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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谈判的基本定义
双方在商务交涉中—双方利益矛
盾的解决

双方接受

权力游戏







商务谈判的四大特征





谈判的目的：争取利益的
最大化

双赢

结果出现的情况： 

零和



WIN-WIN 
Business



ZERO-SUM 
Business

零和

客户（对手）赚钱， 自己亏损；

客户（对手）亏损，自己赚钱。



1 情商提升

2 谈判心理学

6 团队客管理培训 3 博弈学

做好谈判前的学习

5 产品专业提升 

4 攻心策略



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1 着装及仪容仪表

2 资料准备

4 解决方案（至少二套）

A 以前沟通的问题点

5 团队协作 

C 特别的礼品

B 客户的特点

3 筹码



什么是筹码



金钱

谈判的常用筹码

品牌 人脉

渠道能力信息行为

人力



对方需要的

对方害怕的

谈判核心筹码



研究开发更贴切的客户市场需求的技术和产品，
增加客户吸引力，也这是优势与筹码；

行业的口碑也是你的重要筹码

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增加“人情筹码”

如何创造谈判筹码

最重的筹码： 你能让客户确信几乎只有你最能满
足客户的需求或关键需求



专业的产品知识让你在客户面前有优势和筹码

挖掘产品和客户的独特性，并把此独特性与客户的利益
相结合

对客户需求的深入了解和综合经验让客户感觉更安全，
这也是你的优势与筹码

客户对你的信任也是你的优势与筹码，信任能减少客
户的风险，增加客人的溢价

拖住客户，让客户不急于与对手成交，客户沟通越
多，则时间对你越有利，也是你的筹码

如何创造谈判筹码



各国客户的性格特
分析

Lewis Model Handout















谈判中非语言沟

通专业
形象

声音的
重要性

IMAGE IS EVERYTHING

声音的重要性： 声音可以引
导你的思维，声音的变化，高
低起伏。

说话的可信度 如：第三人公正



















上白下黑---中国式风格

谈判提问摸底：开放式/封闭式

一个人出去谈判：领导当坏人，自己当好人；
两个人出去谈判：领导当好人，自己当坏人；

创造出虚拟的团队： A，B，C，D，E



说服技巧： 引导法

2 开始：拉家常

5 情同理心

4 观察
9 激将法

10 引导

7 给梦
3 了解对方的背景

8 给痛

1 自信

6 多倾听，控制局势



说服技巧： 设局

1 可以保持长久的合作（小问题先解
决），最近的单子先下下来

2 建议客人先付***%的定金，给利2%的优
惠；

4 谈判的目的是合作，共同达成自己的目标

5 掌握主动的提问技巧：一般都是关注自己的需
求，没有关注客户的需求



案例：老妇人需求—采购李

子1 要买李子；

2 媳妇怀孕（了解客户需求）

3 想抱孙子（知道老妇人核心需求）

总结： 用提问的方式，把答案当问题来
问；

觉察---倾听—提问---赞美



把握让步
时机

1.不是买到便宜而是占到个“便宜” 

2.让你的客户（对手）心理上觉得获胜

让步



永远不要快速答应客户

第一次让步：  %

第二次让步：   %

第三次让步：   %
每一次让步都争取换东西回来，谈判的价
值就是互换东西；



力气

代价



1. 服装店老板卖衣服-是如
何把握让步时机的？

2.地摊卖糖果/水果--心
理上占便宜

案例故事： 



 外贸谈判三步曲

第一阶段： 谈价格（价格策略）

估计80%以上的订单直接死在这个
阶段上，相信一线的外贸深在感
触；

第二阶段： 谈产品 第三阶段： 谈交易条件



报价重要吗？？？



报价准备

定价和报价

让步方式



出口产品的价格构成

报价单的思路

如何制作报价单

报价准备



报价构成

1 基础价格=产品成本+包装费+证件费

2 代理（客户）佣金=货款×佣金率

3 客人指定的检验费（SGS等）

5 出口海运费：时价

4 国内费用=运杂费+报关费+港杂费+银行费+其他费用

6 出口保险费=CFR价格× 110%×保险费率



报价单思路

对比报价：
Promotion: $0.05/PC

Hot ! $0.90/PC



定 价
如何定价

因人因地而价

市场价格信息来源 ，销售价格控制

客户关注点

合格率，产能， 质控，研发，环境，用工等

付款方式



询盘
DEAR SIR,

WE HAVE DEMADN OF SPORTS BRA.
PLEASE GIVE US YOUR VERY BEST PRICE 
PER PC FOB BASIS. 
×××/MANAGER OF 
FAWAZAL KHATEEB TRADING CO.LLC.
PO BOX 55328 DUBAI UAE 
TEL: +971-4-2700000



