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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大纲 � 

① �  ② �  ③ �  ④ � 

了解国际物

流的风险与

细则 � 

——不模糊 � 

确定原因并 � 

制定解决方案 � 

——不拖拉 

事后跟进
和预防 � 

——不二过 

高效处理技巧 � 
——不凌乱 � 



   问题要解决是思路重要，还是情绪重要? 



外贸员小明给客户报价（CIF），货物
通过DHL快递，一批货物10000PCS，工
厂给到的包装数据是实重400KG，外箱
规格是：50cm*50cm*50cm.装30箱 

这个货如果⾛走快递是多少KG？ 

案例一：国际快递常见问题 � 



问题发生了 � 
小明了解一下运费，货代报30RMB/kg,问
题出现了，小明是按照750*30=22500RMB，
报价给客户的，后面出货的时候，货代当
场确认的规格是52*52*52=844KG，多出了
94KG＊30＝2820RMB,但是客户只是转了
22500RMB的运费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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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了解
初步情况 � 

与相关人
员沟通 � 

向相关人
员汇报 � 

异常事件处理三步曲 � 



FAB法则例表  

　  产品所在公司  家具公司 　汽车公司  

　    产品  真皮沙发 配有12缸发动机的汽车 

　    F（属性）  真皮 12缸的发动机  

　    A（作用）  柔软 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为12秒  

　    B（益处）  感觉舒服 省时 

“FAB”说服性沟通的结构 

属性（Feature）： � 
你的产品所包含的客观现实，所具有的属性 � 
作用（Advantage）： � 
就是能够给客户带来的用处 � 
利益（Benefit）： � 
就是给客户带来的利益 �  �  �  �  �  �  �  �  �  �  �  �  �  �  �  �  �  � 
 � 
 � 



沟通中的
“FAB”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高 

长 

宽 

妈妈说了，信什么，别信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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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要怎么说 � 

 � 
 �  �  �  �  �  �  �  � 纸箱 � 
 � 
确实是有这
么大，不容
分说 � 

 � 
客户 � 
 � 

为什么你一
开始不说 � 

 �  �  �  �  �  �  � 
 �  �  �  �  �  �  � 货代 � 
 � 
其实我想对
你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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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原则 � 



通常情况下想到的办法 � 



                                             

了解物流公司
的计算方式及
测量细则 

了解自身产品
的包装属性及
上浮空间 

不要把价格报
死了，给意外
一些缓冲 

不要本末倒置—
服务的核心 

预防机制 � 



案例二：货物清关延误该如何应对 � 

•  小明的货，通过货代寄DHL，卡在了美国 
   海关好些天，网站上显示清关延误的状态 
 

•  货代通知小明联系国外客户协助清关，但 
是小明觉得我的货交给你了，你们就应该送
到我客户的手上，为什么要我联系客户呢?
这不是给我的客户添乱吗？ 



你认同小明的理解方式吗？为什么？ � 



小明有一个英国的客户，客户让小明通过
UPS帐号寄货，费用到付，小明寄了，但是
一个月后，小明收到了UPS的通知要求其支
付10000RMB的费用，原因是国外收货人无力
支付。 
 

¦ ⼩小明很郁闷：既然是到付，客户货都收了，
国外如果不付钱，你就不给货收货⼈人嘛，
为什么还要我付呢？ 

 ¦ ⼩小明不理会UPS，但是UPS说会起诉他们
公司．经常打电话过来，这样的结果应该
怎么办？ 

 

案例三：到付就真的没有风险吗？ � 



小明寄了一批货物给到客户，100KG成交金
额为8000USD，在快递的商业发票上也是写
了这么多，最后到了当地产生了500USD的关
税，客户发飚了，问这是怎么回事？ 

⼩小明不解： 

1、快递货物不是包了关税的嘛，怎么要客户出呢？ 
 2、 关税怎么清楚多少呢？有什么依据呢？ 

 3、 如何有效的降低关税呢？ 

案例四：关税/DUTY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形势突变,美元
贬值,美国次贷,石油,粮食等等危机给我国
出口贸易增加无数变数.长期以来,我国中小
企业,为了方便出口操作,以及规避海运费不
断调整的压力,已经习惯了报价:FOB条款 
     
在长期一段时间,FOB报价可以有效规避CNF
的海运费涨价风险,在方便客户同时,也可相
对控制自己的成本.但是这样的FOB操作同样
存在“巨大风险”.请所有外贸认真对待,尽
量规避无必要的风险. 
     
