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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可跨境电子商务

汉可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东莞市政府重点扶持的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 在东莞市政府、环球市场集团，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华南跨境电商产业园的支持下成立，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公司位于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

汉可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品牌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电子商务
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B2B、B2C跨境电子商务战略规划、B2B、B2C跨境

电子商务整体解决方案、跨境业务人才岗前培训、在岗员工技能提升培训及
就业推荐等服务，助力企业成长为国际品牌。

汉可公司现已与多家知名企业形成战略合作，涉及包装、灯饰、家具、
五金、服装等领域的生产与销售，为品牌商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服务。

www.hankec.com





为加入我们的外贸新人提供外贸知识培训，课程由多位外贸达人

联合定制，让您掌握大学书本以外的外贸实战技巧，帮助新人更快更好地
适应外贸环境。

汉可精英计划--新人篇

汉可培训学院



汉可为员工提供长达一年进阶成长方案，帮助员工不断提升外贸
技能，了解外贸行业动向，为员工提供互相交流与发展的平台。

汉可精英计划--进阶篇

汉可培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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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专业买手

认识我们的角色



专业买手，从询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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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盘开发前的准备



客户是谁？ 客户如何分类

客户需要什么？

怎样拿下客户



1.调查公司背景，确认客户信息

查询买家信息引擎

http://www.manta.com 美国公司的详细资料 ，包括联系信
息,网址,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和员工人数,还有联系人姓名
http://www.europages.com/ 欧洲黄页
http://www.bigbook.com 美国公司查询
http://www.maqguide.com 墨西哥企业搜索
http://www.indiayellowpages.com 印度黄页

google

http://www.manta.com/
http://www.europages.com/
http://www.bigbook.com/
http://www.maqguide.com/
http://www.indiayellowpages.com/


2.客户分类

按内容分类 ：

A类客户：询盘产品要求与
我司主营一致；

B类客户：询盘产品目前公

司没有做过，但经过开发公
司可做。

C类客户：询盘产品与我司
主营不一致

D广告邮件

按地域分类及特点：

A: 欧美：服务大于价格，如果还价，要告
诉为什么贵。重服务

B：非洲：夸质量，说便宜。给他选择理
由，不稳定

C：中东：说便宜，说质量好，土豪多。

D：东南亚：价格无优势，做好关系。做
兄弟

E：印度：啰嗦，骗子多，磨豆腐。



询盘开发如何实现？



STS

模式

Sensitive

Trust

Service

询盘开发STS模式-Hank模式

T：销售自己

S：专业的服务S：获取信息的能力



询盘开发8要素



●要素一：邮件的主题：

一个不明确的主题，会导致客户根本不会去打开陌生人的邮件。所

以主题可以让我们客户在打开邮件前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we are the manufacturer of lights”，或者“Price list from Wahshing 

Packing Products company.,Ltd.”等等。

邮件开发的要点



●要素二、格式

字体：英文邮件中的字体一般用Arial，Calibri, Comic sans ms

颜色：可根据客户喜好的颜色，蓝色和黑色常用。

段落格式：格式要清楚明了，段落清晰，重点突出。

签名：签名文字不能太耀眼、太大，注明联系方式和职位。
人称：用第一人称复数we, us.

Example： We hope that we can establish a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you in the near future.



客户邮件分享1：



●要素三：定位客户

价格谈判中要做到定位好客户，欧美客户平等地位，争取公司利益的同时
让客户知道我们是在帮助客户做专业生产,协助服务，而不是求订单。需要
让客户知道我们的价值。

案例KC



●要素四：时效:对客户的任何信息要及时响应并回复；

主动开发邮件时间宜选择在星期二到星期五期间。周末最好不要进行这样的跟进
邮件，因为星期一上班后，客户的邮箱里往往会充满了需要处理的工作邮件，常常
会没有时间或耐心仔细阅读此类业务开发邮件，而丧失机会



●要素五：回答关注的问题：

客户是关注公司的实力，关注公司的历史，关注价格还是关注服务，重点
介绍，打消客户的疑虑，增进沟通，加深信任。切记答非所问！！



●要素六：产品报价：

价格低不离谱，争取关注，关注后不需要用低价了。

0.016的成功到0.03美元
0.141美元和0.155美元的案例 Hank模式



●要素七：分类模板

客户分类的模板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

AB询盘邮件的回复模板

Dear xx,

Thanks for you inquiry dated on June,4th. We are happy you find us 

on globalmarket.com. We, a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doing all 

kinds of paper packing with 46 years experience, sincerely hope to 

built long term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you.  

For the chocolate box you requested ，c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your size and material ? We will appreciate your design or sampl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ier reply!

Best regards

Hank

介绍自己，
表达愿望

沟通产品

期待回
复



C、D类客户回复模板
Dear XX,

Thanks for your inquiry at alibaba.com.

We are professional supplier for gift packing at competitive price, located in 

XX. By now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XX(出口国别或地区). Here 

is the attachment with some pictures & price of our products that may suit 

your market requirements. Also you’re welcome to check our website(xxx) for 

more details and select your interested products.

We’re sincerely looking forward to developing business with you, If any 

comments, we would be glad to discuss in details through skype：windxliu \

mails hank@ws-pack.com or any way you like. 

Thanks and best regards

Hank

介绍自
己

表达愿望



为什么面对邮件那
么多问题，有没自
己先理解再去问难
点开发客户的流程

●要点八：邮件开发八步曲

服装店被营销的案例



回顾总结：

定位：专业的买手

1.询盘开发准备

2.询盘开发实现： Hank STS模式
8要

素
邮

件开发八步曲





坚持 外贸是个蛹化成蝶的过程。贵在坚持! 



欢迎您的关注。。。

刘峰
汉可跨境电商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