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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北京】华为 Nova Social 营销策划案‐98P‐20160726.pptx
【WinPR】2018 上半年悠莱口碑传播规划‐20180224‐37P.pptx
【电通 iProspect】iColor 2017 搜索营销方案‐20170116‐66P.pptx
【博士伦】博士伦全年 digital 提案‐20150709‐47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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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互动】陌陌社交网络传播方案_SLAB_20140721_63P.pptx
【胜加 SGAD】我乐橱柜互动营销秋冬战役提报‐20160914‐49P.pptx
【阳狮】腾讯 2016Q2 季度总结‐20160708‐116P.pptx
【狮子王音乐剧】迪士尼狮子王内容规划方案‐78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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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趣】海飞丝 2017 内容营销方案‐24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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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木传盛】 光明随心订 2017 年度传播策略‐48P‐20170217.pptx
【蓝标】企鹅派对跑公关传播方案‐20170301‐44P.pptx
【时空视点】公牛新国标比稿方案‐201610‐51P.pptx
【新旗互动】途牛只要心中有沙到哪都是马尔代夫病毒营销案例分享‐16P.pptx
【宣亚】2015 年海南航空服务项目总结‐20160104‐71P.pptx
【VML】2017 土豆视频 Launch Campaign‐20170228‐116P.pptx
【安索帕】Isobar_华为 Manhattan_CommStrategy_20160826v3_77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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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小米 2017 年京东年度合作方案‐47P‐20170118.pptx
【新美大】良品铺子新美大营销推广方案‐30P.pptx
【Hylink 华扬联众】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 2016 年合作互动营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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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HUAWEI WATCH 2 戈 12 挑战赛跨界赛事合作总结‐60P‐20170612.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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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鲲鹏】车享网娱乐营销建议‐51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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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亚】PPTV《小葱秀》 传播方案‐40P‐20161224.