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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牌重塑农业



农业是大自然的使者

让我们得以享用自然的馈赠

带给人们希望、美好和满足

然而今天

食品安全、环境和资源问题

正危及我们每一个人

天地经纬

与有人文精神的企业家一起

用爱和智慧

以品牌重塑农业

为每一个人



天地经纬
一家以品牌引导商业变革的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为农业而生，20年只服务农业、只做有根的品牌、只做全案。

我们致力于帮助大农业产业链上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解决品牌战略与品

牌营销的难题，以品牌引导商业变革，成功实现新企业高位出场、企业战略跃

升，战略新品的打造、老产品重生，更激活产业链，以品牌驱动业务的持续增

长，以品牌助力企业的转型升级。



愿景

成就一批世界级的
中国农业品牌



使命

用爱和智慧
以品牌重塑农业
为每一个人



价值观

做专业的事
做有价值的工作
做有根的品牌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更懂品牌 更懂农业
农业是大自然的使者，连接人与自然

农业是大自然的使者，让我们得以享用大自然的馈赠，带给人们希望、美好和满足。

当我们酣畅地享用一颗皮薄肉丰、甜蜜多汁的库尔勒香梨时，喝到熬制好的清香软糯

的通江银耳汤时，或是品到源自西湖的一盏香馥龙井时，我们的心身通过这些食物与

产地的大自然建立起美妙连接。这些农产品完整地记录了它们产地独特的地理气候信

息和独特的人文信息，不仅让我们享用到独特的美味，还让我们获得了文化滋养。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品牌是一种信任机制，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

品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关于某种独特价值关系的信任机制。品牌一

方面可以反映消费者的某种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产者能满足这种需求的

独特能力。消费者在体验的过程中确认价值并建立信任，生产者在兑现价值承

诺的过程中持续获得消费者的信任。

做农业必须有敬畏之心、感激之情

一方面，我们要敬畏大自然、感激大自然。在农业生产中，除了人们能够提供

的要素之外，动物、植物的生长更离不开阳光、空气、水、微生物、土壤等这

些天然的力量，这些都是大自然慷慨赐予我们的。人类只有敬畏大自然，感激

大自然，不断认识大自然，与大自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作为农业企业，我们还要敬畏和感激我们的消费者，用心去关注他

们的真实需求，他们的需要才是我们真实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不断地为

他们创造真实价值时，我们的发展才会有根基。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我们拥有成熟的
品牌创建与管理方法

超级X™品牌思维，是天地经纬提出的一种从品牌视角清晰理解，商业复杂关系

的思维模型。以品牌为核心，将企业意图，通过构架一套核心信息，来优化和呈

现企业与众不同的商业逻辑和状态，并以此建立受众独特一致的认知和看法。

点击观看
超级X™品牌思维视频

https://www.agri-branding.com/methodology/


借助超级X™品牌思维，基于精准的市场定位和用户需求，挖掘并定义产品的差异化价

值，以系统的价值创新，让产品价值十足，打造好产品。同时，系统构建基于品牌战

略核心的沟通系统，以高效的价值沟通，让营销事半功倍，激活好产品，最终卖好

产品。

通过系统的品牌建设，重塑企业商业战略与组织文化，改变企业内在运行逻辑，更新

企业整个状态。同时，以此为核心系统定义并构建企业信息，对外呈现企业全新状

态，并通过系统的品牌营销和管理，创建受众对企业一致的认知和看法，以品牌引导

商业变革。

超级X   品牌战略创新模型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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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X   品牌营销创新模型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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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一门科学，我们只有真正理解品牌的本质和原理，找到创建品牌的关

键要素和规律，我们的品牌建设才具有意义，农业品牌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

彰显。天地经纬以二十年的品牌研究与实践，独创品牌实效体系——6BS™品

牌创建与管理系统，帮助农业品牌实现可持续的盈利与发展。

  品牌创建与管理系统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点击观看
6BS™品牌创建与管理视频

https://www.agri-branding.com/methodology/#6BS


真实的市场表现背后，信息却纷繁复杂、难于整理，真相隐匿其中，品牌

探寻便是识别并发现品牌机会的系统过程。通过对公司内外部人员的访谈

和调研，了解他们对行业现状和整体发展趋势的相关看法。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环视诊断模型™

