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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感是一家集创意性、专业性、品质性于一体的品牌策划公司。秉承“灵感独具，一见沁心”的理念，

挖掘品牌特色，为企业提供品牌指导，充当“品牌顾问”，为其提供“量身定制”的创意服务，

赋予品牌灵动形象，为企业注入文化灵魂，最终形成具有辨识度、“差异化”的企业形象标志和产品。



一个行业新品牌的创立，需要有恰到好处的品牌 

Logo 创意、独立的网站门户等一系列企业视觉识别

（Visual Identity 即VI）设计, 我们的一条龙服务能

让您 100 个满足，助您快速抢占市场，赢在起点。

品牌命名

Logo设计

品牌标语创作

网站编辑&设计

微信公众号搭建

礼品和营销材料定制设计

新品牌的创立赢在起点

市场定位

新品牌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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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成长，已有的品牌形象可能不再符合企业的目标定位，

因此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适应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柠感通过明确品牌定位，

重塑品牌形象，制定品牌视野、品牌精神的提升策略，

为您全面有效的传播品牌文化，让品牌更深入人心。

市场定位

品牌概念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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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能为您量身定制符合市场

的产品推广体系，

应市场需要，我们能

及时为您更新营销策略，

让您胜在今日，赢在未来。

市场定位

推广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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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

促销活动

节日策划

感恩回馈活动

周年庆活动

发布会/展会等大型活动



柠感 国际设计总监 — Eric Lim

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专注品牌设计12年，精通中文，英文，泰文

曾任职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任职5年期间，参与科学项目设计，独立

为50+机构的科学产品进行设计，具有新加坡政府闭群圈在 GeBiz 的报价资源（无需

经过内部重重审核，可直接向新加坡政府部门报价提供服务）

服务过国内外大量一线品牌企业 ，包括施华洛世奇、星巴克、妮维雅、丝塔芙等 

曾为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进行品牌重塑、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和编辑泰文教科书、

为新加坡武装部队设计徽章

曾与国际伟大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合作，参与罗之星项目的设计，获高度好评

现如今，已带领柠感为超过 20 多家公司 / 项目提供过服务，包括金融科技和区块链

项目，其中为多家金融客户提供的项目运营及营销活动设计服务，尤受赞赏。

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擅于尝试一切新鲜事物，从无到有，从优到精，

为作品注入新的思想和灵魂，触动人心而不凿斧痕.

7



pg 9 pg 20活动

pg 24礼品

pg 25视频

pg 27文字编辑

平面设计

pg 13微信

pg 17网站

pg 19PPT

8



9

是企业展现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

它能通过视觉图像抓住客户的心，

通过艺术创造商业价值，引爆产品销量。

柠感平面设计，

用视觉诠释品牌价值！

平面设计

商标

+

是企业识别的重要标志。我们能为您设计出极具创意，体现品牌内涵

的个性标志，让企业时刻彰显非凡魅力。

开始画
初稿

挑选企业
颜色上色

转换
矢量图

中英
取名



企业视觉识别 (VI)
作为企业形象一体化的设计系统，企业视觉识别（VI）设计渗透至企业的方方面面。

我们能为您构建个性鲜明的企业形象，通过统一的视觉设计将企业的

文化和经营活动传递出去，打造出品牌效应，占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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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画
是一种极具强大市场冲击力的媒介传播手段。我们一流的工艺与配置，

超细腻的表现手法，让画质生动逼真，符合大众审美，抓人眼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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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册
是企业推广的独门利器。我们会根据企业核心理念、

企业特色运用最独特的设计元素和创新表现形式，

加深客户对企业的深刻了解，让客户爱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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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拥有8亿活跃用户的新媒体社交工具。

它能迅速的建立起企业的品牌口碑，

是线上营销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

柠感微信营销，

让您打破商圈步步为盈！ 

微信

公众号
是企业的媒体发布平台。我们能从0到1为您搭建一个全新的

平台运营体系，精准真实吸粉，走“接地气”的营销路线，

打造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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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

推广
文章

设置菜单
和内容



H5
是一种全新动感的营销表现形式，我们能为您提炼多重卖点，根据您切身的需

求，为您巧妙融入产品特性，铸造震撼视觉与听觉的微场景传播。

用微信扫二维码观看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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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
是微信营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颖独特的海报与朋友圈配文完美结合，有效宣传卖点，甚至通过九宫格等

独树一帜的构图方式，呈现新奇视觉效果，实现品牌在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和有趣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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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
时下传播速度最快受众最广的推广形式，采用图文并茂的模式传

达出最新鲜、最热门的新闻资讯，让客户随时了解企业的

最新动态和消息，通过朋友圈分享达到快速的宣传效果。

10秒 短视频
是企业强有力的商务呈现。运用一体的画面展示，

通过视觉和听觉营造出令人震撼的动态效果，

产生深刻的第一印象，让人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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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企业的门面，是营销和宣传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一张名片。我们的团队以用户体验

为第一要素，定制符合企业风格的网站门户，

有助用户快速对企业形成专业可靠的第一印象。 

柠感个性网站，

是您打造完美形象的第一步！

网站

网站设计
我们拥有网站设计经验丰富的团队，从品牌定位出发度身定制，

将独有的企业形象和风格巧妙渗入网站设计，

植入客户心中，把网络口碑做到极致。



为了契合用户的使用习惯，我们设计的网站能够覆盖电脑、手机、iPad等

多个终端设备阅读，灵活满足不同需求，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阅读和交互体验。

多屏幕显示功能

经典类型

视差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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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式机              笔记本                平板                 手机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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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业路演中必不可少的演绎方式，

