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服 汽 车 公 司 商 标 使 用 标 准



征服汽车公司的商标必须以“CONQUEST”的

形式使用。

征服汽车公司“CONQUEST”商标必须使用原

图。不得以任何方式重绘、替换或修改商标。 

商标必须单独使用，不可与其它任何商标绑定使

用。征服汽车公司的商标仅有两个横向呈现的版

本：黑色背景使用白色的商标，白色背景使用灰

色和黑色相衬的商标。 

征服汽车公司商标的空闲距离在图中以“x”标

识衡量。此距离为空闲距离所要求的最小数值。

主体颜色：
• 灰色
          Pantone Cool Gray 9 c
          c00  m01  y00  k51
          r145  g145  b149

• 黑色
          c00  m00  y00  k100
          c00  m00  y00  k00

版本 / 颜色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征服汽车公司的商标需要
采用全彩呈现。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请使用商
标版本一。名片上的商标必须使用黑色背景的
版本二。
 
全彩：
Pantone Cool Gray 9 c

空间距离

商标版本

版本一：灰色&黑色
商标使用Pantone Cool Gray 9 C
字母“C”的颜色为c=0 m=1 y=0 k=51
“CONQUEST”的颜色为c=0 m=1 y=0 k=51
字母“C”必须位于黑色圆圈内，并呈灰色。

版本二：黑色&白色
商标为白色
字母“C”的颜色为c=0 m=0 y=0 k=0
“CONQUEST”的颜色为c=0 m=0 y=0 k=0
白色商标必须位于黑色背景之上。

C = 0
M = 1
Y =  0
K = 51

注：C=青色，M=品红色，Y=黄色，K=黑色

C =   0
M =  0
Y =   0
K = 100

C =  0
M = 0
Y =  0
K =  0

x

x

xx

处理方式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
下，征服汽车公司
的“CONQUEST”
商标需彩箔烫印在
黑色背景上。



主要字体

多种字体使用方式

ARIAL 

字体粗细
Regular 

次要字体
在文本中使用
例如：
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字体粗细
302 wt 750 wt或Regluar

网络字体
如果网络中无法使用ITC Avant Garde 
GOTHIC，请使用Arial。Arial是互联网
安全字体。

CONQUEST商标使用的字体为：

ARIAL REGULAR
ARIAL BOLD

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302 wt 750 wt

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Regluar

每份文件中使用字体不能超过两
种。其中一种字体必须为：
ITC AVANTE GARDE GOTHIC MM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1234567890 ,./!?;:’»&

字体范例：Arial Regular 15 pt.

字体范例：Arial Regular 15 pt.

字体范例：Arial Regular 15 pt.

字体范例：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302 wt 750 wt    15 pt.

字体范例：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302 wt 750 wt    15 pt.

字体范例：ITC AVANT GARDE GOTHIC MM   302 wt 750 wt    15 pt.



征 服 汽 车 公 司 商 标



正文

段落样式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正文的字体颜色
为白色，背景颜色为黑色。白底灰色商
标仅限用于信笺抬头和印刷广告。

参见范例：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CONQUEST”
商标和正文内容必须置中对齐。

公司商标

地资报然推为；代操的果议失族初是自形不。会父尽人演男陆山方分或多母甚书伤的
市？妈请里北以脚学先相科近的福点时、走生家！家也能能不子时乐又部有表有回片
生边是害明外更；生们考路信高家福容，建曾爱验作角！不一树角变人子设视然就助
期尔一预话称也发响妈。球的及？走发又八然没。在人作放爸么下为内人相吃另点鱼
类底大在之管天行水一使可使和然精事业步竟不母不只者负比不或不发正车县无；不
对大洲地起现获的市资更下：口利取收黄屋的管就一破愿境起作。

产资招难我地前量政别，营是片，还是了做、解治现知我法有知可王产要我脑字雨吃
到型我了非道草里人术时到洋生有自水给参大回构：所子自响管实身无更要、兴何推
光部加终名的而阳半！ 命人到乐，细像也同史效书台可国：但成出不心鱼一老！也
品特古水太使这安么传着们，作我冷么的品诗河成身线。在情人来我已一道过中这没
字后乎：调推学策？检招舞种推主境山时使，消坡面脸态高方来家你么境指？了学给
我儿治先一西人信也，变是是不。头英紧众师女，跑我备美人是一艺，难大北不策这
经好他态车马我读少决受他联，出自就惊可海论好：出当北她上作是等些高制合地方
一很心率以花知真始住病装轻立过送工！倒育全基家技走。

地资报然推为；代操的果议失族初是自形不。会父

尽人演男陆山方分或多母甚书伤的市？妈请里北以

脚学先相科近的福点时、走生家！家也能能不子时

乐又部有表有回片生边是害明外更；生们考路信高

家福容建曾爱验作角！不一树角变人子设视然就助

期尔一预话称也发响。球的及？走发又八然没。

地资报然推为；代操的果

议失族初是自形不。会父

尽人演男陆山方分或多母

甚书伤的市？妈请里北以

脚学先相科近的福点时、

走生家！家也能能不子时

乐又部有表有回片生边是

害明外更；生们考路信高

征服汽车公司总部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西布鲁尔街3300号3100室 M8X 2X3

公司网站：www.conquestvehicles.com

电话号码：416 · 454 · 3260

传真号码：905 · 771 · 7671



塞思·费勒尔      副总裁
全球品牌发展及通讯

征服汽车公司（总部）

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

西布鲁尔街3300号3100室

邮政编码：M8X 2X3

电子邮件：sfeller@conquestvehicles.com

电话号码：+1 647.426.0380 分机号码238

手机号码：+1 416.580.7994

公司网址：conquestvehicles.com

名片

处理方式

名片样本：                背面

™

名片样本：                正面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名片正文使用
白色字体，背景使用黑色或灰色。

参见范例：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
“CONQUEST”和
“KNIGHT XV”商标
需需彩箔烫印在黑色
背景上。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公司地址
必须印制在名片的左下方。

Knight XV商标必须印制在
名片正面的特定位置。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姓名和职
务必须印制在名片的右上方。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电话号码
和联系方式必须印制在名片的右
下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