案例

国内生产运动内衣的厂家：

产品外销最低价6美元/件

产品正常外销价7美元/件

产品目标外销价8美元/件



报 价
如何报
价？
高价留尾---西欧式报价：

高价格低起订量，短期交货

低价留尾---日本式报价

低价格，高起订量，长时间交货



WOMEN SOCKS: $0.28/PAIR

Specification:
Size: 25-27
Composition: 80% cotton+16% nylon+4%spandex 
…….
Minimum order quantity: 300 Pairs 
…..
Price can be negotiable according to details of 

Quantity, Packing, Payment, Delivery time, etc. 



客户询盘

客户有兴趣

客户看厂，满意 

讨价还价，成交 价格略高于底价，成交

邀请看厂，全程热情接待安排

对比大品牌技术参数，报稍高价

询价



让步方式

价格让步方式

策略让步方式



价格让步方式

产品组合式

梯度条件式

虚实交叉式



引发客户兴趣

发现客户对B，C等产品也有
兴趣

客户犹豫不定，并进一步讨价
还价 

客户满意，承诺下单 服务承诺等综合优势突出，成交

给出不同拼箱方案的整柜一口价

报A产品与B，C等拼整箱的价格

A产品报价17美元

产品组合式



加拿大客人询盘

客户被吸引

要求与样品有出入

按工厂最新价成交 坚持加价，付款方式改变，成交

报价的时间不同，成本改变，提价

报接近成本价及寄样获确认

收到客人询价

虚实交叉式（一）



客户不感兴趣

明显动心，但还想讨价还价

客户非常不满，还价反遇涨价

满意售后，继续合作 16美元成交，交易条件也合理

开始加价加量，更苛刻的付款方式

报15美元，锁定数量付款方式等

报价20美元

虚实交叉式（二）



梯度条件式

阶梯递进

漏斗探底

价格数量递进

价格数量递进



新客户，合作第一单

动心价格，加大合作

配合度越来越高，继续合作

忠诚的客户，采购范围扩大
到新产品

累积达三万件，15元，卖出新产品

累积达二万件，18元，保持合作

累积达一万件，19元，保持合作

第一单以20美元成交，合作

价格数量递进



价格条款递进

1×40’ HC, FOB Shanghai
100% PRE T/T, $15.00/PC
70% PRE T/T, 30% Before Delivery, $15.10/PC
50% PRE T/T, 50% Before Delivery, $15.20/PC
70% PRE T/T, 30% After Receive B/L Copy, $15.50/PC
50% PRE T/T, 50% After Receive B/L Copy, $16.00/PC

……………..



漏斗探底

工厂：$36--$33--$32--$31

客户:  $25--$27--$28--$29

双方都不再让步，僵持难下，如何办？　



策略让步方式

时效性折扣：1% off one month 
数量折扣：quantity discount
年度折扣：turnover bonus 
库存折扣：2% for cash
佣金折扣：commission 



作为外贸业务，被砍价是家常便饭，如何
应对变得非常重要，“反砍价”也是可以
训练的。

 客人是否跟你砍价有时也取决于你的第一
封报价是否合理，是否让客人喜欢，是否
让客人觉得有必要杀价

如何说服客人砍价呢？ 



1. 分析： 关键要准确把握客人的心理，客人之

所以砍价，是因为我们的报价与他的预期价

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差异越大，客人砍价的

意念越强；仔细洞察客人心理，耐心周旋，

诚信交易，说服客人杀价。



A. 压低期望值，说明市场价，态度坚决, 表明
让价困难, 让客人从你的一言一行里看不到有让
价的余地；

2. 第一步说服方案：

The unit price we quoted is based on quality 
grade, order quantity, delivery time and 
after-sale service. Please kindly 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B. 通过变相提升产品的价值来让客人动心，从
而达成交易（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客人觉得价格高，没有关系，我们先把价格撇开不谈，
把焦点转移到产品上，告诉客人产品具体参数或品牌，
特殊构造或工艺，提升价值，告诉客人产品的这个特
点能带来哪些未来利益。

有哪些独特的卖点：



15-day delivery, Guaranteed

Response within 12 hours 

Headache-free logistics support 

20 years trading experience 

Service hotlines in the USA and Europ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ackaging 

12 international approvals 

Our 50 sales staff can speak 10 major 
languages



D.为了今后长期合作，告诉客户愿意给一个不错
的折扣，如3%-5% discount

C. 给一个折扣价，告诉客人已经给到特别
待遇;



E.告诉客人要是今天能马上下正式订单，可以给到
5%的折扣，3天内付款给2%的折扣；

5% discount if you place an order with us today  .
2% discount if paid within ten days .