一份视觉美观、逻辑清晰、风格鲜明的 PPT

能让您的演讲事半功倍。我们能为您撰写

各类演示文稿，首席设计师和资深文案为您操刀，

只要是您想要的风格，我们都能满足。

柠感创意 PPT，

让您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PPT



是企业在活动现场宣传推广的强劲助力，

通过高效整合公司资源，突出企业优势和亮点，

让企业在重重竞争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柠感精彩活动，

让企业秀出最棒的自己！

活动

易拉宝
是所有物料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宣传物料。

我们能根据各种活动的特性设计出合理的构图模式，

为您制作出一副符合大众审美和阅读习惯的易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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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有很强独立性的流动小广告，以逼真的摄影构建企业特色，

让目标受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多的了解而选择企业。

无论是单页还是多折页，我们都能为您量身定制，倾力打造。

传单/折页

线下物料

是企业的座右铭。我们能根据企业的基调为您构建出朗朗上口的标语，

任何企业活动我们都能融会贯通，将企业品牌内涵和精神理念传达出去。横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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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在活动中的形象见证。无论是展板喷绘、

晚会舞美还是会议、活动背景 ，我们以打造企业品牌

形象为己任，为您带来高层次的视觉体验。

背景墙
是企业对受邀方的重视与尊重。为您撰写具有企业文化特色

的邀请函，让您达到更好的礼仪效果，在商务活动中

合乎情境地展示自己，而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誉。

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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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提升受众参与度的重要途径。我们的项目团队通过实地考察进而

梳理企业的品牌故事，制定正确的活动策略，对选址、策划、执行、物

流、礼仪都有极为严格的划分，从而为企业带来客观的经济效益。

高峰论坛会
是企业交流、共享资源的独家平台，能间接反应企

业的内部综合实力。我们会根据企业的调性，为您

度身制定一个高端论坛策划执行方案，保证各个环

节的有效衔接并运作顺畅，确保论坛品质。

活动策划
是企业活动回顾的有效见证，我们有专业的摄像师为您

提供当天全程跟拍服务，并会进行后期的视频制作， 

让企业在日后的宣传或者回顾中拥有精美的视频素材。

现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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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人充满正能量，增强幸福感。 我们能为您规

划张弛有度的旅行路线，在工作之余体验出外游玩

的乐趣，同时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对企业

产生高度认可，提升品牌忠诚度。

企业团建拓展
是与企业交流，认识企业的绝佳契机，能有效提高

企业凝聚力、增强归属感。我们会根据企业所在的

行业，开展各项积极向上的活动，让大家在活动中

更认同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一切充满信心。

企业旅游活动



不同精度的礼品设计，能反映企业对客户的

情感寄托，从使用创意小礼品到高端精细的珍藏品，

巧用多种特殊工艺，从礼品构思、设计、采购、

制作、物流等全方位提供一条龙定制化服务。

柠感礼品设计，

让礼重情更重！

礼品

商务办公类
是日常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职场工具，

定制带有企业标志的办公用品，不仅能

整合企业形象，塑造凝聚力，还能增强

归属感，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更大发展！

旅游类
是外出商务人士的首选，我们将礼品

与企业的宣传诉求完美结合，不仅具有

实用价值，还能同时达到宣传企业

品牌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

活动类
是企业活动的前期准备。新颖的礼品

才能给客户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据活动

主题及目的为您定制各类礼品，让参与

者始终保持着新鲜感，让活动更为圆满。   

印刷类
是企业品牌宣传的标配。我们能为您贴心

打造贴合企业特色的礼品，彰显品牌实力，

让企业更受瞩目，让客户更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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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
以故事形式刻画企业形象，独具匠心的剧本配合经验

丰富的演员及精妙的后期制作，品牌知名度直线上升。

是企业最直观生动的表达，我们的影视团队能通过

镜头记录和重现情景，将文字完美融合于影像中，

用动态画面传达信息，塑造企业形象。 

柠感特色视频，

让您的顾客“眼见为实”。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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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维动画人物与企业品牌文化、产品相等结合，

向观众生动形象地传递品牌力量，是企业富有感染力的宣传方式之一。

人物动画
顾名思义使用点与线的动画手法，通过弧形、

上下滑动等多种表现形式，快速精准表达产品的性能与特点。

点线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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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品牌崛起的思想武器。我们拥有国际化

的文案及翻译团队，能根据企业的特定诉求，

为您编辑或创作最适合的专业文案，

助您拓宽“视”界，雄视天下。 

柠感文字编辑，

做企业最好的代言人！

文字编辑 文案
好的设计必然搭配精妙的文案，犹如画龙点睛，使整个作品

栩栩如生，从而设计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作品，而是延伸至更

深层次的宣传，潜移默化地在向客户表达企业的意图与愿景。

 

翻译
是企业对外交往的桥梁。我们的翻译团队是由英语为母语的外籍专业

人才组成，提供包括中英互译，英文文案创作等专业性服务，让您的

企业不惧国际化英文环境，更好的与国际接轨，达成海外贸易往来！27



用灵感支配创意世界
选择柠感，铸就永恒经典

免费咨询，为您开启高端品牌之门

https://c7city.com
hello@c7city.com

柠感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