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LCOME



张美兰,Ariel,29岁

外贸经验：2.5 年

展会经验： 2014.09      第6届上海国际电线电缆展
                  2016.04      第16届德国管材&线材展
                  2016.09      第7届上海国际电线电缆展
                  2016.12      即将参加越南河内线缆展

外贸业绩：

               年度 业绩（RMB） 增长率

2014（3~12月） 800,000 NA

2015（1~12月） 2,000,000 150%

2016  (1~10月) 5,200,000 160%



在商务谈判中，问答几乎贯穿着谈判的全过程，双方合作都是通过反复
的问答来实现的。从你的提问及回复中，客户能够感知到你的专业度，和一个专业高
水准的业务谈判，是一次愉快的旅程。

分享目的： 如何通过提问深入了解客户，建立客户联系。
                  如何通过回复拓宽销售渠道，提高成交机率



回复的差异化思维：
回复中延伸问题
找到客户关注的点

回复要体现高情商：
把“赢”的感觉留给客户
 不着急成交,不轻易让步
把客户反驳及质疑当时最好的
机会
管理客户期望值

谈判中我们是否会:

•如何提问
• 我们从提问中得到的客户信息越多，越
能增加我们的谈判筹码，而筹码越多，
越容易成交

1，不敢开口问客户？

2，问题得不到客户答案？

3， 不知道从何聊起？

•如何回复更容易成交
• 回复的专业性体现着产品信息，公司文
化以及个人能力，专业的回复能更好的
拓宽销售渠道，让你在谈判中更加从容。

4，回复后客户不再理会？

5，遭到客户质疑，反驳？

6，要求让步,或过高要
求？

1，Yes/No式简捷提问
2,    站在客户角度提问
3，问题与客户相关

那么:



1，Yes/No式简捷提问

2，站在客户角度提问

3，问题与客户相关

“Would you mind…?” “Could 
you pls…?” “Is that possible…” 
“ May I…”  “Could we…”“Will 
you…if  we…”

一个好的提问应该达到两个目的: 1，有助于了解你的客户 
                                                               2，能帮助你客户解决他的问题

问题应该具备的条件：1，足够尖锐，有设计好的答案
                                2，给到客户回复你的理由



Do you think you can take a full container if the price workable?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import this material from China?

Are you now buying the material from China or from your local market?

Will you send our sample to your customer for checking or you can confirm it 
by yourself?

问题特点：容易回答，一针见血，但包含大量客户信息



Is that possible you can send us few meters sample so that we can produce 
the sample match your requirements better?

May I know when you will need this material ready in your stock? We’d like to 
caculate the shipment time and production time for your order.

We understand your concern about the quality, could we suggest making a 
trial order first like 1 or 2 pallets? 

问题特点：给客户信心，与客户共情，让客户没有拒绝你的理由



 When you will arrange the balance payment?
                 
  建议:     The container will arrive at your port around 5th,Dec,Pls kindly arrange   
                    the pick up on time to avoid any extra charge.
                    And,we will need 5~7 days to dispatch the shipping docs to your office,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your balance for sending out the docs, will you 
                    available to arrange it these 2 days?

What is your requirement for the package?
                 
 建议： The regular package  OD around 360mm,15KG per roll. Do you think this 
                   size will be workable to install on your machine? Or do you have any 
                    special request for the roll OD & ID?

问题特点：与客户利益相冲突，不得不答



回复的差异化思维：
回复中延伸问题
找到客户关注的点

回复要体现高情商：

把“赢”的感觉留给客户
把客户反驳及质疑当时最好的机会
 不着急成交,不轻易让步
管理客户期望值

小技巧：
多说Yes少说No
同理心倾听
让客户感受到你的感受



回复中延伸问题

找到客户关注的点

比客户更了解你的客户
不纯粹报价，价格只是成交的一部分
（在了解市场价格接受能力的情况下理
性报价，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专业价
值，公司价值等都会让客户更容易接受
你的价格）
延伸出客户关注的点（抗紫外线，卷
大小，拉断力,需求数量etc），给到你的
专业回复

无效回复



把“赢”的感觉留给客户

例1:    We need your best price to do the final decision.
             分析：相同市场客户采购价格，当地可销售价格，利润循环.

例2： As we know the raw material pricing has dropped dramatically,we need your 
better price.

把客户反驳及质疑当时最好的机会

例：Your quality is quite bad. I am afraid we can not proceed the cooperation. Let’s 
talk about compensation.
          分析：坦诚，让客户更加熟悉了解我们的公司，越熟悉越有感情，越认可，
越相信。反之越掩盖问题，客户越不敢相信你



 不着急成交,不轻易让步
例1：

例2：We have some problem with our current supplier, we are looking for the new 
partner. Pls send offer.
         分析：给客户时间，也给自己时间。

管理客户期望值
例： how about the production time? We need the the container in the first week of Jan
          分析：量力而行，不轻易许诺
       
          



重点：

围绕客户的多种不同提问方式
多元化回复，客户问题的延伸性
对于不同问题客户的回答方式

了解你的客户，拓宽销售渠道，做一个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的专业销售人员
制订相对平等谈判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