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龙十年间创建了数百家企业品牌形象

本案所示品牌案例均为兰龙品牌设计原创设计

兰龙自成立之初即专注于企业品牌形象设计

兰龙以独创的精英团服务模式确保兰龙在创新同时保证品质稳定

让新客户获得不次于老客户案例的品质，让老客户获得无忧的品牌优化升级服务

是兰龙十年来不变的追求

，客户遍及众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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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业务造就纯粹实力

省级注册客户

亿级资本客户

集团控股客户

提案一次满意

再次选择兰龙80%

80%

25%

30%

50% 80%

兰龙十年来80%业务为企业品牌形象建设，

单一业务压力使兰龙必须比其他设计公司更专业更认真更高标准，这种纯粹的业务造就了兰龙专家级的设计水准并积累了无数品牌实战经验，

纯粹是兰龙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兰龙非一般综合设计公司的典型特征；

兰龙品牌建设业务占比

品牌建设业务



浙江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弘禄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首幕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首幕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问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百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甄实坚果品牌

一番良品居家用品品牌

中国铭品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纳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豫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美尔厨卫有限公司

台州英克尔传动轴有限公司

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

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浙江横店红色旅游城

浙江横店华夏文化城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毛源昌眼镜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航通预制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山禾仓美学设计有限公司

寂和品牌 / 叁未品牌

凡木品牌 / 品致集品牌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杭州萧元纺纱有限公司

浙江鑫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福斯特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迅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惠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部分集团控股及亿级资本

企业品牌创建案例



大部分客户会再次选择兰龙品牌服务，这是对兰龙能力的信任

也是兰龙非常规设计公司的典型特征

品牌是企业形象的核心，客户选择品牌设计公司必然格外谨慎，一次被选择是能力，

再次被选择是实力，兰龙十年积累众多的客户是兰龙深厚的资历积累，

而众多客户在开创新品牌时再次选择兰龙品牌设计，才是兰龙真正为之骄傲的实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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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龙以独创的精英团服务模式确保兰龙在创新同时保证品质稳定，

绝不会因设计师不同而造成品质起伏不定，

让新客户获得不次于老客户案例的品质，让老客户获得无忧的品牌优化升级服务，是兰龙十年来不变的追求。

稳定核心打造稳定品质

兰龙精英团模式

品牌核心 视觉系统

商标排查

制作应用 前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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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投资

浙江首幕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惠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迅银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普席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泽里和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昆仑创元投资有限公司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安徽国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科技医疗

浙江艾迪康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艾兰博曼医学网

杭州特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安欣虫控有限公司

西湖国际水务有限公司

艾健康医学平台

浙江联众智慧有限公司

浙江君安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兆丰堂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科安防护有限公司

上海美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诺地克维护有限公司

部分金融投资及科技医疗

企业品牌创建案例

本案所示客户品牌案例均由兰龙品牌设计公司原创设计



部分建筑置业及实业制造

企业品牌创建案例

本案所示客户品牌案例均由兰龙品牌设计公司原创设计

实业制造

玉溪市和兴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铭品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双喜木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美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

洛阳豫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特莱维狮电动车公司

杭州哈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司达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宇龙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杜克实业有限公司

建筑置业

浙江佳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纳客置业有限公司

东港市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建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意汇（杭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远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嘉兴新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航通预制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实力保证只为客户无忧