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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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狐】长隆 6.1 传播活动沟通方案‐20160516‐27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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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意互动】杜比欧洲杯之夜传播方案‐50P‐20160627.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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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沃阿波斯集团业务战略规划及市场业务战略计划 v7.0.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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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阿波斯拖拉机业务战略 v2.5.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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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沃阿波斯集团业务战略规划及市场业务战略计划 V7.0.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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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9U20180104‐波司登年度整合营销推广策略方案.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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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9U20180109‐海尔 2016 年比稿创意.pptx
1C9U20180110‐冠益乳 2017 整合传播规划.pptx
1C9U20180112‐上海家化春季发布会活动方案.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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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公关】2016i 邦银行年度整合营销传播方案‐50P.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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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首批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案例经验分析(品牌旅游规划公司内部总结).pdf
2018‐创新农业综合开发模式——田园综合体专题.pdf
2018‐5 分钟读懂 2018 年田园综合体申报.pdf
2017‐田园综合体的运营、投融资模式及产业模式.pdf
2017‐田园综合体的全程操盘内容节点.pdf
2017‐“田园综合体”模式最全方位解析.pdf
武汉鲁能孝感美丽乡村策划定位及概念规划 （终稿）‐东方园林‐201711.pdf
长兴归园田居概念性规划文本‐奇创.pdf
仪征市月塘镇石庄村特色田园乡村规划‐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
‐201707.pdf
高碑店四时田园康养小镇概念规划‐北京壹度‐201704.pdf
蔡甸“知音汇”都市田园综合体总体规划‐武汉规划研究院‐2017.pdf
【180china】美团外卖 2017‐2018 年度传播方案‐109P‐20170905.pdf

【AMBER 琥珀传播】蘑菇街 2015 年季度传播方案‐20150617‐76P.pdf
【BFD 蓝标】奥飞动漫推广畅想‐150P‐20150922.pdf
【Cheil】INFINITI QX30 敢恨敢爱 campaign‐26P.pdf
【DDB】一花一木年度传播方案‐99P.pdf
