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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启⼀段美妙的时光之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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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柯赛标识⼯程有限公司成⽴于2004年，注册资⾦2080万，在标识⾏业拥有⼗多年资深经验，是集产品规划、设计、⽣产、安装与服务于⼀体的综合

性标识企业。我们⼀直专注于对城市环境标识、地产项⽬标识、旅游景区标识、星级酒店标识、商业综合体标识、学校标识、医院标识、连锁形象标识系

统的研发与制作，业务已拓展⾄北美、亚洲、中东、欧洲、澳洲等国外市场。

公司拥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资深的设计策划⼈员。同时，公司下设15,000多平⽅国际⼀流的⼤型专业标识标牌制作⼯⼚，拥有18项国际品质认证，

50多名⾼素质研发⼈才，100多台⾏业内技术领先的配套设备，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型标识项⽬。我们致⼒为客⼾提供⼀站式全标识产业链服务，并

提供5年质量保证，24⼩时内上⻔维护服务。⽬前，柯赛已服务超过500家国内外客⼾，完成了4000多个⼯程案例，并与银泰、奥特莱斯、华发、⾹格⾥拉

酒店、万象城、温德姆酒店等建⽴了合作关系。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柯赛⼈已经意识到传统的⽣产制造⽔平及⼯艺已不能满⾜客⼾对品质和视觉的需求；硬件及技术⽀持才是品质的保证，创新

的基础，我们在不断地吸收优秀技术⼈才，不断地更新和完善我们的硬件设施。客⼾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柯赛⼈将本着“诚信经营，品质第⼀，服

务⾄上，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与所有客⼾精诚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明天！

Founded� in� 2004,� Shenzhen� Cosun� Sign� Engineering� Co.,� Ltd�
has�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20.8�million� and� has�more� than� 20�
years�of� experience� in� the� sign� industry.� It� is� a� comprehensive�
sign�company�integrating�project�planning,�design,�production,�
installation� and� service.�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and�production�of�urban�environmental�signage,�
real� estate� project� signage,� tourist� scenic� spot� signage,� star�
hotel� signage,� commercial� complex� signage,� school� signage,�
hospital�signage,�and�chain�shop�sign�system.�Our�business�has�
expanded�to�North�America,�Asia,�Middle�East�area,�Europe,�and�
Australia,�etc.

Cosun�has�a�professional�management� team�and�experienced�
design� staffs.� At� the� same� time,� Cosun� has�more� than� 15,000�
square� meters� of� first-class� signage� workshop,� with� 18�
international� quality� certifications,� more� than� 50� high-quality�
R&D� talents,� more� than� 100� industry-leading� advanced�
equipments,�We�can�finish�the�large-scale�project�in�a�very�short�
time.�We�are�committed�to�providing�customers�with�one-stop�
entire� sign� service,� and� provide� 5-year� quality� guarantee� and�
on-site�maintenance�services�within�24�hours.�At�present,�Cosun�
has� served� more� than� 500�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completed� more� than� 4,000� project� cases,� and� established�
partnerships�with� the�Yintai,�Outlets,�Huafa,�Shangri-La�Hotels,�
Vientiane�City�and�the�Wyndham�Hotels.

We� have� already� realized� that� the� traditional� technique� and�
process�has�been�unable�to�meet�customer�request� for�quality�
and� vision� in� the� sign� industry� which� is� full� of� competition.�
Hardware,� technology�support,�human�resources�are� the�basis�
of�innovation,�the�guarantee�of�quality.�It�impels�us�continually�
adjusting� and� absorbing� excellent� technician,� updating� and�
improving� our� warehouses� and� facilities.� 100%� customer�
satisfaction�is�our�principle�of�service.