品牌内外环境调研分析

企业资源状况分析

品牌探寻 BRAND EXPLORE

品牌专项调研与分析

客户认知调研分析

品牌机会分析

基于对行业现状、趋势以及企业战略的深度理解，帮助公司明确品牌建设

中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我如何与众不同，我为什么与众不同。与众不

同是客户选择我们而不选择竞争品牌的唯一理由，也是品牌战略的核心。

重新定义公司角色

协同优化组织文化战略

构建系统创新战略支撑要素

品牌发展架构规划

品牌战略 BRAND STRATEGY

清晰描述公司商业战略

定义品牌战略核心

系统梳理、规划和定义产品线

一个名字或一个符号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个世界。品牌表达将新公司已经定义

的品牌战略，进行可读化、可视化、易感知、易识别的创造，开发出代表品

牌及其价值内涵的识别元素，使品牌具有独特、鲜明的识别特征和高效的传

播性。

品牌个性 

要素品牌命名

核心信息系统语词表达

要素品牌标识开发

相关视觉识别元素开发

品牌表达 BRAND EXPRESSION

品牌命名

品牌观点

品牌标识设计

创造一个超级品牌符号



引人入胜的品牌体验将鼓励你的客户参与到品牌活动中来。对各种品牌

接触点进行开发与创新、规划与管理，以确保受众在与你的品牌沟通过

程中获得一致的品牌体验和价值认知。

U2品牌接触点审视、规划与创新

平面媒介

数字体验

品牌沟通 BRAND COMMUNICATION

环境体验

产品体验

品牌激活相当于引爆品牌能量的过程，是快速创建品牌资产的有效手

段。天地经纬协助客户选择最佳的时间和方式，宣布品牌的诞生。对

内，建立品牌委员会，帮助企业员工正确的理解与践行品牌承诺，保持

品牌在企业团队中的活力。对外，筹划品牌的发布，对品牌进行集中发

布与推广，让品牌在短时间内建立市场认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品牌激活实施规划

品牌外部发布

品牌激活 BRAND ACTIVATION

品牌内部导入

品牌协同营销传播

编辑品牌指南和品牌管理手册，开展应用培训，对实施项目进行阶段性

评估、维护与调整，帮助品牌保持长久活力和正确发展方向，并对全年

工作进行整理和对下年度工作进行规划。

品牌指南

品牌管理培训

品牌跟踪与维护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品牌管理手册

推广实施辅导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品牌战略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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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
愿景  /  使命  /  价值观

面对复杂的商业环境与经营策略，我们需要从商业的底层逻辑出发，以更好的应对

各种变化。商业战略帮助我们清晰界定商业的边界，我们是谁，做什么；组织文化

为企业指明未来，做成什么样，为什么做，如何做；品牌战略则清晰定义我们的与

众不同，有何独到之处；并最终通过系统的战略支撑，让我们真正做到，兑现承

诺，达成愿景，践行使命。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我们拥有独特的
品牌咨询模式
“品牌+农业”双团队融合