A： I don't think we'll be able to pay these price.
　　B： We may be able to work out a better deal for 
you .
　　A： Such as ？
　　B： We can give you 5% discount if you place an 
order with us today  .
　　A：这种价钱我们恐怕没办法接受。
　　B：我们也许可以想出一个对你有利的办法。
　　A：譬如说什么？
　　B：如果今天可以下订单的话，我们可以给到5%的折
扣。



第二步方案：价格谈判花的很大的力气/付
出了很大的代价：

A. 请示经理或老板，申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让
客人觉得你是在努力帮他争取；

B. 告诉客人, 求助下游材料供应商，帮客人在
材料上降低成本；



C. 告诉客人可以给他期望的目标价，但订单数量要达
我们指定的数量，委婉的与客人沟通或周旋；

A： You could save a lot if you would order
a little more .
B： How could we do that ？
A： We offer a discount for large orders .
B： Let me take another look at our requirements 



A： Your prices seem a little high .
B： We could make them lower for you .
A： How ？
B： If you order in large lots, we'll reduce the price .

A： We can offer a 10% discount for orders over 
10000 pieces.
B： I'm not sure we can use that many .
A： It would represent quite a savings .
B： Ok， I'll see what I can do .



A： Why are there three prices quoted for this part ？
B： They represent the prices for different quantities.
A： I see .
B： The more you order，the more you will save .

 The prices you received on March 24th are for our 
standard ink.
The price you received yesterday morning are for the 
ink especially produced for you after the sample we 
received.
 



30 kg of Posthumus 11 ink
Red – Blue – Black
Price: USD 491.90 / can
 
From a quantity of 25 cans, we will make you a 
welcome gift of 5%, which means a price of USD 
467.30 / can.
 
As soon as we received your payment, the production 
time is about 2 weeks additionally the time to organize 
the shipment.
But the exact delivery time could only be confirmed at 
the moment when we receive your payment.



D.给出最真诚的底价

E. 花了很大力气，说服不了客人的情况下，再建议客

人购买其它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

       对策：低价格---低品质材料配置

             高价格---高品质材料配置

A： This is the best material we have to offer .
B： Actually, I don't think we need it to be this good .
A： You might try one of our cheaper components, 
they are also very good.
B: Okay, Let’s do it. 



A： We can offer you thi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quality.
B： Is there much of a difference in price ？
A： Yes ，the economy model is about 30% less.
B： We'll take that one.

第三步方案：公司的底线价巳给完

A.清晰的告诉客户自己已经尽全力，因不能降
价向客户道歉；

B.表达出工厂对他的重视，给客户回头的机
会；



2%的销售是在第一次接洽后完成

5%的销售是在第二次跟踪后完成

3%的销售是在第一次跟踪后完成

10%的销售是在第三次跟踪后完成

80%的销售是在第4至11次跟踪后完成

美国专业营销人员协会的统计报告 

跟踪客户



2%的销售是在第一次接洽后完成

5%的销售是在第二次跟踪后完成

3%的销售是在第一次跟踪后完成

10%的销售是在第三次跟踪后完成

80%的销售是在第4至11次跟踪后完成

美国专业营销人员协会的统计报告 

跟踪客户



应需式跟踪

价值式跟踪

事件式跟踪

刺激式跟踪

印象式跟踪

跟踪客户之策略

乞求式跟踪

骚扰式跟踪



客户分类

多种跟踪 方法

定期跟踪制度

跟踪客户之策略



案例1：



案例1回复：

Dear Mura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ly 
communication with us. 
 
I understood what you mean by your explanation 
of your domestic market. Sincerely speaking, our 
price depends on the cost and reasonable profit. If 
we can sell it, yes. We don't like to always bargain 
with you for a little bit of money, this actually 
squeeze our margin to almost zero. Sincerely hope 
you understand it on our position. 
 



Please kindly note the following email, your target price 
$2.07 is based on order quantity of 10.000pcs, if we 
accept this price for 5000 pcs, which this actually 
squeeze our margin to almost zero, as you know,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s not zero sum business, but win-win. 
However, our boss Mr***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your 
company, and we had a meeting together for your 
company especially this morning, finally, we a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for you again, the discount 
price is $2.15 for quantity 5000pcs, please kindly see our 
final PI for your referenc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regards,



问答环节：

接下来有什么疑问请提问，共同成长进步！



微信:  thunder168
手机: 13602357685
QQ:    283391588 

    雷老师
微信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