Cosun,� with�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based� on� our�
enterprise�spirit�of�"serving�the�highest,�quality�first,�innovation�
forever",�will�sincerely�cooperate�and�develop�to�create�brilliant�
tomorrow�with�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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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化
Corporate�Culture

柯赛标识美国展 柯赛标识2017⼴州展 柯赛标识2016⼴州展 柯赛标识2015⼴州展 柯赛标识卡塔尔中国制造展

河南省标识协会来柯赛标识参观美国标识协会来柯赛标识参观 柯赛标识三亚旅游 柯赛标识2015迎春年会 柯赛标识2016迎春年会

柯赛标识篮球⽐赛柯赛标识5S培训柯赛标识救急知识培训柯赛标识应急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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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赛标识员⼯深圳安全教育基地培训柯赛标识消防演习

企业愿景：铸造百年品牌、成就你我梦想；

企业使命：服务全球、深耕价值；

企业信念：精益求精⽅敬业、⾼瞻远瞩更成功；

企业宗旨：�诚信经营、品质第⼀、服务⾄上、开拓创新；

客⼾观：坚持需求导向、坚持点滴改进、坚持贴⼼满意。
VISION:�Minting�100�years�brand,�achieving�our�dream;
MISSION:�Services�to�the�global�and�Deep�value,�serving�globally,�creating�value�deeply;
BELIEF:�Striving�for�perfection�leads�to�excellence.�Thinking�for�ahead�and�aiming�high�leads�to�success;
TENET:�Integrity�operating,�Quality�first,�Service�upmost,�Pioneering�and�innovative;
CUSTOMER�VIEW:�Operating�demand-orientation,�Adhere�to�continuous�improvement,�persisting�in�the�intimate�satisfaction.



国家⾼新技术企业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银⾏AAAA级信⽤企业

通过深圳市⻰岗区环境保护和⽔务局建设项⽬环境影响审查

⻰岗区重点⽂化企业

美国ISA标识⾏业协会会员

⼴东省政府采购中⼼供应商

深圳市政府采购中⼼供应商

深圳市标识⾏业协会副会⻓单位

⾸届标识⽂化节被评为-“- 中国标识企业最信赖供应商”

企业荣誉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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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
Team�Building

随着市场⽇新⽉异的发展变化，柯赛标识注重⾼素质⼈才的培养。我们的设计团队已能满⾜快速发展

的⾏业需求，不断设计出适合不同客⼾需求的⽅案，制作出满⾜市场竞争的标识产品。

制作安装
Manufacture�And�Installation

标识制作⼯艺要求精致，细节处理决定着最后的视觉美。标识不仅仅起到导向作⽤，⽽且也可以画⻰点

睛，装饰的恰到好处。柯赛正是为满⾜国际化的趋势潮流，扩⼤了⽣产线，美化作业环境，得到国际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贯

彻实施，提供给作业⼈员更舒适的环境；提供给客⼾需求不同，种类繁多，⼯艺流程复杂的现代化标识

艺术品。

在市场激烈竞争的今天，完善的售后服务已成为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的新焦点。我们认为服务质量是客⼾对实

际所得服务的感知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我们强调让客⼾实际感知到的服务质量达到或超过预期质量。因

此，柯赛倡导服务质量是服务的核⼼。为加强对客⼾的服务，并培养服务⼈员“顾客第⼀”的观念，让客⼾全⽅

位，全过程的感受到优质的服务，柯赛全体员⼯将做好每⼀个环节，从设计效果、产品质量、完成时间，到电话

回访、处理解决问题的效率等，都做到完美。

售后服务
After-sale�Service

规划设计
Planning�And�Design

⼀套优秀的标识系统⾸先应该符合表达原则，即功能性和系统性。标识应该与其他的设施互为补充，和

环境协调⼀体，充分利⽤现代标识简洁、个性、充满⼈性化的设计达到良好的互动性效果。柯赛在吸纳

⾼⽔平⼈才⽅⾯毫不吝啬，保证在设计领域充分满⾜客⼾的需求，使团队更国际化。

We will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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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赛标识经过近⼆⼗年的发展，已然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业佼佼者，我们秉承着诚信、品质、