【Havas】支付宝集五福传播全案‐142P‐20161205.pdf
【FF 佛海佛瑞】vivo Xplay6 暑期传播方案‐20170427‐133P.pdf
【DDB】隆基年度传播策略和创意提案‐20170220‐90P.pdf
【JWT】INTIME‐ 西有全球好店‐智威汤逊北京‐final‐160129‐141P.pdf
【JWT】Doritos Spider‐Man Campaign‐23P.pdf
【JWT】六神洗发水年度比稿提案‐20171107‐134P.pdf
【MAXUS】Beats 比稿方案‐20170412‐142P.pdf
【安踏】Sprandi 年度整合营销方案‐108P.pdf
【linksus 灵思】美的熊形象推广方案_20170911_64P.pdf
【KARMA】2016CCTV 春晚公益广告创意方案‐23P.pdf
【Nurun】LOreal_Paris_Nurun _Hair_Care_Proposal Final_76P.pdf
【ONENINE】UR 十周年及全年传播方案‐101P‐20160527.pdf
【PWC 普华永道】长沙银行三年战略规划咨询项第二阶段‐38P‐201509.pdf
【PWC 普华永道】长沙银行三年战略规划咨询项第三阶段‐30P‐201509.pdf
【SAATCHI 盛世长城】UIN 品牌 2017 下半年传播思考‐27P‐201705.pdf
【Verawom】NewBalance 15Q3 996 Campaign Proposal_55P.pdf
【爱德曼公关】爱尔康 VC 整合营销方案‐59P‐20161110.pdf
【奥美】FamilyMart 全家 2016 品牌传播方案‐20151216‐103P.pdf
【奥美公关】瑞思英语十周年整合营销方案‐52P‐20160708.pdf
【北京广告】海尔中国区整合营销策略和创意方案‐82P‐201701.pdf
【大众】一汽大众 25 周年品牌传播规划‐20160126‐146P.pdf
【伯乐营销】冯小刚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营销方案‐118P.pdf
【电通】红旗品牌广告代理项目提案‐192P‐20170213.pdf
【华扬联众】良品铺子 2017 年节点营销方案‐20170228‐95P.pdf
【灵狮】2015 手机淘宝年代创意策略‐150P.pdf
【熊超】闲鱼 520 拍卖节整合营销传播项目总结‐熊超 Jody Xiong.pdf
【熙悦品牌】2016 广州万达城整合传播方案‐139P.pdf
【Meetsocial】Vivo 2018 海外社交媒体营销方案‐61P‐20170901.pdf
【CIG 新意互动】东风风神 2017 年数字营销策略及媒介代理投标方案
‐201705‐268P.pdf
【IMS】特步 2017Q2 跑步品类数字营销方案‐93P‐20170316.pdf
【ARKA 氩氪互动】2017 王者荣耀 weibo 规划方案‐67P‐20170120.pdf
【Honeybee】维他菊花茶数字营销方案‐66P‐20170124.pdf
【JWT】荣耀星球 Digital‐17P.pdf
【LINKSUS 灵思】ONLY social 营销规划案‐20170227‐73P.pdf
【PWC 普华永道】太平洋保险交互设计方案‐129P‐20170212.pdf
【oookini】京东 618 社会化营销方案 ‐94P .pdf
【NimDigital 网迈】奥利奥 2016 社会化营销方案‐40P.pdf
【Prada】Prada March Social Content Report‐48P.pdf
【RGA】OLD NAVY 中国社交媒体营销策略‐20160713‐35P.pdf

【SEM】百雀羚百度营销推广建议‐49P‐20160126.pdf
【SANDISK】Sandisk FY16 social proposal‐20151119‐71P.pdf
【TFT】碧生源线上传播方案‐122P.pdf
【W】Timberland 2016 社交媒体传播方案‐20160815‐49P.pdf
【飞书互动】国航海外社交营销年度提案 by 飞书互动‐56P‐20160811.pdf
【饿了么】饿了么冬季 campaign 传播方案‐25P‐20170920.pdf
【饿了么】饿了么冬季 campaign 传播方案‐25P‐20170920.pdf
【蜂群传媒】金龙鱼中国美食申遗 2016 春节传播方案‐20151117‐102P.pdf
【好耶】比亚迪 BYD 集团官网改版方案_好耶集团 final20161110_121P.pdf
【省广赛铂】2017 年伊利金典年度数字营销方案‐77P.pdf
【欧赛斯】孩子王品牌内容营销策划方案‐71P‐20160801.pdf
【秋山问道】卡萨帝 F+设计师社群营销方案‐82P‐201803.pdf
【秋山问道】卡萨帝 F+设计师社群营销方案‐82P‐201803.pdf
【每日品牌】蓝妹微信传播策略方案&公司介绍‐81P‐20170413.pdf
