全国区域合作年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一汽-大众奥迪 Q7 经销商晚宴及试驾活动.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宝骏 E100 圣诞活动总结.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易车网】纳智捷度合作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大众途观 网络推广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上汽通用汽车纯正配件 品牌年度推广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汽车之家介绍.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汽车金融大客户经销商年会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北汽新能源数字营销项目方案（卓众文化传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 A9 公关传播策划案（众为）.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滴滴出行春节营销复盘报告文件.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开新二手车公关方案（奥美）.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7 年 一 汽 丰 田 品 牌 传 播 方 案 - 道 原 广 告 提 案 版

-Final-CN.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数字营销行动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凯迪拉克 XT5 公关传播方案(1).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凯迪拉克 XT5 公关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奇瑞汽车数字营销平台规划方案（欧唯特）.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途安 L 公关事件营销方案（万锦公关）.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吉利汽车 搜索推广策略.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7 奥 迪 服 务 微 博 微 信 运 维 方 案_ 北 京 腾 信 创 新
_20170314.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开新二手车品牌整合传播方案（108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瑞虎 7 运动版 2017 年传播方案 2.23.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马自达阿特兹 2016 年度整合传播.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C Q50L 产品营销策略及创意.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奥迪 Q7 媒介互动营销推广方案（53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奥美-红旗服务品牌 2+3(2015-2019)发展规划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北汽新能源 EU260 上市整合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全新 BMW SUV X1 新品亮相-2016 发布会.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北汽产投-安鹏 5 号（滴滴打车上市）简版资料.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长安铃⽊ Vitara 传播策略方案（76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北汽新能源 EX200 上市传播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大众甲壳虫广告：历久弥新.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东风标致慈善夜活动执行手册.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3 华为荣耀品牌传播方案-1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东风风度品牌建设媒体沟通会-FINAL.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东风标致慈善夜活动执行提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东风风度首款 SUV 亮相发布会高层执行手册-FINAL.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一汽丰田-区域营销及项目管理服务专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福田汽车商务年会活动策划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陆风 X7 新品上市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案（86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路虎揽胜运动版 2016 里约奥运会合作推广方案（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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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优信二手车 2016 年数字营销推广传播方案（134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一汽解放+品牌互联网营销方案（100 页）.