服务、创新的理念，不断提升发展。我们敢于创新，把标识当做艺术品来设计，把产品以⼯匠

精神来加⼯，才有了今天⾏业上的认可。我们更要以新时期的观念，带领柯赛⼈，创造更辉煌

的未来！
After�nearly�two�decades�of�development,�COSUN�has�become�one�of�the�leaders�in�nation's�sign�
industry,�we�uphold�the�integrity,�quality,�Service,�innovative�ideas,�and�constantly�improve�the�
development.�We�dare�to�innovate,�design�the�logo�as�a�work�of�art�,�make�the�product�with�craftsmen,�
ship�so�as�to�receive�the�recognition�in�sign�indastry.�We�have�to�take�the�concept�of�the�new�era,�lead�the�
COSUN�people,�to�create�more�brilliant�future!

寄语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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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System
商业设施内部的标识系统，第⼀要引导顾客消费，第⼆要符合商场的整体市场定位。针对上述

要求，我们对商场标识系统的⾊彩搭配和⼯艺要求⾮常严格，以符合商场的市场定位。在细节

⽅⾯，注重⼈性化导视，引导和⽅便顾客消费。为商场树⽴良好的市场形象，增强市场竞争⼒。

The�signage�system� within�commercial�facilities�is�firstly�to�guide� customers'� consumption,�
and�secondly�to�meet�the�mall's�overall�market�position.� In�response�to�these�requirements,�
we�are�very�strict�on�color�matching�and�process�specification�in�order�to�meet�the�mall�
market�position.�In�detail,�pay�more�attention�to�humanized�guidance,��and�facilitate�the�
cinsumption� of�the�customers.� For�the�mall�establish�a�good�market�image�and�enhance�the�
market�competitiveness.

标识系统
商业综合体 Business�Complex



Huafa�Mall
珠海华发商都MALL

华发商都位于⼴东省珠海市珠海⼤道8号，是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

商业地产品牌项⽬，由珠海华发商⽤房产管理有限公司全⾯运营。总商业⾯积18万㎡，

总投资达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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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塔总⾼39.8⽶,
每个画⾯尺⼨4mX4m,
净重260吨超⾼型标识建筑。



Chengdu Perennial Mall

成都鹏瑞利青羊广场

成都鹏瑞利青羊广场是继沈阳、佛山之后，鹏瑞利置业在中国开发、管理和持有的

又一座集餐饮、娱乐、购物为一体的大型时尚购物中心。鹏瑞利青羊广场作为鹏瑞

利置业进军西部的首个项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成都鹏瑞利青羊广场坐落

于青羊区光华大道东侧西部新城核心区，辐射“光华—金沙太阳城—新城西”商圈，也

是城西板块唯一的商业规划。

Ongoing�Project--Foshan�Perennial�Mall
后续合作项⽬--佛⼭鹏瑞利季华⼴场

佛⼭鹏瑞利季华⼴场，是鹏瑞利中国商⽤信托在中国投资的⾸个拥有100%资产权益

的商业项⽬。该项⽬总建筑⾯积约6.8万平⽅⽶，集影院、服饰、餐饮、美容、健⾝、超市、

社区服务和娱乐休闲为⼀体，服务于周边分布密集的住宅区，该项⽬独具匠⼼地采⽤

国际化专业⽣态设计，超级智能停⻋引导系统，独创露台式开放⼉童乐园，顶层360度

天景空中梦想花园，营造出独具特⾊的休闲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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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Yintai�in99
成都银泰中⼼

成都银泰中⼼位于成都⾦融城核⼼的地带。银泰置地，中国⾼端地产领航者，继北京⻓

安街最⾼地标性建筑北京银泰中⼼、合肥银泰中⼼之后，励⼼耕耘成都⾦融城，以更⾼

国际化标准打造世界级城市综合体。成都银泰中⼼—由5栋超⾼层塔楼及超⼤型⾼端商

业裙楼组成，集华尔道夫酒店、超甲级写字楼、全客层国际化购物中⼼in99、顶级商务豪

宅华悦府、格调阔景公寓华悦居，总建筑⾯积约72万平⽅⽶的成都地标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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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fei�OUTLETS�
合肥砂之船奥特莱斯