终身售后

准确高效

统一收费

商标注册

满意为止

兰龙品牌设计服务保证

兰龙成熟专业的服务流程高效准确的达成客户诉求，统一收费标准彰显一视同仁的态度，

不限提案数量直至客户满意为止，保证给每位客户设计的LOGO可成功注册商标，保证无论与客户的合同结束多久，

老客户均可享受大部分免费的优化修改服务，

R



十年专业 / 兰龙十年来始终专注大中型企业品牌形象建设

兰龙自2007年成立之初即专注于大中型企业品牌形象设计，十年间创建了数百家企业

品牌形象，其中亿级资本客户超过30%，省级客户超过50%，客户更是遍及几乎所有

行业；兰龙以独创的精英团服务模式确保兰龙在创新同时保证品质稳定，绝不会因

设计师不同而造成品质起伏不定，让新客户获得不次于老客户案例的品质，让老客户

获得无忧的品牌优化升级服务，是兰龙十年来不变的追求。

统一收费 / 统一收费标准彰显兰龙对客户一视同仁的态度

兰龙以统一的收费标准表明对客户一视同仁的服务理念，兰龙不因客户规模大而开高

价，也不因客户规模小而降低收费，兰龙认为收费高低取决于兰龙自身所提供的设

计价值，并非客户规模决定兰龙设计水准，差异化报价必然导致服务品质的差异化，

不仅伤害新老客户的信任，更易造成设计师心态的变化，从而形成消极的服务心态，

因此兰龙统一收费标准，也将以统一的高标准服务每位客户。

兰龙品牌设计公司简介

兰龙品牌设计服务理念

准确高效 / 成熟专业的服务流程高效准确的达成客户诉求

从洽谈、提案、改稿、完稿到设计成果交付，兰龙以十年服务经验形成一条成熟的服务

流程和创作标准，在各个环节节约客户沟通成本同时，减少设计师失误几率，准确高效

的流程在创作初期可对每位客户进行迅速的定位分析，让设计团队明确客户诉求并定位

设计目的，在创作过程中也可减少废稿与改稿几率，甚至做到本地客户外地客户均可

准确沟通，更具效率的达成企业品牌设计的目的。

商标注册 / 保证每位客户设计的LOGO均可成功注册商标

当LOGO注册成为商标后不仅代表品牌视觉形象核心，更兼具保护企业品牌资产凝聚企

业精神文化的重任，因此兰龙以3I精英团模式创作每款LOGO设计的原创性和差异性，

再与商标注册合作伙伴严谨审查每款LOGO，尽力保证每款LOGO注册商标的成功率，

兰龙在合同内承诺为客户设计的LOGO若注册商标不成功，免费重新设计直至注册成功

为止，这是兰龙十年LOGO设计实力的自信。

兰龙品牌设计服务流程

兰龙品牌设计商标注册

满意为止 / 不限提案数量不限修改次数直至客户满意为止

品牌设计不是灵感乍现的一蹴而就，兰龙不仅需要了解客户行业，更需分析客户企业继

而构思大量创意草案，最终以优选方案组成提案供客户选择，这是兰龙与客户在沟通中

完成选择方案的特色，在兰龙对客户的品牌设计提案中，80%客户第一次即可选中满意

方案，这是兰龙能力的至强表达，兰龙虽不以量博几率，但可自信对客户承诺无限次的

提案直至满意为止，这是兰龙品牌设计的自信。

终身售后 / 品牌形象在营销中不断进化才能迎接市场挑战

兰龙认为与客户的品牌设计合同结束，仅代表客户品牌形象建设工作阶段性的完结，随

着品牌传播渠道与载体的不断变化，品牌形象只有在营销应用中不断进化才能契合更具

挑战的市场，因此兰龙在构建新客户品牌形象的同时，不忘积极配合老客户进行品牌形

象优化，并保证无论与客户的合同结束多久，老客户均可享受大部分免费的优化修改服

务，让客户品牌形象在新时代潮流中历久弥新。

兰龙品牌设计服务理念

兰龙品牌设计售后服务



感谢您观看兰龙公司简介

欢迎访问兰龙官网了解更多信息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首幕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惠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迅银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普席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泽里和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昆仑创元投资有限公司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安徽国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开拓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艾迪康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艾兰博曼医学网

杭州特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健康医学平台

浙江联众智慧有限公司

浙江君安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科安防护有限公司

杭州佳维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晟命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万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倒立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酷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至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永景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豫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哈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智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问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贝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东铭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横店红色旅游城

横店华夏文化园

杭州南宋佛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首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问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育澜中学

杭州悦芽开蒙教育会所

杭州卡其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安庆市名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广西邵平县鼎峰茶叶有限公司

浙江山禾仓生态美学设计有限公司

品运咖啡生活馆

重庆长寿湖麒源大酒店

绍兴续畅家纺有限公司

安徽凯美尔厨卫有限公司

石家庄诺蓝家具厂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安欣除虫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工量刃具交易中心

浙江罗格朗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华贸盛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金石纸品有限公司

东莞锦福臣纸品有限公司

浙江乐英中辰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摩德威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市萧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萧元纺纱有限公司

宁波兴洋水产有限公司

天津八零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兆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玉溪市和兴电气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保威机电有限公司

中国铭品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双喜木兰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美宏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永景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豫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紫藤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迪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弘禄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湖州特莱维狮电动车公司

杭州哈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司达特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安徽英克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宇龙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杜克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佳境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浙江天成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诺地克维护有限公司

东港市恒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建邦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纳客置业有限公司

意汇（杭州）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远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嘉兴新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航通预制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西湖国际水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禄投资集团公司及旗下

浙江弘禄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旗下

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首幕教育集团公司及旗下

浙江首幕投资有限公司

安吉育澜中学

杭州问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百世集团有限公司

鼎龙化工集团公司及旗下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铭品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公司旗下

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

横店红色旅游城

横店华夏文化城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及旗下

杭州金投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杭实集团公司旗下

杭州毛源昌眼镜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公司及旗下

宁波航通预制构件工程有限公司

三江控股集团旗下

浙江山禾仓生态美学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弘禄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春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首幕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百世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鼎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铭品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联众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纳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豫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凯美尔厨卫有限公司

台州英克尔传动轴有限公司

杭州亮亮电子照明有限公司

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远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横店红色旅游城

浙江横店华夏文化城

 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

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金投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

杭州萧元纺纱有限公司

浙江鑫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迅银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惠慈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集团控股旗下企业 教育旅游居家企业科技医疗网络企业金融投资管理企业 商务贸易服务企业 建筑工程置业企业电气机械汽摩企业 亿级资本营收企业

兰龙100位品牌设计客户行业结构

杭州兰龙品牌设计有限  公司 集团控股旗下企业 教育旅游居家企业科技医疗网络企业 金融投资管理企业 商务贸易服务企业建筑工程置业企业 电气机械汽摩企业亿级资本营收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