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乐檬 K3 Note 上市暨乐檬品牌发布整合方案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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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郑州日产-2015-2016 年度公关提案 final.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知豆电动汽车培训教材-产品及服务.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TCL 么么哒 3s 手机互联网传播方案-147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3 金立 ELIFE 手机互联网传播规划-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乐檬手机京东 618 活动推广提案-19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联想 Moto 手机数字营销规划-103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中兴 AXON 天机 MAX 手机发布会策划方案-75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荣耀新媒体营销方案 - by 环时互动 0417.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华为荣耀+上市传播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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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蒙牛纯甄-《全员加速中》互联网整合传播方案
-79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 C3-XR 新媒体传播方案-陌陌.pdf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5 美 拍 哈 哈 哈 哈 拍 social 传 播 方 案 - 时 趣 互 动
-50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滴滴快车 跨年免单狂欢策划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滴滴快车×二更 品牌推广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拯救者×魔兽电影 整合营销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东风雪铁龙新媒体传播方案-花椒.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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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冠益乳 牛到里约与冠菌同行 策略方向规划.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卡萨帝+《十二道锋味》台网联动方案.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KFC Trolls 圣诞季传播方案-34P.pdf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联想拯救者×魔兽之夜 执行方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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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24-招商证券-有色金属行业专题报告：盐湖提锂“鲶鱼”激活市场，关
注碳酸锂“新玩家”.pdf
20180824-广发证券-银行业：研究方法.pdf
20180824-太平洋证券-游戏行业专题报告之一：中美游戏市场概览.pdf
20180824-国泰君安-商业银行业基本面研究系列之二：资产质量分析框架，初
识、进阶与实战.pdf
20180823-海通证券-石油化工行业：丙烯，供需格局改善，PDH 趋势凸显.pdf
20180823-中信证券-“国产化”系列报告之二：ICT 大国的自主可控政策.pdf
中商产业研究院-2018 智能家居行业深度调研及前景预测研究报告-2018.8-31
页.pdf
商办地产 O2O 市场专题报告.pdf
互联网大潮下的中国房产市场分析 2017.pdf
华尔街日报-2018-09-11.pdf
上海银行-同业投资产品培训-2016.3-121 页.pdf
ArchSummit 北京-《APM 在云服务选型过程中的应用分析》-杨金全.pdf
应用性能管理（APM）_吴静涛_业务级运维利器.pdf
应用性能管理（APM）_吴静涛_业务级运维利器.pdf
应用性能管理（APM）_江赛_移动应用性能分析与总结.pdf
应用性能管理（APM）_江赛_移动应用性能分析与总结.pdf
云上运维专题_高驰涛_APM 与高性能架构.pdf
云上运维专题_高驰涛_APM 与高性能架构.pdf
性能魔方云应用性能管理（APM）解决方案 v2.pdf
性能魔方云应用性能管理（APM）解决方案 v2.pdf
听云应用性能管理（APM）＿全网访问速度优化＿黄良懿.pdf
听云应用性能管理（APM）＿全网访问速度优化＿黄良懿.pdf
教育领域的 WeWork+京东商城（共享教室+课程营销+综合服务）商业计划书.pdf
艾瑞-2018 年中国智能家居行业研究报告-2018.8-50 页.pdf
3 月新品培训课堂试卷.pdf
Training communication_CITY_2016_Mar_TVC.pdf
Training communication_Starwars_2015_Mar.pdf
Training communication_TVC_KN_2016_Mar.pdf
主视觉背景板画面.pdf
SH-20170223060_Duplo Leaflet 2017-V4.pdf
SH-20161228095 9003479-5841 2017 Friends March April Drive Period
_Hanging Standee_Front.pdf
SH-20170518009-FV Room-City-650x1020-V4-H.pdf
SH-20170606074 LDC Window Decal-Generic-Front.pdf