砂之船集团是以奥特莱斯运营为核⼼业务的综合性集团。凭借⼆⼗七年的国际商业经验，秉承�艺术、技术、品牌�核⼼经营理念,原创“现代商业+稀

缺⽣态+地域⽂化”的独有艺术商业模式。创新打造“砂之船艺术商业⼴场”，⽬前已经在中国8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布局9个项⽬，总建筑⾯积超过

250万平⽅⽶，其中已开业6个项⽬的经营⾯积超过72.4万平⽅⽶，在营项⽬出租率超过95%，引领中国3亿中产阶层的⽣活⽅式。

Ongoing�Project--Kunming�OUTLETS
后续合作项⽬--昆明砂之船奥特莱斯

项⽬位于昆明春城后花园太平新城，地处昆明西部交通“咽喉”，是昆安⾼速、安晋⾼速、西北绕城⾼速的交汇，成昆铁路和320国道途径。项⽬以古罗

⻢建筑⻛格结合滇中红⼟元素，拥有37万平⽅⽶超⼤综合体，⼀期9万平⽅⽶商业⾯积、300余个品牌，打造集原⽣态观光和购物旅游休闲功能的⼤

型商业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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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OY·In�Future�
深圳卓悦汇

卓悦汇体量10万平⽶级，作为40万平⽶城市综合体卓越城的有机组成部分，定位于“⽣活新意分享中⼼”，致⼒于打造⼀座

荟萃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亲⼦等⼀站式⽴体商业、⽂艺及休闲互动的新空间，其英⽂名“INJOY”既是谐⾳“Enjoy”，也是

寓意“In� Joy”⸺分享其中的喜悦。也能通过“⽂化、创意、⾃然”三个景⽚对都市⽣活美学的全新演绎，感受到卓悦汇关于

“分享·成⻓·⾃然·喜悦”的⽂化⽓质和购物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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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 City�Environment
Sign�System

城市环境标识作为特⾊公园、社区、场馆、机场、⻋站、码头等等的标牌导向统，

在为您⼀天学习、⼯作、休闲和娱乐提供便捷的指向服务功能外，还是⼀种独具特

⾊的城市环境雕塑，也是介绍城市的⼀张“名⽚”。

Urban� environment� sign,� as� a� signage� guiding� system� for� theme� parks,�
communities,� stadiums,� airports,� railway� stations,� docksx,� etc.,� offers� not� only�
convenient�direction�service�in�study,�work,�leisure�and�entertainment,�but�also�a�
unique�urban�environmental�sculpture,�and�also�a�“city�card”�for�introduction.

标识系统



Shenzhen�Futian�Station
深圳福⽥站

福⽥站是亚洲最⼤、全世界列⻋通过速度最快的地下⽕⻋站。该交通枢纽⼯程以⼴深

港客运专线深圳福⽥站为中⼼，汇集地铁1、2、3、4、11号线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以及公交⾸末站、⼩汽⻋及出租⻋接驳场站等常规交通设施及配套，定位为国内⼤型

地下铁路⻋站、珠三⻆重要的城际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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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t�Attractions

With�the�improvement�of�the�quality�of�people's�life,�travel�is�the�first�choice�for�people�on�
vacation.�A�good� logo-oriented� system� is�an� indispensable�characteristic�of� these� scenic-
spots.�It�provides�visitors�with�a�convenient�guide,�constitutes�a�unique�landscape�scenic,�
reflect�the�scenic�features�and�enhance�the�brand.