天地经纬的团队成员，一部分来自于品牌、营销、管理、广告、设计等相关专业，

一部分来自于农业相关专业，包括动物营养、动物医学、动物遗传与育种，食品工

程、生物检测等，品牌+农业的团队融合，让我们更能理解客户的商业和专业。

A
AGRICULTURE

B
BRAND

品牌 农业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战略+品牌+营销”  系统化思考、一体化解决

系统化思考   一体化解决

决策导向 促销导向 创意导向

差异化价值导向

天地经纬  品牌咨询公司

我们基于商业战略，帮助企业定义与众不同的角色和差异化的核心，一体化解决

组织文化的匹配、支撑体系的梳理与构建、品牌形象、产品战略、营销推广、包

装设计等问题，最终构建超越价格的战略竞争优势。

解决“做什么”“不做什么”的

战略决策问题

解决阶段性的市场营销需求

帮助企业定义与众不同的角色和差异化的品牌核心，

构建超越价格的战略竞争优势

满足视觉设计与广告宣传等需求

战略咨询公司 营销策划公司 广告设计公司



我们提供三大品牌服务

产品品牌营销创新

我们深度分析和洞察市场真实需求，从受众的价值认知出发，将产品价值

进行有效的市场转化，构建完整的价值逻辑和营销沟通体系，通过系统的

品牌传播、激活与营销推广，让好产品，更好卖、更卖好。



战略新品

从企业的商业战略出发，选择合适的产品，整合企业

资源，系统打造产品的差异化价值与营销推广策略，

以深刻的市场洞察与品牌的创意，让战略新品成为企

业的增长引擎，引爆市场。

老产品重生

成功的老产品无疑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更有着广泛的

市场基础和一定的品牌资产。随着市场的变化与企业

的进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老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价值

关系，从市场的角度优化价值系统，打磨新的品牌沟

通系统，让老产品熠熠生辉，焕发新的市场活力。

品牌营销落地系统创新

好产品，却卖不好？有了好的产品，我们还需要基于

用户与市场的认知状态，定义产品的价值，构建完整

的营销沟通逻辑和信息系统，一次打通整个营销

环节，实现从“好产品”到“好卖的产品”的跃升，最终

卖好。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产业链品牌
顶层架构

产业链要素
协同和价值转化

B端品牌
营销创新

C端品牌
营销创新

品牌创建 - 高位出场

进入新的市场，或开启新的事业，我们需要基于对未来的洞
察与判断，打造令人信服的品牌，让我们的企业，一出场就
代表行业的未来，一诞生就是引领者。

品牌重塑 - 战略跃升

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并购、战略调整等关键变革时期，通过全
新的品牌战略，重塑商业逻辑和企业状态，以品牌引导商业
变革，实现战略跃升。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企业品牌战略创新
企业在今天定义与众不同的未来，将未来的状态呈现在今天，并以品牌的形式做出

承诺，在兑现承诺的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变革与发展；让未来之光引导企业前行，感

召利益相关者共同前进，迈向成功。

产业链价值创新与品牌创新
以“反向产业链创新”理念，帮助企业从定义终端消费者需求开始，对产业链要素进

行甄选和协同创新，提升各要素为终端贡献价值的能力，并通过品牌战略实现产业

链与消费者的价值沟通，激活产业链，顺利释放产业链价值，实现可持续赢利。



农业品牌实战案例
从动保、添加剂、饲料、育种、养殖到肉蛋奶

从植保、肥料、种植到果蔬粮食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200+



特驱在2005年成立之前，就开始与天地经纬合作。天地经纬基于王德根创始团

队的商业梦想，为其构建了完整的企业文化和品牌系统，通过系统的定义，完

美表达出特驱团队所拥有的激情和“势能”。帮助特驱从一诞生就呈现出大型集

团的成熟气质，被行业普遍看好。特驱也与天地经纬一直合作了5年，并已快

速成长为一家下属200多家企业的现代农业集团。

特驱集团

品牌先行 一诞生就被看好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tequ-group/


佑本是金河生物旗下的动物疫苗品牌。2016年，天地经纬将其定义为一家以佑

为本的动物疫苗公司，从动物疫苗行业本质出发，护佑动物、造福人类，以佑

为本，以此命名为“佑本疫苗”。我们以“纯”为核心，构建“至纯至美”的品牌战

略、完整的品牌支撑体系和产品体系，帮助佑本从一诞生就以高端动物疫苗品

牌的角色快速切入市场，更成功开启动物疫苗行业的“纯” 时代！

佑本疫苗  至纯至美

创新品牌战略
一诞生就是引领者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uben/


惠嘉过去是一家饲添企业，后来业务拓展到动保养殖终端。2018年，天地经纬

为其定义了全新的角色“惠嘉大动保”，以“效”为品牌战略核心，即效果、效

率、效益，构建了“大研发、大生产、大分销”三大支撑体系，帮助惠嘉以创新

者的角色快速切入动保行业。不到3年，惠嘉在全国县域服务门店超1000家，

动保业务销售超3亿，成功实现业务战略跃升。

惠嘉大动保  以效致胜

品牌战略升级
重塑动保行业新格局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vegamax/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火锅一直是中国餐饮市场最大的品类之一，随着行业的日益规范，消费者对食