SH-20170518009-FV Room-Friends-650x1020-V4-H.pdf
SH-20170427011-IP carnival_Giant Showcase 2.pdf
SH-20170427011I_ IP carnival_ Standee_V2.pdf

SH-20170518009-FV Room-Duplo-650x1020-V4-H.pdf
SH-20170815006_Name Card Ninjago Movie_70614_V4_HIGH.pdf
SH-20170815006_Name Card Ninjago Movie_70612_V4_HIGH.pdf
SH-20170427011_shelf talker_V2.pdf
SH-20170815006_Name Card Ninjago Movie_70615_V4_HIGH.pdf
2016 1HY LEGO Merchandising guideline.pdf
2016 DS and KLS new and upgrade strategic.pdf
SH-20171023110_2018 New Year Campaign_Hanging Flag_Land lordV1_High.pdf
SH-20171023110_9003556
1151
landlord
Resource_CN-Mall
Banner_V2_High.pdf
乐高集团声明-关于产地为中国嘉兴的标签说明.pdf
SH-20171023110_9003556
1151
landlord
Resource_CN_Light
Box_V1_High.pdf
9003556 1151 INSTORE_A4 Tent Card Kidsland_CN_V3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10864 CN_V3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10869 CN_V1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60174 CN_V1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41154 CN_V3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41340 CN_V3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70615 CN_V4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70643 CN_V4_High.pdf
9003556 1151 MISC Name Card 60173 CN_V3_High.pdf
拍
照
SH-20180323025_Children's
Day
2018_offsite_photo
standee_1800x1200_V2_High.pdf
kidsland
SH-20180315180_Children's
Day
2018_
Promotion
Tent
Card_Kidsland 台卡 _V2_High.pdf
____.pdf
SH-20180315180 Children's Day 2018_2nd Display_v1.pdf
__-____.pdf
SH-20180323052_Children's Day 2018_LCS_LCS tentcard_V4.pdf
SH-20180611125_CITY 2HY18 DPC_Instore_GSC Top_FA_V1_City_High.pdf
SH-20180611125_Friends
2HY18
DPC_Instore_GSC
Top_FA_V4_Friends_High.pdf
SH-20180611125_Friends 2HY18 DPC_Instore_GSC Top_Shared_FA_V4_High.pdf
朝北大悦城乐高橱窗 制作说明材质 0401.pdf
5-6
月
活
动
SH-20170331069_LCS
newsletter_May_LCS
newsletter_p2,3,6,7,8-1.4 (1).pdf
Shanghai LCS Hoarding.pdf
【凯明咨询】叠加时代的企业智库-马博分享.pdf
【凯明咨询】爱佑领导力人才发展项目分享-刘敬.pdf
【凯明咨询】玩转案例，杜绝组织经验浪费-李依伟 .pdf
【凯明咨询】移动互联时代的培训思考-熊俊斌.pdf
【凯明咨询】从做事情到建套路——案例推动组织经验体系化传承-鱼东海.pdf
【凯明咨询】打造混合式案例一体化学习项目-郭燕 pdf.pdf

【凯明咨询】基于实战的领导力发展（中国电信）-郑园.pdf
【凯明咨询】AI 时代,暖公司用知识赋能人才-卢学裕.pdf
【凯明咨询】通向智慧的殿堂—中国企业对世界智库的贡献-聂开锦.pdf
【凯明咨询】如何让领导力项目变简单-夏文峰.pdf
【凯明咨询】企业智库：案例工作模式助力企业培训体系建设-张文祥.pdf
【凯明咨询】AI 改变企业学习-王玥.pdf
【凯明咨询】全案例领导力体验课-yoyo.pdf
【凯明咨询】知识管理：拥抱剧变时代，服务知识员工-周伟.pdf
【凯明咨询】相信案例的力量：如何用案例助力企业发展（何宇佳女士 0621 分
享）.pdf
FA-Dell 贵州优特云为中小企业上云搭台-20160726.pdf
Brief-Cloud&Fog-final-web.pdf
Brief-Lenovo-联宝私有云方案.pdf
Brief-Dell zhangjiagang Health care Cloud-2015.pdf
FA-Dell 东阳教育局教育云方案-20150331.pdf
【凯明咨询】用引导的力量，驱动场景变革-Bill.pdf
FA-HP_3PAR_保险行业云计算存储方案_2015 年 6 月.pdf
FA-Dell 中企通信云数据中心服务评测_201601.pdf
FA-Dell 张家港卫生局区域医疗云 l-201510.pdf
WP-Del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201710.pdf
WP-Dell-HPC-Final-Web.pdf
WP-HP 证券行业 Superdome-201509.pdf
WP-VMware 混合云-Web.pdf
WP-宏杉-创新驱动企业级云计算存储架构变革-CloudSAN-201603.pdf
WP-NetApp HCI-Web-201808.pdf
WP-VMware 混合云白皮书-Web.pdf
戴尔视频监控解决方案手册-Final-Web.pdf
WP-爱数-新一代数据管理平台助力数字化转型-智能数据管理平台-201605.pdf
WP-戴尔云战略及未来就绪企业云联盟解决方案_1207.pdf
案例-戴尔福耀玻璃-201711.pdf
案例-Dell-上海交大 HPC-2017.pdf
案例-H3C-新疆农信－20160803.pdf
案例-H3C-昆明人社-final.pdf
数字化医院 EDC 融合架构数据中心建设策略讲稿-北京天地超云-201801.pdf
郑州日产研发数字化工作历程资料_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科长_乔