【万能创想】雀巢力多精 2017 年数字传播方案‐北京万能创想‐87P.pdf
【天与空】西门子洗碗机‐我不想洗碗 social campaign 2014 最棒的品牌社会化营
销案例‐72P.pdf
【沃尔沃】S90LWB Celebrity campaing Digital Plan_all_20170121‐13P.pdf
【熊猫传媒】腾讯企点内容营销策略方案‐29P‐20170328.pdf
【意类】网易云音乐明星电台提案‐14P.pdf
【BBH】百事春节营销策略 Communication Strategy‐30P.pdf
【cheil 杰尔广告】今麦郎冰糖雪梨包装设计提案‐21P‐20160317 .pdf
【DENTSU 电通】Pepsi 品牌策略和创意案‐20161102‐119P.pdf
【interbrand】阳光保险品牌品牌定位和内涵‐50P‐201508.pdf
【MetaThink 根元咨询】旭辉集团品牌规划项目‐PH1 机会分析提案文件
‐20151210‐98P.pdf
【MetaThink 根元咨询】旭辉集团品牌建设内涵深化报告‐20151223‐73P.pdf
【Publics 阳狮】奇瑞品牌策略方案‐165P‐20150726.pdf
【W+K】菲亚特品牌策略_81P.pdf
【W+K】陌陌品牌策略探讨‐59P‐20131125.pdf
【W】2016 年墨迹天气年度品牌传播概念探讨‐31P‐20160606.pdf
【W】New Balance 致匠心 2 沟通策略案 by W.pdf
【W】豆瓣十周年品牌策略创意提案‐22P.pdf
【奥美娱乐】万达院线品牌策略 final‐136P.pdf
【乐虎】乐虎品牌传播规划方案‐92P‐20160616.pdf
【乐视】2017 乐视品牌提升策略规划‐20170327‐34P.pdf
【联想】ThinkLife Brand strategy‐44P‐20150907.pdf
【麦肯光明】吉事果品牌策略方案 ‐112P‐20151105.pdf
【欧赛斯】华夏幸福航空品牌战略规划策划探讨‐160P.pdf
【尼尔森】Nielsen‐卡萨帝品牌策略研究报告‐20140822‐43P.pdf
【戎马广告】奔驰新威霆定位策略 by 戎马广告‐20150712‐33P.pdf
【易到】易到品牌视觉识别管理手册‐20170324‐101P.pdf
【腾讯】腾讯企点品牌书‐36P‐201602.pdf
【MAX digital】爱特众创 ASIA BEAT 品牌公关创意案‐47P.pdf

【BlueFocus】TSL 谢瑞麟 2017 年度公关策略与传播规划_20170518_61P.pdf
【MSL 明思力】惠金所 2017 传播方案_20161216MSL_56P.pdf
【orange 黄橙】滴滴快车品牌营销传播规划方案‐20160306‐57P.pdf
【奥美上海】Gap Annual PR Communication Proposal‐20170608‐137P.pdf
【linksus 灵思】SUGAR 2C 上市营销推广方案‐54P‐20150709.pdf
【蓝标】劳斯莱斯 2017 年汽车经销商危机公关培训‐36P‐201703.pdf
【蓝标】沃尔玛“1000 支长期更低价”传播方案‐20170628‐46P.pdf
【宣亚】比亚迪“电动未来”公关传播方案‐20170206‐39P .pdf
【伟达公关】美图公司财经公关服务方案‐20170112‐54P.pdf
【AQUA 绿水数字】斯凯奇 D'lites2 上市沟通方案‐72P‐20170819.pdf
【CC&E 喜邑互动】美的 Tritan 搅拌机创意视频提案‐20160503‐133P.pdf
【CC&E 喜邑互动】美的焖香电饭煲新品上市整合营销推广案‐20160502‐109P.pdf
【Hits】东方福来德开业整合营销方案‐20170928‐56P.pdf
【thinkool 】恬蜜光年上线传播策划案‐ 20160402‐41P.pdf
【爱德曼】西门子冰箱产品上市数字营销方案‐65P‐201610.pdf
【传祺】广汽传祺 GM8 新车上市发布‐171108‐78P.pdf
【奥美】 Neffos X1 上市传播方案‐44P‐20161018.pdf
【华与华】西贝白兰瓜产品上市推广策略‐29P‐20160624.pdf
【环时互动】叮当快药品牌及发布会传播方案‐20170721‐106P.pdf
【旭日因赛】陆风 X7 新品上市整合营销传播策略案‐86P.pdf
【宝洁】2018 宝洁 x 天猫超市年货节整合营销方案‐52P‐20180106.pdf
【飞扬】苏宁易购 818 发烧节全案策划‐86P‐20170605.pdf
【Sony】FY17 MDR‐1000X 促销 Campaign Plan‐20170509‐40P.pdf
【卡西欧】G‐shock 天猫超级品牌日方案‐20180211‐61P.pdf
【APAX】OPPO 年中活动方案执行方案‐20160429‐168P.pdf