品安全的重视，一次性用油制度的出台，让市场对牛油的需求量成倍增长。在

这一难得的行业机遇期，天地经纬帮助森态牛油快速应对这些变化把握机会，

以全新的品牌战略重塑森态牛油在行业里的角色和地位，系统构建了“可控可持

续”的品牌战略核心及支持体系，从研发、供应链到生产和服务，实现全面跃

升，以品牌成功引导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助其从市场后来者一跃成为高端火

锅牛油的引领者。

森态牛油  让火锅更美好

品牌跃升  
实现从后来者到引领者的蜕变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stny/


过去，绿生源是一家以低价著称的酸化剂公司。2020年天地经纬协助绿生源战

略升级为nuacid酸能——酸制剂全球服务商，并制定“更懂酸”的品牌战略。

我们围绕“更懂酸”梳理架构了战略支撑体系及产品体系，助力“酸能”在更高的

维度系统构建战略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实现从“生产销售型”到“研发服务型”

的战略跃升，开启酸能“酸遍全球”的全新征程。

酸能 鲜活生命

重塑品牌引领企业战略跃升
酸遍全球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nuacid/


艾德昕十余年来，对添加剂和动物营养有着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但却在

与市场和客户的沟通中，角色始终模糊不清。天地经纬从全球动物源食品产业

链的角度，将其定义为“一家以确定性结果为导向的动物营养技术公司”，重新

命名为“新逻辑营养”，并以“确定”为核心，为其系统梳理和架构了顶层技术思

想体系和品牌支撑体系，助力企业开启崭新征程。

新逻辑营养  确定的竞争力

重塑营养逻辑
构建确定的营养竞争力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nulogic/


对生态肥料行业而言，大幸是一个全新的企业，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天地经

纬从无到有，从零到一，帮助大幸从商业战略、组织文化、品牌战略，到品牌

命名、品牌观点、品牌视觉系统的开发、产品体系的打造，以及整个品牌沟通

系统的创建和品牌激活。通过发布会的成功召开，大幸不仅被农资行业媒体普

遍看好，更赢得市场客户和政府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成功实现大幸品牌在行业

内的高位出场，为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大幸  生态平衡 自然美好

创新品牌战略  生而不凡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dacin/


质德在山东饲料行业，属于后起之秀，也算得上是一个另类。2022年，天地经

纬助力质德升级为一家以价值为导向的猪营养科技公司，基于“价值链接”这一

品牌战略核心，整合质德十几年来所积累的资源及优势，帮助质德以山东饲料

行业新势力的角色一举刷新市场与行业的认知，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战

略跃升。

质德  价值链接未来

品牌重塑
成就山东饲料行业新势力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zhide/


天意药业深耕动保行业多年，随着市场的发展与行业的进步，决定发力中兽

药，赢领未来。面对缺乏代表性品牌的中兽药领域，天地经纬从中兽药、中医

药本质出发，结合市场的需求与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重新定义天意的商业角色

与逻辑，并构建以“真”为核心的品牌战略支撑系统，以现代科技焕发中医药新

光彩，帮助天意一举成为中兽药领域的代表性品牌。

天意中兽药  自然的智慧

聚焦中兽药
以全新品牌助力战略跃升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tianyi/


佑圆宝，是佑本疫苗推出的首款战略明星产品，也是以全新理念打造的首款标

注“浓度”和“纯度”的灭活疫苗。我们以“够纯够量才够爽”的超级话语、完整的支

撑体系和完善的价值体验创新，不仅刷新了圆环疫苗的产品标准，更刷新了整

个行业对灭活疫苗的评判认知，开启疫苗行业的“纯”时代！

佑圆宝  够纯够量才够爽！

刷新灭活疫苗市场判断标准
开启动物疫苗“纯”时代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uben-pcv2/