良.pdf
普元阿米加-助力企业数字化经营.pdf
数字化创新时代实体渠道的新机遇和新发展-20180108.pdf
06-07 胡春雁 SAP 新一代财务管理功能介绍&可发展的共享服务体系建立与运
营 .pdf
SAP 中国装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pdf
04-张孟青-安徽合力：合力数字化转型案例分享 .pdf
08-王盛焱 房地产项目全周期业务解决方案与案例分享 .pdf
今日头条微头条内容生态.pdf

家具二维码物联网解决方案.pdf
20180825-长江证券-黄山旅游-600054-客流下滑及房地产剥离拖累扣非净利，
静待“一山一水一村一窟”战略推行.pdf
中金-债市宝典之信用篇 2018 版-180907-132 页.pdf
银行全面风险评析报告-中经瑞研-2018.09-113 页.pdf
汇丰-410 页全球 Alpha 策略手册（第 7 版）-2018.09.pdf
电子行业产业链投资全景图-20180911-天风证券-102 页.pdf
2018 天猫酒水线上消费数据报告-CBNData&天猫-2018.09-47 页.pdf
2017 年最后一公里的发展趋势-运联研究院-2018.09-34 页.pdf
2017 年最后一公里的发展趋势-运联研究院-2018.09-34 页.pdf
电子行业产业链投资全景图-20180911-天风证券-102 页.pdf
2018 天猫酒水线上消费数据报告-CBNData&天猫-2018.09-47 页.pdf
汇丰-410 页全球 Alpha 策略手册（第 7 版）-2018.09.pdf
银行全面风险评析报告-中经瑞研-2018.09-113 页.pdf
中金-债市宝典之信用篇 2018 版-180907-132 页.pdf
欣燕都 2.0 应用识别系统 B180308zhuan.pdf
迅时 OM－经济型酒店融合语音解决方案.pdf
成都希尔顿酒店数字营销方案.pdf
酒店安保及门控 整体解决方案_20180716.pdf
【火星文化】浪漫海岸度假村酒店抖音企业号运营方案 0731.pdf
日历-SH-20170309024_LCS Material_Standee Poster Apr_V3_low.pdf
21309_plano_V39_LA_Low.pdf
2017 2HY June hand shake materials LI.pdf
9002844-7393_Backdrop_1800.pdf
9002844-7393_Platform_1800.pdf
Ninjago_instore_CN_Window_display_Backcard_1800w.pdf
Ninjago_instore_CN_Window_display_Front_platform_1800w.pdf
立牌 SH-20170920103_2017 X'mas Campaign_Entrance Standee_2_V4_HIGH.pdf
吊旗 SH0920103_Hanging Flag_v2_High.pdf
圣诞背景板 KV-1.4_High.pdf
圣 诞 礼 盒
SH-20170920103_2017
X'mas
Campaign_GWP_Gift
Pack_P001075LEG_V4_1.4_High.pdf
SH-20170928092_2017 X'mas Campaign_II_Name Card-41324-High.pdf
SH-20170928092_2017 X'mas Campaign_II_Name Card-60141-High.pdf
SH-20170928092_2017 X'mas Campaign_II_Name Card-70615-High.pdf
密码：1234 出血：3mm，黑线虚线为裁切线 SH-20161110048 NameCard Dec.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41313.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41311.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41314.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70351.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70352.pdf
SH-20170124408-Lucky Name card-70362.pdf
SH-20170411077-POP ┤┘╧·╠¿┐¿╔Φ╝╞_A4_V2.pdf
2017.5 铭牌 SH-20170405039-Children Day Name Card 铭牌.pdf

SH-20170224028_ 9003336-5401_Children's Day 2017_ Tent Card A4.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10841.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70627.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41317.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60167.pdf
SH-20170411077-POP 促销台卡设计 A4_V2.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70357(1).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10841.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60167.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70627.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41317.pdf
SH-20170509192_ Name card redesign_70357(1).pdf
SH-20170427011-IP carnival_Giant Showcase 2.pdf
SH-20170427011_shelf talker_V2.pdf
SH-20170606074 LDC Window Decal-Generic-Front.pdf
SH-20170223060_Duplo Leaflet 2017-V3-low.pdf
SH-20170831113_Clearance_Kidsland_V1_High.pdf
SH-20170727008 Duplo Web KV_v3_Low.pdf
LEGO 2018 Jan Novelty - kidsland20171212.pdf
SH-20171023110_9003556
1151
landlord
Resource_CN-Mall