【时趣互动】MOTO+乐檬+联想京东旗舰店运营策划案‐20150820‐124P.pdf
【网营】伊利 Pokemon 项目电商解决方案‐66P.pdf
【電通】伊利 xpokemon 比稿方案‐20161212‐79P.pdf
【HLD Events】腾讯 OMG 戛纳国际创意节新闻发布会活动报告‐20150130‐30P.pdf
【cheil】京东快闪体验店创意方案‐30P‐20151120.pdf
【Neway】2016 腾讯新闻腾讯直播战略发布会执行方案‐92P.pdf
【Geometry 劲迈经纬】2017 青岛啤酒线下推广方案‐20170112‐115P.pdf
【Geometry 劲迈经纬】2017 青岛啤酒线下推广方案‐20170112‐115P.pdf
【Ver20】荣耀 9 发布会方案‐20170604‐224P.pdf
【YOwall】2017 肯德基 3V3 篮球赛活动执行方案‐20171025‐40P.pdf
【海天网联 HighTeam】海尔品牌全球化发布会执行方案‐79P‐20170104.pdf
【蓝标】51Talk 无忧英语战略发布策划方案‐67P‐20150810.pdf
【太平鸟】PEACEBIRD 店面设计提案第四轮‐19P.pdf
【Baby Digital】诺优能 x 爸爸去哪儿 6 数字营销推广合作方案－
20180725‐44P.pdf
【OFO】 ofo x 小黄人事件营销方案‐14P‐2017062.pdf
【W】大众点评&Smart 联合推广项目创意案‐8P.pdf
【美团点评】乐凯撒&美团 2018 合作沟通方案‐37P.pdf
【网易云】网易云音乐&农夫山泉合作执行方案‐17P.pdf

【致趣】OLAY&网易云音乐合作推广方案‐31P‐20180612.pdf
【腾讯】枪战王者跨界合作企划‐58P‐201609.pdf
【网易云】可口可乐&网易云音乐跨界合作方案‐22P.pdf
【支付宝】支付宝春节品牌合作方案‐40P‐20151227.pdf
【泛亚宏智】碧生源品牌娱乐营销沟通方案‐134P.pdf
【JWT】苏菲口袋魔法 X 这就是街舞 传播方案‐20180228‐22P.pdf
【昆仑山】昆仑山矿泉水和《锋味江湖之决战食神》电影植入合作提案‐6P.pdf
【朗琴】我是直播歌手推广策略_34P_20160614.pdf
【灵狐科技】四季沐歌跑男整合营销方案‐116P‐20170323.pdf
【腾讯视频】2017 年腾讯视频重点内容招商手册‐114P.pdf
【腾讯视频】腾讯视频&湖南卫视《远大前程》招商方案‐16P‐20171025.pdf
【宣亚】PPTV《人民的名义》传播策划案‐宣亚‐56P‐20170228.pdf
【Cheil 杰尔广告】京东家电 815&101campaign 方案‐20160524‐111P.pdf
【KARMA】Pandora 圣诞季品牌传播创意方案‐31P.pdf
【HAVAS】Swarovski 2018 母亲节广告宣传方案‐17P.pdf
【JUXT】阿里云愚人节传播方案‐26P‐20160301.pdf
【VERAWORM】家化双十一社会化媒体营销方案‐37P‐20151015.pdf
【Veraworm】易果生鲜 618 Digital Campaign ‐34P.pdf
【京东】京东 618 手机通信推广全案‐20150409‐74P.pdf
【麦当劳】麦当劳 2016 奥运传播总结‐80P.pdf
【荣泰】2017 荣泰品牌新年推广计划‐45P.pdf
【世纪普纳】百度糯米 2016 父亲节事件营销汇报‐30P‐20160714.pdf
【第二季度】丰盛品牌战略项目成果交付‐11 个单项方案‐553P.pdf
【第三季度】丰盛品牌咨询项目成果交付‐31 个单项方案‐632P.pdf
【第一季度】丰盛品牌战略项目成果交付‐11 个单项方案‐517P.pdf
1C9U20180111‐宝骏 560 市场营销策略.pdf
1C9U20180116‐【东南卫视】《天籁之声》提案.pdf
1C9U20180118‐新田富锶矿泉水品牌形象方案.pdf
1C9U20180123‐金锣无淀粉品牌整合传播沟通方案.pdf
总统级 4A 方案目录.pdf
1C9U20180125‐宝洁新品上市中国区数字营销方案.pdf
1C9U20180129‐New Fabia 上市沟通策略及创意方案(final).pdf
1C9U20180312‐省广‐吉利大比稿整合版.pdf
1C9U20180323‐高夫必须去干洁面产品爆款打造专案.pdf
1C9U20180302‐奥美‐太库品牌建设企划案.pdf
1C9U20180306‐曼卡龙珠宝 2017 年品牌传播策略（线上）方案.pdf
1C9U20180308‐一汽丰田 2017 品牌日常公关规划方案.pdf
1C9U20180319‐2017 去哪儿网汽车行业营销通案.pdf
1C9U20180328‐华为荣耀 8 上市营销传播方案.pdf
1C9U20180329‐诛仙游戏发布会活动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329‐诛仙游戏发布会活动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329‐诛仙游戏发布会活动执行方案.pdf