Sign�System
随着⼈们⽣活质量的提⾼，外出旅游是⼈们度假的⾸选。好的标识导向系统是特⾊旅游、品牌

旅游景区不可缺少的⼀⼤亮点。它除能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导向服务功能外，还是景区⼀道独

特的⻛景线，可以体现景区的特⾊并能提升品牌的档次。

标识系统
旅游景区



THE�HAKKA�PARK
梅州客天下旅游景区

梅州“客天下”是我国⾸个旅游产业园，经梅州市委市政

府批准成⽴。园区由原⽣态的⾃然⼭峦和东升⼯业园、坢

坑、⼩密三⼤⽔库组成，集“吃、住、⾏、游、购、娱”和教育、

科研、⽂化为⼀体，是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建设⼯程，是梅

州市“解放思想、绿⾊崛起”的先锋，是世界客都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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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System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档酒店也不断的追求更⾼的品位，更简约的设计⻛格来打造⾃⼰独

特的酒店形象。以致对酒店室内，室外的视觉识别，⽅向引导，信息传递等功能性标识系统整

体解决⽅案提出更深，更精的要求。使酒店从装饰，功能性引导，⼈性化服务等⽅⽅⾯⾯得到

更完美的提升及完善的运⾏。

As�the�economy�continues�to�develop,�upscale�hotel�pursues�higher�quality�continuously,�
more�minimalist�design�style�to�create�unique�hotel�image.�So�the�overall�hotel�sign�system�
solution�such�as�visual�identification� indoor�and�outdoor,� orientation�guide,�information�
transmission�etc.�is�proposed�deeper�and�more�precise�requirements.�The�all�aspects�
including�decoration,�functional�guidance,�and�human�services�would�be�perfectly�
improved�and�impeccably�operated.

标识系统
星级酒店 Hotel



Chengdu�Waldorf�Astoria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

成都华尔道夫酒店是西部⾸家华尔道夫酒店，同时也是中国第五家华尔

道夫酒店,将填补四川奢华酒店的空⽩。华尔道夫酒店系列是希尔顿全

球最顶级的奢华品牌，不仅在业内具有极⾼的品牌影响⼒，更是许多国

家元⾸、全球500强企业CEO、顶级财富⼈群的⾸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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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zhou�WYNDHAM�GRAND

郴州温德姆⾄尊豪廷⼤酒店

郴州温德姆⾄尊豪廷⼤酒店是由美国温德姆酒店管理集团经营管理，

是⽬前湖南省郴州市唯⼀⼀家外资国际奢华品牌⽩⾦五星级酒店。美

国温德姆酒店管理集团特派精英团队经营和管理，开创了国际顶级品

牌酒店进驻湖南省郴州市的先河，并着⼒为郴州市酒店事业的发展开

辟新纪元。

Chongqing�Yuelai�WYNDHAM�GRAND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位于重庆渝北区悦来滨江⼤道，近悦来国际博览中⼼，隽秀

的嘉陵江景及层叠的⼭峦尽收眼底，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酒店⼀系列⻛格迥

异的餐厅和酒廊、室内泳池、健⾝中⼼和⽔疗中⼼，给您打造更趋完美的⼊住体

验。酒店与会议中⼼相得益彰，提供多种设施完善的会议场地达12500平⽶，灵活

满⾜不同层次的需求，造就重庆会务酒店⾸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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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kou�Fushunlou

海⼝海航总部福顺楼

福顺楼是按五星级标准兴建的⼀家餐饮酒楼。地处海⼝市的繁华⻩⾦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便利。福顺楼设施⻬全，装修豪华典雅，融欧式古典⻛格和现代设计⻛格为⼀体，别俱⼀格。被海

南省有关部⻔确定为中央国家机关⼯作⼈员会议和会餐指定接待酒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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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Donghu�vr�ATOUR

福建东湖 亚朵酒店VR

国内第⼀家倡导“轻”⽣活态度，删繁就简，重拾⼈与⼈之间的诚实、信任，

以及相信美好的⼈⽂酒店，⾃2013年8⽉第⼀家⻔店开业⾄今，开业酒店

44家，筹备酒店108家；亚朵特有的属地摄影，6000名签约摄影师和亚朵会

员眼中的城市，给客⼈不⼀样的视⻆、触动与灵感。



HardRock是国际⼀流的娱乐及休闲品牌企业。作为顶级的娱乐休闲品牌，Hard� Rock为各个年龄

层的顾客提供⾝临其境的⾳乐体验，包括现场摇滚⾳乐会、⾳乐活动以及超过74000� ⾸经典曲⽬

的世界上规模最⼤的⾳乐库。

shenzhen�hard�rock

深圳Hard�Rock�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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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楼、医院、学校