Banner_V2_High.pdf
SH-20171023110_9003556
1151
landlord
Resource_CN_Light
Box_V1_High.pdf
附件 2-2018 年新品压卡（USP）设计.pdf
第一轮清货 POP 高清.pdf
附件 4-2018 年新品压卡（USP）.pdf
SH-20180323025_ Offsite_Navigation Bar_816x196_V2_High(1).pdf
SH-20180323025_Children's
Day
2018_offsite_
Play
Station_Ninjiago_V2_High.pdf
SH-20180323025_ Children's Day 2018_offsite_ Play Station_Navigation
Bar_Ninjiago_V1_High(1).pdf
SH-20180315180_ Children's Day 2018_KV_High.pdf
42072&42073 合体拼搭说明书.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Technic_460x460_V1_High(1).pdf
SH-20180323025_Children's
Day
2018_offsite_
Play
Station_Ninjiago_V2_High.pdf
SH-20180323025_ Offsite_Navigation Bar_816x196_V2_High(1).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Friends_460x460_V1_High(1).pdf
促 销 台 卡 SH-20180709045_2HY CITY&Friends Campaign_Kidsland_Table
Card_FA_V3_High.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City_460x460_V1_HIGH(1).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Ninjago_460x460_V1_HIGH(1).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Disney_460x460_V1_High(1).pdf
SH-20180323025_ Children's Day 2018_offsite_ Play Station_Navigation
Bar_Ninjiago_V1_High(1).pdf
8.5 台卡.pdf
SH-20180323025 2018 Children Day_Offsite Duplo_460x460_V1_High(1).pdf
LEGO_LOGO 使用规范_2017.pdf
LEGO_产品 LOGO 变化标准规范.pdf
LEGO_色彩使用规范指导.pdf
2017.8 赛车总动员 SH-20170816068_ CARS Movie_ A4 POP.PDF
2017.5 荣耀徽章 通用版台卡.pdf
2017.5 铭牌 SH-20170405039-Children Day Name Card 铭牌.pdf
蝙蝠侠 票根减钱 SH-20170215068_BATMAN POP_Table Card.pdf
Hi 幼教大联盟，幼儿园 360 度无缝服务支持，园所专业化发展引擎.pdf
Hi 幼教大联盟服务手册 0825.pdf
Hi 幼教大联盟服务手册.pdf
双师课堂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 10 月 16 日【改】.pdf
Hi 幼教软文 0831.pdf
互联网 + 教育 = 更好的未来.pdf
智趣互联简介 170814.pdf
家长会-Hi 幼教.pdf
家长会-联帮.pdf
智趣在线教室项目介绍.pdf
双师课堂在幼儿园教学中的应用-0726.pdf
联帮在线国际班四维服务支持方案-170810.pdf
联帮在线幼儿思维导图公开课线下老师指导手册.pdf
GAC Motor_ Detroit Auto Show (NAIAS) Pitch Deck_FINAL(1).pdf
BC 平台 9-10 双月推广规划 0830(1).pdf
GS8 5-6 月传播计划 0427(1).pdf
广汽传祺品牌及 SUV+轿车年案&1、2 月规划(4)(1).pdf
2018YONEX 秋冬新品发布合作伙伴会议方案 V4-20180205.pdf
2018 年广汽传祺广告策划代理公司竞标资料-2018 年 1 月 12 日(1).pdf
广汽传祺 2018-2019 年广告策划代理项目择优竞价说明会资料 (1)(1).pdf
广汽传祺中东项目方案(1).pdf
4 顾德华《米微实操方法落地方案》课件.pdf
3 张震山《米微医疗级新风空气净化品产品介绍》课件.pdf
2 刘德勤《米微小分子净水器新品发布》课件.pdf
怡丽新品推广结案报告-麦肯.pdf
门店连锁无线精准营销解决方案.pdf
1 刘颜萍《米微公司发展历程》课件.pdf
【毕导】微信公众号刊例 2017.12new-ArH_studio.pdf
【Social】Olay 新品上市传播计划-1206－VSN2.pdf
2018 中国热泵展新品汇编.pdf
2018 年鸡光宝盒招商手册（加盟版）.pdf

附件 1《门店氛围布置标准》.pdf
烘焙连锁饼店营销之法！pdf.pdf
Session 2 “幸福南网”微平台介绍.pdf
Session 1&3 互联网+宣传 互联网传播手段发展.pdf
中石油广州培训 1102-刘蕾.pdf
文案转化策略.pdf
文案成稿四步法.pdf
内容生产与教育类社群运营经验.pdf
文案撰写套路.pdf
2017.9.20 新店推广周期流程.pdf
20180911-浙商证券-房地产行业房租专题报告：揭秘房租.pdf
20180911-方正证券-永新光学-603297-扎根光学精密制造，看好未来成长.pdf
20180911-天风证券-电子行业：产业链投资全景图.pdf
20180911-华创证券-食品饮料行业 2018 年四季度投资策略：白酒下半场~逻辑
与演变.pdf
20180911-华创证券-电力行业深度研究报告：以史鉴今，火电王者归来.pdf
20180911-中金公司-长久物流-603569-寻找稳定回报系列之一：汽车物流龙头
受益公路治超全面执行.pdf
20180911-中金公司-激光设备行业主题研究：激光系列研究之设备篇，激光加
工，星火燎原.pdf
20180910-银河证券-电力行业：六大电厂日耗数据回落，火电发电量增速恐下
降.pdf
20180910-财通证券-索通发展-603612-预焙阳极缺口打开，行业龙头蓄势待
发.pdf
20180910-申万宏源-计算机行业盈利周期性深度研究暨 2018 半年报回顾：盈利
改善似 2013 已确定，诸下游反转或高增.pdf
20180910-申万宏源-家电行业 2018 年半年报总结：上半年收入净利增速回落，
无碍龙头公司全年业绩达成.pdf
20180910-新时代证券-传媒行业版权系列深度报告之二：美国版权 200 年发展
启示录，拥有核心资产，抓住版权投资的黄金时代.pdf