杜邦旗下戊二醛消毒剂-GLUTEX格利特，2010年进入中国市场，但整体发展较

平，希望能有更大的突破。2020年，天地经纬结合中国养殖行业现状，协助其

进行战略升级，我们将“真消毒”作为品牌战略核心，并围绕“真消毒”构建了完

整的支撑体系，帮助GLUTEX格利特从一款消毒剂，战略跃升为“真消毒解决方

案”，直击养殖痛点，抢占“真消毒”认知。

真消毒 格利特

创新品牌战略  开启真消毒时代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glutex/


一款无抗解决腺胃炎和输卵管炎的动保产品，通过系统的价值创新和营销沟通

创新，以“一切皆是沟通”的理念，开发了“卵歌”的品牌名、超级IP和“定期用卵

歌，产蛋好又多”的超级传播语，点亮产品。通过发布会和围绕用户的沉浸式信

息布局，快速引发市场关注；并通过系统的内部导入，激活销售团队和经销商

的信心。

定期用卵歌 产蛋好又多

以品牌思维打造爆品
成功切入新市场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vegamax-lg/


针对困扰养猪行业多年的蓝耳病防控问题，佑本2018年推出行业首款高纯度、

高浓度，添加Uplus复合佐剂的完整猪蓝耳病毒颗粒灭活疫苗——佑蓝宝，一举

打破灭活疫苗“无效”论，刷新蓝耳灭活疫苗的认知标准。并经过多次升级，最

终于2020年，发布“蓝耳病精准防控解决方案”，基于大量数据分析与验证，以

精准战蓝，开启蓝耳精准防控时代。方案首次将猪场蓝耳感染状态精准分类，

为猪场蓝耳的防控与净化，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清晰路径，赢得90%以上

TOP50养猪集团的选择和信任，累计销量达1.8亿头份。

佑本精准战蓝 开启蓝耳精准防控时代

4年成就领导品牌
成为90%以上TOP50养猪集团的选择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uben-prrs/


教槽料，作为饲料技术要求最高的品类之一，是一个企业最高技术水准的综合

体现。天地经纬帮助质德跳出传统商业饲料追求“吃得多、吃得久”的商业逻

辑，站在用户的角度，回归养殖经营与科学逻辑，提出“让教槽回归教槽”的核

心理念，以7天完成教槽作为突破口和价值锚点，切割教槽赛道。围绕这一产

品价值逻辑，我们从品牌名、品牌符号到沟通系统，通过一系列的营销创新，

实现高效的营销沟通，使其一经发布即刷新了整个行业对教槽料的认知标准，

受到市场和客户的广泛关注，快速成为行业明星产品。

闪电教槽  只需7天

刷新教槽标准  成就行业明星产品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zhide-sdjc/


江西博莱大药厂是国内兽药生产规模最大、剂型最全的企业之一。2018年，博

莱取得国家二类新兽药——复方布他磷注射液的生产批文，并于2020年推出产

品“莱特壮”，但推广效果却不如预期。基于全方位的市场调研，天地经纬帮助

博莱突破传统市场对该类产品的价值定位和认知，重新命名为“莱易针”并将其

应用场景定义为动物非正常活动的时刻，即“非常时刻”，与“莱易针”组合成

“非常时刻 莱易针”的品牌观点，凸显其产品应用场景和强大的产品功能，成功

将莱特壮从过去一款抗应激、补能量的产品，升级为“非常时刻高效解决方

案——莱易针”，不仅避免了同类产品竞争，更迅速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成为博

莱旗下的一款明星产品。

非常时刻  莱易针

全新产品战略
开辟“非常时刻”全新赛道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bolai-lyz/


2022年天意战略升级为一家守正创新的产业化中兽药企业，并推出首款战略性

产品：天意浓缩双黄连。作为一款国民好中药，天地经纬基于其产品独特的优

势资源，将天意双黄连与双黄连口服液发明人邢老深度捆绑，提出“天意双黄

连，认准邢泽田”的传播话语。并将天意双黄连复杂的价值和技术语言浓缩为

“成分全、浓度高、起效快”三大优势和“黄金比例组方、邢氏浓缩工艺、邢氏尽

提复配工艺”三大核心技术，通过准确、简明、高品质的品牌话语和信息，让天

意双黄连在行业一亮相就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引发市场强烈反响。

天意双黄连  认准邢泽田

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
助力天意双黄连成为第一选择！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tianyi-shl/