 
 

案例五：FOB风险 � 



•  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对于出口韩国
，日本，东南亚等近洋货柜，到港时
间快，指定货代经常未得到发货人的
允许，私自将货物放货给收货人，此情
况也发生在欧洲的一些货代上 

FOB风险一：客户未付款，指定货代提前放货 � 



• 客户自行订仓,直接付款给货代,货代绕过
工厂直接放单给客户. 

A工厂与某香港客户做了3X40HQ货柜货物,成
交价FOB深圳, 出货前,香港客户自己找了
货代订仓,将S/O给了A工厂, 并答应A工厂,
提单出了以后,就将余款打给A工厂,于是A
工厂完成完成拖车+报关FOB流程.结果,香
港客户将运费打给货代后,自行拿了提单,
失踪. 而A工厂也无法拿到货款. 

最好规避风险的方法是找一家专业,有经验
的货运代理公司, 来帮助工厂规避出口风
险. 

 



客户不要货,工厂被追收目的港费用以及
海运费. 
 
A工厂与某客户做FOB贸易,由于客户已经付清
货款,于是将提单寄给客户. 后来客户不知什
么原因迟迟不去提柜,柜子在码头放了数月. 
于是船公司向A工厂追讨海运费以及仓租.  由
于A工厂操作不当,最后法庭判A工厂败诉.A工
厂不得不承担巨额目的港仓租以及海运费. 
最好规避风险的方法是同一个国家多找相同需
求的买家，这样的话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转卖给
另一个买家，不致于损失太大 

 �  � FOB风险二 � 



拖车费：RMB600 
拼箱费：RMB80/RT 
买单报关费：RMB650/SET 
文件费：RMB450/SET 
服务费：RMB250/SET 
电放费：RMB300/SET 
ENS:USD25/SET 

小明有一批货物到英国，10CBM，交易条款是
FOB，但小明是新人，自身的产品成本是清楚
的，但是FOB的费用不是很清楚，如何进行成
本核算呢 
 

小明这次的货有5000PCS，大家动手帮小明算一下，
摊到每个产品是多少钱？ 

案例六：FOB费用如何定义 



小明有一个订单到
欧洲45CBM，柜子
里面装了10000PCS
，请问摊到每个一
产品运费多少？ 

•  DOCF RMB:500 
•  EIR RMB:30 
•  ENS USD:25 
•  ORC RMB:1850 
•  SEAL RMB:45 
•  Handling:RMB 400 
•  Truck:RMB 1300 
•  Custom:RMB500 



小明订了一个柜子，预计是下午三点到厂，
三点的时候果然柜子到厂了，也比较急，就
装柜了，装完后走了，不久又来了一个柜子，
这下小明傻眼了，发现装错了柜子 

不要觉得这个事情不可能，这个还真有发⽣生
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柜号，封条号，
还要亲眼看着封条封上去 

WHY？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存
在 

案例七：确定来的就是你的柜子吗 � 





•  小明有一个客户走空运货物，货物有10CBM，空运
费为：30RMB/KG,由小明负责运费，因为是延误了

交期，运费都是亏了的，但是为了节约成本，用
了比较差的纸箱包装，到达机场后，箱子变形了，
导致大为11CBM，比原来的多出1CBM ,运费就多出
了5000多RMB 

¦ 所以是省了，还是亏了呢？ 

案例八：是省了，还是亏了 � 



•  小明公司需要去法国参展，时间为3月25
号，但是因为样品比较多，生产比较慢，
3月20号才导致时效没有赶上 

¦  小明寄两张木椅子样板给到客户，但是包
装是用很薄的夹板包装好的，最后到了国
外，有一张椅子坏掉了，影响到了后期的
订单 

案例九：特殊货物，特殊对待 � 



很多指定货代的收费确定非常离谱，比如一个

拼箱费，正常是40RMB,收个80也就算了，就有

的收380RMB/RT ,怎么处理？ 

案例十：指定货代多收费用怎么破？ � 

沟通中的FAB 





我们的目标是 � 



                                         

    
   Jack/胡汉顺                 

   微信：13527988463 

   手机：13527988463 

    QQ：406584851 

感谢聆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