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樱桃创意高端品牌整合规划  贰零贰壹
www.ymyyidea.com



SEEKS INTERNATIONAL
MODERN SIMPLESTYLISH STYLE

力求国际、现代、简约、时尚风格



樱桃创意 | 设计，让品牌实现价值

樱桃创意，成立于中国长沙，是一家以品牌体验设计与创新为业务核心的公司，认为品牌体验从与用户互动的那刻开始，是一种酸甜难忘的滋味。我
们通过创新设计，将新创意、新技术和新体验完整地融入品牌升级各个环节，为品牌重铸新生。目前提供品牌视觉设计、网络多媒体设计、品牌体验设
计的系统解决方案。我们隶属于湖南有蘑有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旗下有[樱桃创意]、[磨样空间]品牌运营。

战略服务客户服务

中国中车 / 华为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联通 / 湘雅医学检验所 / 湖南长高集团 / 新华三集团/ 千山医学检验所 / 广州新城市集团 / 国瑞集团 / 河
北敬业集团 / 千山药机/ 株洲天桥起重 / 娄底城投集团 / 金承地产 / 周大生等100个品牌，成为众多品牌的设计服务商。

Cherry Creative | Design, Let the Brand Realize Value

Tao Creative, founded in Changsha, China, is a company with brand experience design and innovation as its core business. It believes that brand experience starts from the moment of interaction with 
users, which is a sweet and sour taste.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we completely integrate new idea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experiences into all aspects of brand upgrading, and rebuild the brand. 
Currently provides system solutions for brand visual design, network multimedia design, and brand experience design.

Strategic Service Customer Service

CRRC / Huawei /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 China Unicom / Xiangya Medical Laboratory / Hunan Changgao Group / Xinhua Three Group / Qianshan Medical Laboratory / Guangzhou New City Group 
/ Guorui Group / Hebei Jingye Group / Qianshan Medicine 100 brands including Jiji/Zhuzhou Flyover Crane/Loudi Urban Investment Group/Jincheng Real Estate/Chow Dasheng have become design 
service providers for many brands.

www.ymyyidea.com



 谭军
 设计总监

万颖华 
文案策划

唐梦迪
资深设计师

覃丽珍
插画师

王琛彦 
平面设计师

9年大型企业品牌创意设经

验，湖南设计艺术家协会会

员，目前负责樱桃创意团队

的各项创意与管理工作。

8年上市企业品牌宣传工

作经验，擅长文案策划。

4年品牌设计经验，目前

负责品牌与包装设计工

作。

全日制本科，视觉传达专

业毕业，擅长插画设计。

公司新锐设计小天才，擅

长商业设计和广告。

团 队 成 员
TEAM MEMBER



服 务 内 容
SERVICE CONTENT

BRAND
品牌策划设计

品牌整合营销策略
标志设计/VIS设计
画册设计/海拔设计
吉祥物IP设计
品牌传播设计

PACKAGE
产品包装设计

产品命名
市场调研与诊断
产品包装设计
产品营销传播设计

SPACE
空间设计

导士系统设计
展厅规划与设计
党建宣传室设计
美陈展示设计

VISION
电商整合营销

电商运营
视觉创意设计
创意拍摄



一直专注于成长型企业和优秀企业品牌设计
100多家企业集团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核心业务为品牌全案策划与设计、企业年度服务等

www.ymyyidea.com





部分案列展示
CASE DISPLAY

www.ymyyidea.com



客户名称:河北敬业高品刚科技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vis升级设计

创作时间：2020.05

中国企业500强
Chinese Top 500  Enterprises



客户名称:广西富淳房地产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logo、vis设计

创作时间：2016.04



客户名称:湖南嗨优商贸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嗨果时光品牌视觉设计、产品摄影

创作时间：2020.10



客户名称:深圳讯得达国际书院

服务内容：品牌logo、推广传播设计

创作时间：2018.09



客户名称:长沙致微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策略、品牌VIS、品牌传播

创作时间：2020.11

Zhi Wei  Detection



客户名称:酷童魔坊

服务内容：品牌logo、推广传播设计

创作时间：2018.11



客户名称:成都金承地产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logo、VIS设计

创作时间：2019.12



CMYK: 100 0 0 0
RGB: 0 162 233
PANTONE 801 C   

CMYK: 0 0 0 50
RGB: 150 151 151
PANTONE 422 C   

深远、智慧、创新、科技

智能、沉稳、考究、品质

客户名称:福建福融新材料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logo升级设计、产品画册设计



客户名称: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企业画册设计

创作时间：2018.11



客户名称:华夏幸福丰台创新中心

服务内容：楼书装帧设计

创作时间：2020.03



客户名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华为云2019年白皮书设计

创作时间：2020.04



客户名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集团画册设计



客户名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迪拜DU合作书设计

创作时间：2020.06



客户名称:广佛地铁

服务内容：2019年广佛公司年报设计

创作时间：2020.03



客户名称: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服务内容：纪念册设计、印刷制作

创作时间：2020.08



客户名称:广州新城市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企业画册设计

创作时间：2020.05



客户名称:湖南百伯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品牌logo、产品包装、传播推广设计

创作时间：2019.06



客户名称:长沙励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包装设计

创作时间：2020.02



客户名称:湖南百伯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产品包装设计 

创作时间：2019.07



爱在一刻
快乐畅饮
迷恋小木屋碳酸饮料

客户名称:山西宝龙海商贸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产品包装设计

创作时间：2018.06



客户名称:九牛牧业

服务内容：产品包装设计

创作时间：2018.07



服务内容：品牌logo、产品包装、 传播推广设计

创作时间：2017.08



服务内容：品牌logo、产品包装、传播推广设计

创作时间：2018.12



客户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服务内容：产品海报、线上传播设计

创作时间：2020.08





客户名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华为办公宝海报设计

创作时间：2020.12



客户名称: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联通智游发布会海报设计

创作时间：2020.10



客户名称:湖南权度律师事务所

服务内容：IP形象设计

创作时间：2020.09



服务内容：电商产品3D建模渲染



客户名称:义乌励颜商贸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创意摄影策划、电商产品摄影

创作时间：2020.06



客户名称:醴陵东方红陶瓷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产品拍摄

创作时间：2021.01



客户名称:科勒潮玩街（长沙）

服务内容：美陈设计、活动策划

创作时间：2018.05



客户名称:株洲桂花街道

服务内容：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墙设计

创作时间：2018.08



客户名称:上海博色信息科技公司

服务内容：2019巴塞罗那电子展展台、折页设计

创作时间：2018.11



服务内容：2019湘年雅医学论坛会务设计

创作时间：2019.06



客户名称:湖南千山健康有限公司

服务内容：web 官网设计

创作时间：2018.08



扫 描 二 维 码  关 注 樱 桃 创 意 最 新 动 态

A /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中建芙蓉工社四栋四楼

W / www.ymyyidea.com

E / t1988@163.com

品牌咨询热线 / 18173372944   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