Office� buildings,� hospitals� and� schools� sign,�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design� isto� create� a�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treatment�for�working�people,�patients�and�students�.�As�a�kind�of�special�environment,�from�you�to�
sign�with�pictures�and�information�brought�the�perfect� image�of�the�hospital�and�the�school�and�the�service�
attitude,� to� enter� the� premises� of� people� a� good� impression.� The� following� design� principles� are� mainly�
embodied:�easy�to�recognize,�accuracy,�humanization�principle,�detail�principle�and�coordination�principle.

写字楼，医院和学校标识标牌设计的最终⽬的是为上班族、病⼈和学⽣营造良好的⼯作就诊学习空间环境，其作为

⼀种特殊环境，要从图⽂并茂的标识标牌信息中展现出物业、医院和学校的完美形象和服务态度，给进⼊此场所的

⼈留下良好的印象。主要体现以下设计原则：易识别性、准确性、⼈性化原则、细节性原则、协调性原则。

Sign�SystemOffice�building,�Hospital,�School�
标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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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元

深圳中⼼·天元位于深圳中⼼区东南侧，北临深南⼤道，

南⾄福华三路，坐拥深圳政治、⾦融、企业总部、商业消

费、⼈⽂艺术、交通枢纽、资讯、社交、医疗等中⼼，总建筑

⾯积约140万㎡，包含了约50万㎡豪华住宅及公寓；约

20万㎡2栋超甲级写字楼；30万㎡都会商业；规划有云端

会所、⽂天祥纪念馆、设计艺术中⼼、国际学校等。

Shenzhen�ONE�PALACE

珠海⾦⼭软件园

⾦⼭软件园⼀期于2017年10⽉9⽇正式落成开园，该园区主要为珠海⾦⼭

软件有限公司的办公研发区域，位于珠海⾼新区唐家湾前环总部基地。该

园区总⽤地⾯积约7.69万平⽅⽶，总建筑⾯积达9.7万平⽅⽶，其中地上建

筑⾯积约8.0万平⽅⽶。项⽬总投资约5亿元，包括全海景办公楼、以及员⼯

公寓。

Kingsoft Software Park



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

⾹港中⽂⼤学

⾹港中⽂⼤学，书院制⼤学建制，为世界⼤学联盟成员、亚洲⾸家国际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成员、亚太国

际教育协会创始成员、中国⼤学校⻓联谊会成员、英联邦⼤学协会成员，是⼀所以“中国研究”、“⽣物医学科

学”、“信息科学”、“经济与⾦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五⼤重点研究领域的公⽴研究型综合⼤学，并在这

些领域堪称世界级学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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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新区⼈⺠医院

深圳市⻰华新区⼈⺠医院位于⻰华建设东路，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于⼀体的公⽴综合性三级医院。

People s Hospital Of NewDistrict Longhua�Shenzhen` � � � � �



Sign�System
时⾄今⽇，精美的房地产标识系统已经是房产楼盘中不可或缺的⼀个组成部分。标识系统不

但起到点缀与美化环境及指引识别的作⽤，同时也给予业主⽣活的优越感，是业主⾝份、地位

和实⼒的象征，更从⽽使楼盘的⾼品牌地位得到进⼀步的提升。

Today,�the�exquisite�identification�system�has�already�been�an�integral�part�of�real�estate�for�
sale.�Sign�systems�not�only�play�a�role�of�decorative�landscaping�and�guidelines,�but�also�give�
property�owners�a�sense�of�superiority,�the�symbol�of�identity,�status�and�rights,�so�that�the�
high�real�estate�brand�has�been�further�improved.

