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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 Group International is an award winning studio of planners and architects dedicated to designing inspiring places to live, work, shop and play.
Assisted as a graphic designer to create a magazine layout, targeting real estate business persons in China.

PRINT ADVERTISEMENT 360mm x 290mm
Chinese Real Estate Magazine,  MCM Group International,  ILLUSTRATOR + GRAPHIC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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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挣更多钱么

? 我们设计成功的公式 =

更高的参与度

更多的满意的客户

更高的利润

让我们来帮助你吧！
请联系我们来学习如何做！

我们的服务

在过去的30余年间，MCM集团各公司在世
界各地设 计并协助建设了令人难忘的目的
地项目。我们在59个国家为超过2000个项目
提供了可行性研究、总体规划和建筑设计等
服务。我们擅长为旅游、度假、生活休闲及
娱乐等项目提供高品质的设计服务。MCM
集团是一家提供经济可行性分析，规划设计
，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以及可持续与水工程
设计等全方位服务的设计公司。MCM集团
分别拥有可提供景观及数字互动体验设计建
造服务的两家合资公司。

MCM 国际集团公司
MCM GROUP OF COMPANIES

欢迎扫一扫，关注MCM官方微信。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to follow us.

中国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广顺北大街5号
融创动力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 B 座A106 
邮编：100102

联系电话：
+86.1062766156
+86.106276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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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设计

度假胜地&酒店

文化景点

娱乐景点

主题公园

儿童活动中心

旅游目的地

生活休闲中心

智能交互设计

智慧旅游

数字娱乐

数字互动

智慧景观

数字展览展示

智能建筑

可持续设计

可持续社区
低排放建筑

环境水工程

湿地规划及工程设计 洛杉矶 北京 天津 成都 多哈奈洛比广州 

自2000年起参与中国300余个项目的设计

在59个国家有超过2000个工程项目

9个项目正在建造中

Designing for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