中国脱霉剂市场，曾一度由跨国公司主导，终端养殖者也更愿意相信跨国企业

的技术和能力。2008年，江西迈吉进入脱霉剂领域，其脱霉剂产品“毒可净”在

市场拥有一定的产品竞争力。2011年，天地经纬根据其市场情况，重新定位为

“猪场专用霉菌毒素复合处理剂”，命名为“缉毒特工”，并提出超级传播语“缉拿

霉菌毒素，守住猪场利润”。我们将缉毒特工控制霉菌毒素风险与猪场的经营效

益进行认知关联，以“超级传播语+超级IP”为核心，在市场营销沟通创新中构建

了生动的、与众不同的产品形象和信息，帮助缉毒特工®从同质化的市场快速脱

颖而出，最终实现国产脱霉剂的成功逆袭，成为比肩国际产品的一线脱霉剂

品牌。

缉毒特工  缉拿霉菌毒素，守住猪场利润 

国产脱霉剂品牌的成功逆袭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mage-jdtg/


恩诺沙星，对动物呼吸道、肠道疾病有良好的防治效果被普遍认可。为摆脱产

品同质化，以及产品应用的局限，康德权恩诺沙星产品“新恩”经过技术攻关和

工艺创新，成功实现产品升级。在如何让好产品快速获得市场认可，并转化为

市场价值的过程中，天地经纬经过深度的市场调研与产品洞察，以“不苦不伤

胃”的品牌观点，一举刷新农牧行业对恩诺沙星产品的认知与判断标准，建立起

独特的竞争优势，成为广受市场欢迎的明星品牌。

新恩 不苦不伤胃

超级话语 + 超级符号
快速刷新认知标准 

点击了解案例详情

https://www.agri-branding.com/work/xinen/


天地经纬的工作理念

系统化思考  一体化解决

天地经纬倡导一种系统思考的全局意识，特别是针对农业企业的专业和

商业，我们始终在项目中保持一种从整体到局部、局部再到整体的全方

位思考方式，并代入问题的关联性思考，在一个系统内思考所有的事

情，一体化解决战略、品牌和营销问题。



做有根的品牌
天地经纬坚信成功的品牌一定是以真实的价值创造为根基，一定有着对商业不同的

态度。做有根的品牌，就是做有态度的商业，就是玩真的。

协助客户完成自身思考
天地经纬从品牌的角度协助客户完成对自身战略与资源、技术与产品、品牌与营销

的系统思考。只有客户在想明白想清楚之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并被有效执行。

根问题导向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定义问题、找到最根本的问题尤为重要。

人们往往被一些“伪问题”所影响，使工作中心发生偏移。为此，我们在每个项目开

启之前都需要进行一个诊断程序，帮助客户识别并定义问题。

每一次都是新的
天地经纬的工作就是为客户创造独一无二的品牌，为此我们始终保持探索的激情与

大胆的创新，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每一次我们都力求做得更好。

从客户中来  到客户中去
天地经纬深刻理解客户的行业与专业，站在客观的立场，基于客户自身的商业战

略、能力、资源及市场环境，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与方法发现并定义企业的战略竞

争优势，引导企业进行商业变革，从而创建最能代表客户独特价值的强势品牌。

渠成水自到
“水到渠成”具有偶然性，其中隐含着“水到成灾”的风险。天地经纬认为，只有经过

系统的规划和严格的过程控制，“渠成水自到”才是必然。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架构未来  锐不可挡
商业环境与市场变化日益复杂，对今天的企业而言，如何准确把握行业机遇，

突破发展瓶颈，是企业成功实现战略跃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天地经纬基于20年的品牌实践，提出“以品牌引导商业变革”的理念与超级X™品

牌思维与方法，通过系统的品牌建设，重塑商业战略与组织文化，改变企业内

在的运行逻辑，并外化为品牌信息呈现企业全新的状态，通过系统的品牌管

理，创建和重塑受众对企业一致的认知和看法，最终打造出行业诸多具有影响

力的成功品牌。

让我们一起，以品牌引导商业变革，架构未来，锐不可挡。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欢迎拨打品牌热线：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www.agri-branding.com 了解更多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吉泰路666号福年广场T2-2302 扫码关注
天地经纬官方微信

-028  8515 1938

用爱和智慧

以品牌重塑农业

为每一个人

农业品牌咨询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