标识系统
地产项⽬ Real Estate Project  

Harbi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是哈尔滨市⼈⺠政府创办、⿊⻰江省⼈⺠政府批准、国家

教育部备案的综合性全⽇制普通⾼等学校，是哈尔滨市政府确定的振兴东北⽼

⼯业基地⼈才培养基地之⼀。2006年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范性⾼职院校建

设单位，�2010年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国家⽰范性⾼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职⽴项建设院校。



Hainan�Shenzhou�Peninsula

海南神州 岛 星悦 岸半 · 海

中信泰富神州半岛地段规划：神州半岛由⾹港中信泰富斥资百亿携⼿全球顶级团队主导开发。

从整岛规划、建筑设计、景观园林到室内空间设计、精神⽂化建设，皆由世界顶级专业团队

AECOM、美国易道、阿特⾦斯等缔造，匠⼼所致，越⻅光华。同时在度假全配套与精神⽂化建设

上，为全球华⼈打造半岛顶级核⼼⽣活圈，引领海南“岛居元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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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zhou Logan City� �

惠州⻰光城

⻰光城讲究建筑与环境的紧密结合，与本地⽂化⽓候特征相互呼应，有值得品味和

揣摩的空间层次，通过层次划分，形成以⼊⼝商业⼴场⾄中⼼湖区为主轴的⻛格化

景观，建筑、⼴场、街区、庭院、⼩品等近⼈的尺度感倾⼼营造了⼀个威严、宏伟⽽⼜

典雅、富于趣味性的地中海⻛情社区，设计中引⽤现代国际景观的重要理念，在植

物设计中重点考虑了纳荫保健的功能，⽆论是规划还是材料的应⽤，以及将来的物

业管理都能体现这种对环境及未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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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sign,�light�box,�digital
标识精⼯字、灯箱、智能数字
Sign

精⼯、灯箱、智能数字标识，这类标识的要求很⾼，主要体现品质和精⼯细作之处。因为这类标识是⼀个场所

的代表，或者是品牌的LOGO，直接影响到品牌的对外形象，所以必须要求完美。

Metal�sign,�light�box�and�digital�sign�etc.�are�high�standard�signs.�We� make�these�kind�of�signs� with� high�
quality�and�focus�on�details.�the�sign�is�the�reflection�of�the�location,�or�the�logo�of�the�brand.�So�the�sign�will�
influence�the�brand�image.�It�must�be�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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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Sign

精⼯字

精⼯不锈钢字在⼴告字中是属于⼀种⾼档的⼴告字，不锈钢字采⽤304#/316#不锈钢板

切割、打磨、抛光、电镀等⼯序精致⽽成，镜⾯亮度可达18K-24K，不锈钢本⾊镜⾯永不褪

⾊，字形美观⼤⽅，⼀般⽤于⾼层办公楼层电梯的导⽰⽂字，酒店的⻔牌等，字的⼤⼩可

做到3CM-20CM，字形美观、⽴体感强、牢固度⾼。

Light�Box

灯箱

灯箱根据材料可以分为超薄灯箱、吸塑灯箱、滚动灯箱、⽔晶灯箱、拉布

灯箱、电⼦灯箱、EL灯箱、LED灯箱、亚克⼒灯箱、铝型材灯箱、玻璃钢灯

箱、不锈钢灯箱等，对于店铺的⼴告宣传发挥巨⼤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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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Signs

智能数字标识

智能数字标识是未来标识的主体部分，因为有智能化系统，⼈们的⽣活变得简单，且储存信息量多，简化⼈们的⽣活，随着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其技术含量及复杂程度也越来越⾼，智能数字的概念开始逐渐渗透到各⾏各业以及我们⽣活中的⽅⽅⾯⾯，相继出现在⾼

档商场、⾼档写字楼、⾼档⼩区、医院、停⻋库等等。

柯赛标识作为标识⾏业的重要⼀员，早已将智能数字标识列为⽣产研发的核⼼，来满⾜市场的需求，现已有多个智能数字标识申请专

利。



Wedge 万泽地产

依 自 然 而 生
CITIC PACIFIC
中信泰富

Happy Family

已经服务过的部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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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奋斗、拼搏、积极创新；

致力于成为全球客户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We--struggle,  work hard, positive innova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become the most trustworthy partners worldwide custom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