1C9U20180330‐建材行业巴迪斯品牌优势传播方案.pdf
西贝莜面村最终提案 1C9U.COM.pdf

（发售稿）济南市济阳县北部四镇都市农业发展详细规划项目.pdf
2018 年 7 月 2 日星期一访谈_整理版.pdf
2018 年 7 月 6 日星期五访谈.pdf
病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问卷调查‐2.pdf
病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问卷调查‐1.pdf
迪英加访谈－任鹏（嘉兴市妇幼病理科主任）－7.5.pdf
旅游平台全年营销推广方案（长隆社交创意方案）final【时趣互动】.pdf
乌镇指数：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7——投融资篇.pdf
乌镇智库：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白皮书‐201704.pdf
乌镇智库：中国区块链产业发展白皮书‐201704%281%29(1).pdf
乌镇指数：2016 年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pdf
20171224‐天风证券‐中青旅‐600138‐深度研究：乌镇模式提供竞争壁垒，低估值
白马显成长价值 1C9U.pdf
20170728‐乌镇智库‐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7）框架篇.pdf
20131107‐中金公司‐中青旅‐600138‐古北赛乌镇,景区运营第一股.pdf
桐乡市乌镇省级旅游试验区概念性规划文本‐终稿‐（水印版）20140619.pdf
2018 数字媒体全渠道发展报告‐电通安吉斯 Carat(1).pdf
花生日记推广方法之学校地推.pdf
花生日记地推方案和推广技巧.pdf
15 校长访谈 30 天招生超 600 人，培训机构怎样将地推做到极致.pdf
2018 年全年度地推工作计划目录表.pdf
FiTOWN 商圈 地推面谈流程.pdf
[final]地推 2.0 使用手册.pdf
5 折酒店地推项目.pdf
铁网纵横—地推团队建设方案 0305.pdf
铁网纵横—地推团队建设方案(改)0310.pdf
第 11 节：附加，微商地推 o2o 案例分享.pdf
20181026‐西南证券‐公用事业行业：今冬天然气供需几何？“气荒”或可避免，
但紧平衡难免.pdf
20181026‐海通证券‐阳光城‐000671‐二十三年坚定前行，阳光未来值得期待.pdf
20181026‐海通证券‐周大生‐002867‐珠宝龙头锐意进取，渠道扩张空间仍广.pdf
20181026‐招商证券‐汇川技术‐300124‐收入维持较快增长，毛利率波动拖累业
绩.pdf
20181026‐招商证券‐正泰电器‐601877‐业绩超预期，低压电器引领增长.pdf
20181026‐广发证券‐房地产行业：土地市场降温，重点城成交热度下行.pdf
20181026‐广发证券‐博彩行业：澳门博彩盈利能力有支撑，年底有望迎来估值修
复.pdf
20181026‐川财证券‐新希望‐000876‐布局生猪养殖，农业企业价值初现.pdf
20181026‐太平洋证券‐再升科技‐603601‐半导体新装需求爆发，微玻纤龙头迎来
替代风口.pdf
20181026‐国盛证券‐锐科激光‐300747‐单季收入持续高增，盈利能力保持稳定.pdf
20181026‐光大证券‐长青股份‐002391‐淡季不淡，业绩持续超预期，未来成长可
期.pdf

20181026‐中金公司‐医疗保健行业：新版基药目录推出，基药扩容有望加大医保
覆盖面.pdf
20181026‐东北证券‐先河环保‐300137‐大气网格化市场爆发，高增长龙头迎来历
史机遇.pdf
20181025‐西南证券‐拓普集团‐601689‐业绩符合预期，费用增加影响盈利.pdf
20181025‐招商证券‐零售行业超市到家业务深度报告：超市到家，从存量中寻找
增量.pdf
20181025‐招商证券‐大华股份‐002236‐三季报业绩符合预期，研发投入助力“城
市之心”落地.pdf
20181025‐安信证券‐电子行业 5G 电子产业链深度之五：5G 手机射频前端天线，
增量需求分析.pdf
20181025‐天风证券‐潍柴动力‐000338‐国之重器，潍柴动力﹣掘金重卡预期差.pdf
20181025‐光大证券‐电力设备新能源行业跨市场新能源汽车行业观察之十一：
TeslaQ3 扭亏，电动车全球化竞争大幕拉开.pdf
20181024‐民生证券‐石油石化行业：淡季不淡，天然气需求保持强劲增长.pdf
20181024‐易观智库‐旅游行业：2018 中秋／十一假期旅游市场图鉴.pdf
