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成邦，帮企业。全案项目表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项目资源研究 30个工作日 1，立项的契机和价值诉求 
2，经营目的，事业领域，经营目标 
3，技术、产品、管理、营销和行业态势的研究 

4，产品类别、技术含量、技术竞争 
5，硬件规模、生产加工、人力资源、工艺成本 
6，销售网点、管理工具、经济效益等 

7，列举企业的优势、内部问题、企业的潜力等 
8，为发展建设工作提供分析文本 

1，引导经营者的认知 
2，协调经营者的决策要点 
3，统一资源配置意见 

4，形成文件PPT ≤40P

2

内部分析 20个工作日

第1部分. 资源研究梳理 

目的：明确企业状态，和诉求，为规划建设提供依据，为经营管理建立共识，为建设推广提供素材。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3 市场信息分析 10个工作日 1，关联产品、竞争对象技术研究；
2，成功品牌成长研究；
3，创新品牌形象战略研究 。

4，行业龙头、行业潜力、行业瓶颈；
5，产品范畴、竞争对象、技术屏障；
6，品牌屏障、行业习惯、价格体系；
7，产品质量、品牌形象、品牌传播、营销管理等。

8，通过市场调查、网络搜索、行业杂志等渠道调研；
9，列举质量、价格、外观、包装、广告；
10，列举视觉要素、营销方法；
11，例举管理文化、终端传播等多条目的对比表格。
12，统计总结分析。

1，开拓决策者认知
2，达成合作者共识

3，明确市场方向
4，达成战略路线
5，形成市场设想和分工

6，形成文件PPT≤40P 

4 终端渠道研究 10个工作日

5

行业市场分析 20个工作日

市场份额分析 20个工作日

6

企业品牌姿态 10个工作日

第2部分.市场研究分析

说明：共同参与，系统地比较；分析市场竞争及态势，规划可行性路线，达成市场理解和布局的统一意见。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7 项目战略规划 20个工作日 1， 资本投入、成本控制、产品格局;
2，品牌定位、核心价值、品牌附加值、品牌延伸;
3，副品牌、多元化。

4，品牌的营销、管理、形象;
5，塑造品牌联想、个性、美誉度、忠诚度；
6，明确宣传概念
7，系统化的推广方法。

1，引导经营者的战略格局
2，协调决策层的决策规则
3，产品、人力、资本的布局

6，形成文件PPT ≤80P 
8

项目战术策划 30个工作日

第3部分.项目战略规划

说明：布局，战略制胜；规划，战术落地；指定如何经营和发展的“全局”计划。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9

定位阐述 20个工作日 市场范畴、市场范围;
受众对象、受众心理、消费心理;
价格定位、利润空间等。

以战略的眼光，科学的市场分析，
把市场定位、形象定位、价格定位明确化，
并形成系统化的体系，
为经营提供明确的思路和明确的方法。 

1，纠正决策层错误认知
2，确立核心要点
3，细分落实成为工具

6，形成文件PPT ≤28P 

第4部分.品牌多维定位

说明：协助表达企业意图，叫响多个环节的定位，打造核心和亮点。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0 产品特征研究 7个工作日 产品特色、时潮流尚、形象规范、设计延伸等;
多方面的研讨和限定，以及产品的规范化体系。

制定明确的特色的产品体系，
让产品“定位合理、方向明确”。 

1，决策层认知引导
2，管理层关系协调

3，形成文件PPT ≤40P 
11 产品卖点提炼 20个工作日

12 产品规范体系 15个工作日

13

产品企划管理 15个工作日 提出一个规划及管理的程序文件，形成系统的
1.市场企划
2.概念开发
3.功能开发
4.技术开发
5.工业造型
6.品牌形象    
系统的管理体系。 

1，分工即决策机制
2，形成系统化管理模块

3，形成文件PPT ≤40P 

第5部分.组合产品企划

说明：明确我们的产品（系列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实现市场需求的产品的方式如何，为研发和管理导入（管理）规范。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品牌形象基因 10个工作日 切合产品特色，以战略的眼光，