20180910-广发证券-海澜之家-600398-纺织服装龙头公司复盘系列五：国民男
装品牌的登顶之路.pdf
20180910-广发证券-亿联网络-300628-云+端模式突破中小企业视频会议市
场.pdf
20180910-平安证券-京新药业-002020-深度研究：现有品种金矿仍待挖掘，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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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公共充电设施发展及布局规划.pdf
KAD_充电桩系统-技术方案 V1.00_180623.pdf
正大品牌比稿-1019 提案版.pptx
瑞博--西美金山湖策略提案.pptx
tissot 天梭 3 月超级粉丝日方案.pptx
微信公众号搜 yichajiuyou 送 14g 一方东港策略提案 0216.pptx
【汽车行业通案】旅游赋能汽车营销新价值-final-0710.pptx
V4 快看漫画 2018 年合作通案 0314(1).pptx
20171018 无锡朗诗 2B 地块营销.pptx
智能萌宠——继智能音箱后的，下一个 AI 风口项目 20180805.pptx
原力健业 2018-BP.pptx
云行商业计划书.pptx
知型工业商业计划&融资计划.pptx
新社交软件 BP[1].pptx
掌柜 BP 共享存包柜 20180710.pptx
选涂料网 V2.5.pptx
伟仕泰克合肥项目融资计划书[1].pptx
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清泰科.pptx
新社交软件 BP.pptx
伟仕泰克合肥项目融资计划书.pptx
圣思哲空气制水机 BP.pptx
山西晟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计划书.pptx
企划书 刘聪.pptx
歌者.pptx
江苏软讯科技融资计划书 2018.06.04(1).pptx
杭州逸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PPT.pptx

互联网服务整合平台_商业计划书.pptx
Cadillac CT6 Communication Final 1218.pptx
4-让冷科技_感性起来.pptx
5-长安 CS 自在星空之旅第三季.pptx
2015.07.23【2015 东风雪铁龙公关招标】BZ3.pptx
2015 年东风日产逍客、奇骏公关传播建议书_中文.pptx
2-我们卖的不是传播，是创意.pptx
2015 款红旗 H7 上市公关传播规划（整合版）_0709.pptx
2016 年 CAP2 整体传播方案（打合精简）－宣亚_0111.pptx
11.【简介-品牌升级】20130325-东风标致品牌传播指导手册.pptx.ppt
06. 2016 福特福克斯公关传播_宣亚（打印中英文版）.pptx
2018 年林肯美国之旅执行策划案（0406）.pptx
05. 2016 福特福睿斯公关传播_宣亚（打印中英文版）.pptx
【广州站领导致辞材料】广汽新能源 GE3 530 区域上市领导致辞材料.pptx
【瀚海博联呈报】百度手机输入法游戏键盘发版新媒体营销方案(1)(1)的副
本.pptx
03. 2016 福特金牛座公关传播_宣亚（打印中英文版）.pptx
0616【际恒呈送】2017 年宏碁中国新品发布会&经销商大会 - 170616.pptx
20180417-比亚迪-元盖世音雄.pptx
2DU 预热期传播素材创意提报-180319.pptx
N 品牌公关传播建议书-0801.pptx
凯迪拉克全新 CT6 上市预热期公关传播方案.pptx
凯迪拉克 2016 年年度公关传播建议_160422.pptx
JLR Retainer PR Communication Plan-Trustwin-CN-V3.pptx
Jaguar Brand Campaign.pptx
比亚迪元 2016 年公关传播方案-0118_压缩版.pptx
CAP3 公关传播规划-整合版-0601-1.pptx
Dealer Communication.pptx
护肤化妆品牌花瑶花 2017 年度品牌定位传播案.pptx
2017 碧桂园接待中心开放活动方案.pptx
20180119-年会-2017 年百事集团年会活动创意方案.pptx
凯迪拉克 2015 年度公关传播总结.pptx
经销商传播.pptx
经销商传播.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火影忍者 OL 开放测试公关传播竞标方案-62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 2 月传播-1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传播规划(暨乐檬 1-2 月推广计
划)-电通电众-3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i 邦银行年度整合营销传播方案-5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有利网旅行主题活动传播方案-17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百安居年度传播规划方案-宣亚-89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鄂尔多斯春夏新品传播方案-2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优点广告-麓湖琥珀瀛洲视觉传播案最终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康师傅辣味英雄传 2 传播方案-暴风 20151218.pptx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立 白 】 立 白 超 威 贝 贝 健 2017 公 关 传 播 执 行 方 案
-20170223.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17 小米应用商店年度品牌公关传播创意提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 2 月传播-1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传播规划(暨乐檬 1-2 月推广计
划)-电通电众-3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腾讯视频 Q3 品牌汇报 v3.0-15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Airbnb2017 国际短租平台品牌传播活动方案-中英