20181024‐易观智库‐旅游行业：2018 中秋／十一假期旅游市场图鉴.pdf
20181024‐方正证券‐军工行业 2018 年当前投资策略：相对收益凸显，关注优异
整机厂与低估值龙头.pdf
20181024‐方正证券‐万科 A‐000002‐大道当然，做行业新时代的引领者.pdf
20181024‐招商证券‐石化行业 2018 年三季报前瞻：石化盈利整体平稳，PTA 超
预期.pdf
20181023‐易观智库‐零售行业：中国母婴零售数字化升级，宝贝格子母婴新零售
分析 2018.pdf
20181023‐易观智库‐零售行业：中国母婴零售数字化升级，宝贝格子母婴新零售
分析 2018.pdf
20181023‐易观智库‐零售行业：中国母婴零售数字化升级，宝贝格子母婴新零售
分析 2018.pdf
20181023‐中信建投‐有色金属行业：矿产资源保值效果凸显，锌冶炼利润触底反
弹.pdf
20181022‐长江证券‐媒体行业 2019 芒果 TV 招商资源会解读：创新驱动，IP 加持，
芒果内容全面发力.pdf
20181022‐民生证券‐有色金属行业：优势和劣势因素并存，精铜供需维持紧平衡
状态.pdf
20181022‐易观智库‐汽车行业：2018 中国自动驾驶市场专题分析.pdf
20181022‐易观智库‐文化传媒行业：2018 年第 2 季度中国移动阅读市场季度盘
点，征文大赛激励制度升级，IP 培育和开发题材多元化.pdf
20181022‐易观智库‐文化传媒行业：2018 年第 2 季度中国移动阅读市场季度盘
点，征文大赛激励制度升级，IP 培育和开发题材多元化.pdf
20181022‐方正证券‐钢铁行业 2019 年度投资策略：需求承压趋势行情或难觅；
注重择时，把握波段机会.pdf
20181021‐长江证券‐汽车及零部件行业：9 月整车管家，低需求+高基数，增速继
续下滑.pdf

20181021‐广发证券‐环保工程及服务行业：上市公司融资利好政策频出，关注三
季报情况.pdf
20181021‐广发证券‐交通运输行业：航空 18 年冬春航季维持紧调控，快递 9 月
增速略放缓.pdf
20181021‐国泰君安‐家具行业研究行业比较系列之三：从小天鹅整合过程寻找家
具行业收购经验.pdf
20181021‐中泰证券‐计算机行业：BAT 服务器需求增速放缓了吗？.pdf
20181019‐易观智库‐文化传媒行业：2018 年上半年网民行为分析.pdf
20181019‐广发证券‐南山铝业‐600219‐加码上游氧化铝，布局高端铝板带.pdf
20181009‐山西证券‐传媒行业九月报：国庆档电影市场票房平淡，税务总局规范
影视行业税收.pdf
20180925‐广发证券‐房地产行业：关注重点城市行业景气度变化.pdf
20180924‐招商证券‐全球资产价格：美元指数回落一定是新兴市场的好消息
吗？.pdf
20180924‐广发证券‐机械设备行业：景气改善下的油服公司多维表现探讨.pdf
20180918‐海通证券‐石油化工行业：
《我国能源行业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建议》.pdf
20180915‐中金公司‐四季度宏观及债市展望：屋漏偏逢连夜雨，债牛暂缓势未
尽.pdf
20180911‐招商证券‐银行业 2018 年中报综述：分化中寻找相对确定性.pdf
20180910‐海通证券‐通信行业：2018Q2 触底、下半年回暖，2019 年步入 5G 投
资上升周期.pdf
20180909‐广发证券‐有色金属行业：钴铝价格继续上涨.pdf
20180902‐兴业证券‐电子行业：利润增速下滑调整到位，进入温和复苏阶段.pdf
20180822‐长江证券‐煤炭行业专题系列：一文读懂上市煤企信用债.pdf
携程抖音挑战赛‐彭十六.pdf
补充 以县城为单位的城镇区域生态圈 商业计划书 社区 O2O.pdf
麦云 新一代 新一代 电商 平台.pdf
邻里间网.pdf
西域团 全媒体 O2O 生态圈 商业计划书 新疆.pdf
蔬东坡 让生鲜农产品流通更高效 商业计划书.pdf
若比邻信息科技是一家社区电商平台，专注于智能社区应用开发，用反向 O2O
的方式为业主提供移动的社区集.pdf
聚万家社区拼团平台计划书.pdf
社比邻社区团购 商业计划书.pdf
社区商业营销应形成多赢格局.pdf
易点鲜 社区生鲜云平台 PRE‐A 轮商业计划书.pdf
快来掌柜 智慧供应链 +新零售 B2B2C B2B2C 平台 商业计划书.pdf
微来往 城市时尚⽣ 活互动平台 商业计划书 江西九江.pdf
小区速递 互联网+微快递+社区拼团电商平台，开启社区“共享经济”新模式.pdf
家家到是一个日用品社区电商平台.pdf
喜欢拼 商业计划书.pdf
20181010‐招商证券‐社区团购行业报告：
“百团大战”在即，近场零售再迎变局.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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