剖析品牌形象的成长要素，
明确竞争力和传播力的要点。

1，引导决策层认知
2，传播吹风会
3，高效传播机制

4，形成文件PPT ≤30P 2 形象战略表达 7个工作日 规划品牌运营方法及战略工具，明确品牌形象战略。

3 英文/中文 20个工作日 注册：英文、中文取名，
达到“好讲、好看、好记、好想”。

从品牌成长需求出发，
研究品牌内涵文化，塑造品牌情感关联的视觉心理要素。

在影响力、亲和力、价值感、品牌气质、归属感等方面，
为品牌塑造传播要素。
传播要素及形象载体确立，包括企业和品牌的传播文化。

4

品牌识别传播 10个工作日

第6部分. 形象识别规划（渊源、命名）

说明：满足品牌策略，开发品牌形象要点。品牌形象设计的研究，及深入。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视觉基础系统 15工作日 标志符号设计、中文名形体设计、
英文名形体设计、标准色设计、辅助设计……
完成品牌整合传播的美学要点，
明确形象载体表现规范。

形成：形体规范、色彩规范、组合规范。
共45个基本规范项目（过程中规划，规划合理项目）

1，提案
2，基础规范系统手册

2

视觉应用系统 30工作日 产品辅料、包装物料等应用设计，
形成特色的、唯美的、规范的，
并符合品牌气质的应用物品设计。

包含：
1.办公事务用品；2.公关礼仪用品；3.服饰配饰用品
4.交通运输用品；5.环境导示用品；6.展示卖场用品
7.包装物料用品；8.广告宣传用品

共120个常用项目 （过程中选择必用项目）

1，提案
2，应用规范系统手册

第7部分. 品牌形象设计

说明：形象设计具体实施。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形象纸品 45个工作日 品牌形象画册、策划拍摄设计

60P以内（文本、拍摄、设计）
印刷打样+数字文件

2 产品型录 40个工作日 产品目录、策划拍摄设计
80P以内（文本、拍摄、设计）

印刷文件

3 形象网站 20个工作日 商务形象网站+
商务定单（开源）

数字文件

4
媒体片 60个工作日 形象片 + 品牌概念片 + 介绍片（模特另计）

5分钟+15分钟+3分钟X5条
数字文件

5 终端宣传 20个工作日 市场终端
20个版面以内，DM、海报、X展架、店面POP等

数字文件

第8部分. 品牌推广物料

说明：品牌推广具体实施，形成规范形式，并有效推广特色亮点。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展示会 25个工作日 布局图，单体图，效果图，施工图，施工指导……

设计有传播主题、迎合品牌旗帜、
符合品牌定位、满足销售功能的品牌卖场形象
及详细的道具制作式样
及材料、工艺等。

形成品牌空间体系SIS。

SI 
体系手册2 展示牌

3 展示台

4 展示厅

5
单件柜体
店中店…

6 虚拟（沙盘）规划
基地沙盘

25个工作日 效果图，布局图…… 电子文件

第9部分. 品牌空间展示展会

说明：重点是卖场、企业展厅、展览会。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营销模式 45个工作日 形成计划和战略方案，
关联人员组织、战略方法、工作方法、组织结构;

岗位职能、营销流程、营销方式、加盟政策;
激励制度、法律依据;

推广体系、保障体系等环节。

形成营销模式、
招商手册、加盟手册等

2 运营手册 20个工作日 包含产品特征、形象规范、营销规范等内容 形成运营手册

3 品牌推广计划 20个工作日 形成品牌计划和实施方案和管理方法。 计划书

4 媒介执行 25个工作日 形成媒体计划和实行方案，包括活动和社会公关， 计划书

5 营销执行策划 30个工作日 系统规划未来12个月的招商、合作、宣传、活动；
帮助解决营销关系，
形成系统的营销推广策略及执行办法。

12个月内的
营销执行方案书

第10部分. 品牌营销体系

说明：结合经营实际，建立营销模版，规划营销计划，辅助监管计划实施。



号 项目 时间 要点说明 成果说明

1 管理顾问 6个月内 顾问咨询，每月管理例会1次，每次2-4课时； 协助解决经营推广问题

2 品牌运营顾问 6个月内 顾问咨询，每月管理例会1次，每次2-4课时；

第11部分. 品牌管理顾问

说明：形成要点，辅助执行，协助企业品牌团队建设和管控。



感谢!

征程，又在一个高的起点，这次思维和方法分享是我们的荣耀。敬请逐步落实执行，此致深深感谢。

保成邦 - 亚克2020 

完善!

如果您正在阅读这个规划，并且想新增内容或纠正某些信息，请不必犹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