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品牌年轻化-国美零售 2017 年品牌策略方案 V11.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汽车类-2017 年电动汽车驱动未来-XPT 品牌传播策略方
案-有网红直播.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奥美-嘀嗒拼车 Social 推广方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 金龙鱼 2016 春节社会化传播互动方案-电传互动【压
缩】.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中兴通讯-社会化媒体方案-48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康师傅方便面金汤系列 Social 传播 1103 v.2.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金刚 2017 全年社会化营销项目提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慕思 V6 微信整合营销方案-59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百雀羚数字媒介第二轮沟通方案-2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长安铃木微信新号传播规划方案-19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中兴通讯-社会化媒体方案-48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豪客来牛排创意比稿包装方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YOYI 电商解决方案-海尔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品牌年轻化-国美零售 2017 年品牌策略方案 V11.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精英会-顺丰优选荔枝战役互动案-顺丰优选荔枝战役互
动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Airbnb2017 国际短租平台品牌传播活动方案-中英
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国美商城 2015 年度营销传播规划方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麦当劳全席 PPT_FINAL.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百安居年度传播规划方案-宣亚-89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有利网旅行主题活动传播方案-17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17 小米应用商店年度品牌公关传播创意提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腾讯视频 Q3 品牌汇报 v3.0-15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腾讯视频“好时光一起燃”项目书-2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海尔冰箱双十一电商策略-34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慕思 V6 微信整合营销方案-59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康师傅打卤面整合传播案--ET-20160511.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舒客 2016 年传播方案-1228.pptx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立 白 】 立 白 超 威 贝 贝 健 2017 公 关 传 播 执 行 方 案
-20170223.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经销商年会策划方案_1217.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 金龙鱼 2016 春节社会化传播互动方案-电传互动【压

缩】.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清扬 Crystal 线下活动方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康师傅方便面金汤系列 Social 传播 1103 v.2.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阿芙•精油双十一推广活动策划方案-43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康师傅辣味英雄传 2 传播方案-暴风 20151218.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百雀羚数字媒介第二轮沟通方案-2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百雀羚搜索营销方案-易咨电-6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鄂尔多斯春夏新品传播方案-2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兰夜间紧致睡眠面膜推广方案-25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北京奔驰春季经营管理团队沟通会策划方案
20170205V3..0.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汽车类-2017 年电动汽车驱动未来-XPT 品牌传播策略方
案-有网红直播.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7 别克公关传播方案-20170118.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奥美-嘀嗒拼车 Social 推广方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金刚 2017 全年社会化营销项目提案.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大众进口汽车 up 案例 .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Moto 双十一促销 ZOL 推广方案-22P.pptx
【 九 耳 智 库 - 白 金 会 员 】 2015 联 想 手 机 乐 檬 K3 上 市 推 广 1 月 份 投 放 方 案
-ZOL-17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 K3 上市推广-手机中国-26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 2 月传播-1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联想手机乐檬品牌传播规划(暨乐檬 1-2 月推广计
划)-电通电众-31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荣耀娱乐营销年度整合方案-6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中兴通讯-社会化媒体方案-48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BIGBANG 代言《全民超神》传播总结-16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5 卡牌手游《战歌》传播推广方案-40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4 火影忍者 OL 开放测试公关传播竞标方案-62P.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2016 周星驰电影《美人鱼》汽车行业招商方案-52P.pptx
中国量产车性能大赛方案——东风本田 2.pptx
【九耳智库-白金会员】DNF IP 化公关策略-20P.pptx
九耳智库 2017.10.24 广州 4A 金燕达观-广州保利同济路提报.pptx
万达公馆中秋答谢会 0904.pptx
智慧办公解决方案-0222.pptx
刀刀狗.pptx
吉利远景 S1 区域上市及大型团购会执行方案.pptx
东风标致 2016 招标案 1220.pptx
2016 高校信息化创新与发展研讨会-晚宴策划案-526.pptx
2017 地产行业晚宴策划案 （昆明）.pptx
3.【李一秀总-ppt】北汽新能源第 20 万辆纯电动汽车下线暨 EX360 上市仪式讲
话稿 0326-最终版.pptx
0927 武汉企业合作伙伴会议晚宴策划案.pptx
2016 年 RCNA 培训晚宴策划案.pptx

岱山晚宴策划案 1205.pptx
2018 联通物联网项目策划方案_LRK_20180311_V3.1.pptx
4 月 27 日锐捷南天晚宴策划案.pptx
陕西地市百城巡展晚宴策划案 0625.pptx
区域车展反馈报告.pptx
2016 年年会晚宴策划案.pptx
2016 高校信息化创新与发展研讨会-晚宴策划案.pptx
2016 年企业网年会晚宴策划案 20160109.pptx
检察院 CIO 班晚宴策划案 0531.pptx
陕西地市百城巡展晚宴策划案 0625(1).pptx
All New Lavida plus 华北区域价格策略.pptx
工业物联网雲平台 邊緣計算解決方案.pptx
物联网技术研究所简化 0611.pptx
物联网传感器报告.pptx
华为、阿里巴巴的组织结构设计与优化.pptx
华为、腾讯、万科员工职业发展体系建设与实践.pptx
美团外卖 2016 年度 Social 传播方案-0221.pptx
米粒 VR 影院产品手册.pptx
飞翔影院推介方案 oo11.25.pptx
郁金香传媒摇影院产品营销方案_20151217.pptx
极光之恋泰和配合营销方案.pptx
3_(滴滴)高家升_[v2]open-falcon 在运维场景的应用和社区生态.pptx
阿里 HR&OD 体系精髓（超 30000HR 下载）.pptx
腾讯人力资源体系精髓@高绩效 HR 公众号.pptx
别告诉我你懂组织发展(1).pptx
组织发展与变革(1).pptx
人力资源集团管控.pptx
汽车方案 All New Lavida plus 华北区域价格策略.pptx
汽车方案 EX360 静态品鉴会执行方案-1C9U-Final.pptx
小红书 APP 分析.pptx
家长会一年级数学.pptx
杭州乐园智能 WIFI 方案.pptx
2018 CNY+麦当劳 “妖你团圆”新品试吃会+Playbook.pptx
技术助力内容创作_王盈 09012.pptx
UGC 的秘密-麟麟-14 期.pptx
UGC 的秘密-麟麟-14 期.pptx
新媒体的用户运营-张永芸-14 期.pptx
UGC 内容运营思维-张影 第 14 期.pptx
UGC 内容运营思维-张影 第 14 期.pptx
国企新媒体运营.pptx
新媒体发展-卢永春 20161130.pptx
新媒体的平台管理与内容生产.pptx
新媒体发展趋势及运营.pptx
互联网+时代能源企业讲述好故事 1201.pptx

突发事件信息管理和新闻写作(201611).pptx
视频短片创作.pptx
低油价下国际油公司战略动向分析_06.pptx
20161101 互联网+大数据下的企业门户网站发展之道（杨冰之）.pptx
2 互联网思维视域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石油版本)——唐凯.pptx
2016 年中国石油网综合评估工作方案解读.pptx
低油价下国际油公司战略动向分析（吴谋远）.pptx
新媒体的平台管理与内容生产（国资小新）.pptx
中国石油新媒体建设与运营（理念版 201611）.pptx
新媒体发展趋势（史哲）.pptx
胡冰.pptx
TOTO 新店开业网络宣传案例_20160104.pptx
新店 120 天计划.pptx
2018 全新福特福克斯超级快闪试驾店策划方案 0815mail.pptx
【凤凰网】凤凰网公益-2018 年行动者联盟通案.pptx
【益起来】公益战略规划及 2015 年度实施方案_by vivian(1).pptx
暴风摇滚公益招商合作方案.pptx
心灯公益方案第二轮.pptx
太阳能 LED 台灯公益方案 v1.2.pptx
湖北戒毒所一期情况.pptx
NGO2.0 中文简介-2017.pptx
志愿者绿洲行动—拯救民勤 x.pptx
灵析：能筹款的联系人管理工具.pptx
沙漠植树现场需求.pptx
拯救民勤规模化沙漠植树.pptx
公益组织的新媒体传播策略.pptx
故事营销.pptx
天喻教育创客教室解决方案 0628.pptx
8 月 17 日漫溢-可乐 daydayup 七夕活动策划 V1.pptx
0730-Kindle 天猫欢聚日-快闪店执行方案-VF.pptx
69_(范红丽)_青岛尚升科技-智慧路灯远程监控项目 PPT.pptx
国内用药助手类 APP 竞品分析.pptx
九和堂养老 PPT.pptx
20171201DMP 技术交流.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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