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元找客户》
           ——旨在抛砖引玉

―雷雄风



目录

一，信仰 

二，200元找客户

三，我的开发信



一，信仰（ 底线、归属和方向）

       When I was young, my family 
lived overseas (over+seas, 
waters?). I lived in Indonesia 
for a few years. And my mother, 
she didn`t have the money to send 
me where all the American kids 
went to school (He had 
been sent here 副词adv to keep an 
eye on Benedict.他被派到这儿监视
贝内迪克特), but sh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keep up 
with an American education. 



           我小时候，我们家
生活在海外。我在印度尼西亚
住了几年。我妈妈没有钱送我
上其他美国孩子上的学校，但
她认为必须让我接受美式教育。        

        



         So she decided to teach 
me extra lessons herself, Monday 
through Friday, But because she 
had to go to work, the only time 
she could（情态动词不确定的情况
下就用） do it was at 4:30 in 
the morning.

          因此，她决定从周一到周
五自己给我补课。不过她还要上班，
所以只能在清晨4点半给我上课。



       I want to star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you have to 
yourself.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has something that you're 
good at.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has something to offer. 
And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yourself to discover what 
that is. That's the 
opportunity（词源Port-
seasonable吹向港口的风） an 
education can provide. 

       



          我首先要讲讲你们对
自己应尽的责任。你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你们每个人
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你们对
自己应尽的责任是发现自己的
能力所在。而教育能够提供这
样的机会。



       Maybe you could be a great 
writer – maybe even good enough 
to write a book or articles in a 
newspaper(写书或者发表文章) – 
but you might not know it until 
you write that English paper – 
that English class paper that's 
assigned （词源sign） to you.  
Maybe you could be a mayor or a 
senator or a Supreme Court 
justice – but you might not 
know that until you join student 
government or the debate team. 



    你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
甚至可能写书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但你可能要在完成那篇英文课的作
文后才会发现自己的才华。你或许
能成为一名市长或参议员或最高法
院的大法官，但你可能要在参加学
生会的工作或辩论队后才会发现自
己的能力。



       And even when you ‘ re 
struggling（~to do/for sth), 
even when you are discouraged, 
and you feel like other people 
have given up on you（短语give 
up on sth/sb）, don'ever give 
up on yourself, because when 
you give up on yourself, you 
give up on your country.       



Struggle (A lifelong struggle)



        即使当你苦苦挣扎、灰
心丧气、感到其他人对你不抱希
望时，也不要对你自己丧失信心，
因为当你自暴自弃时，你也抛弃
你自己的国家。 



二，200元找客户

如何找……？



1，进入国外客人的社交圈，主流的
Facebook;

2,   进入条件Cross Over 
https://www.ffvpn.com/

      收费标准：美国共享IP VPN     138 
元/半年;

       



    3,   VPN 使用窍门（采用香港登陆，不
要选择美国、不要经常换节点，换了IP就
变）





注册建议

    注册信息同身份证完全相符（若FB账
号被系统暂停，可以提交身份证找回）；

     注册手机号、邮件优选你本人，便于
防盗和信息变动；  



FB的两种方法

 走出去（适合个人）

 引进来（适合企业）： 

    告诉你facebook到底有多强大，只要你
注册了企业版，而且选用了含有你产品名
称的域名，你的排名表现就会非常好，因
为本身facebook的关联高，收录量相当高，
如果域名和公司名称中都有主打产品关键
词，搜索这个关键字的时候排名会很靠前
哦！







视频和相册内容

包括：
    1，全面最新的工厂介绍：图片、
         视频、工厂近况更新；
    2，齐全的产品类：
          扭扭车、锂电车、自行车…
    3，实用的技术支持类：
          使用视频、充电、保养注意
         事项、常见问题；
    4，客人未来成长关注的品牌建设
          类：含CCTV广告、
          营销活动、卖场建设…；
    5，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6，中国旅游热点和当前大事；







添加同行朋友或寻找国外同行公司









Google使用说明

        因为google的服务器搬出了大
陆，所以每次我们访问google.com都
会自动跳转到google.com.hk，使用起
来很不方便，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使
其不跳转，例如在地址栏输入
google.com/ncr，可以限制其跳转，
这样可以直接访问google.com的主页。
NCR的意思是no country redirect，
无论你到了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个
限制其跳转。





泰国成功案例

此处播放泰国台铃电视台视频；

针对当地人的展会；

和客户共同参加展会，36平米精装，
费用仅为4958美元；



三，开发信

两个案例；

逐环排查，为什么客户不回我？



实例一



实例一



实例一的文字
Dear Bruce,
 
so pls check:
 
150 pcs of 2 wheel self balance scooter, 6,5“ , different colours
 
10 pcs of 1 wheel scooter as offered, but pls send me here some 

more photos and infos. Also what colours you have……
 
I also want to get 30 bags and 30 rucksack for the 2 wheel 

scooters pls.
 
 
Thks
Wolfgang



实例二



实例二的文字
Hi
Am not interested in hooverboard. Everybody is selling that. 

My main bussines is E-bikes. Mainly e-MTBs

Selling mostly bikes like Haibike with Yamaha motor. Also 
building custom bikes.

Do you have mtbs with Bafang Max 350w 400-500wh 
batteries. Frames that can handle 27,5 + and 29 + 
wheels.

Min deore. Good hydr. discbrakes. Good 
frontsuspension.  Short chainstays. Price max 900usd

Why are all Chinese bikes so long? We like short  bikes 
with big wheels.

Med vennlig hilsen
Hans-Jørgen Fjuk
•



客户为什么不回我

    逐环排查, 找出源头：

             一，发件人；

             二，邮件内容；

             三，收件人；



（一）发件人

    1，发件人的邮箱地址有问题：

     @139.com;

     @qq.com;

     @126.com(少用);

    2， 第一封开发信切记不要带附件（可以
在邮件正文里面添加常规网页链接来替

代）；



推荐常用邮件地址

    举例：

    企业邮箱: bruce@tailg.com.cn；
    免费邮箱：

• ebtailg@hotmail.com;
• ebtailg@msn.com;
• ebtailg@gmail.com;
• ebtailg@yahoo.com;
• ebtailg@mail.com;



（二）邮件内容

邮件标题

邮件正文

邮件署名

发送邮件的正确时间



Hoverboard-TAILG brand since 2003
     Hello,
     How are you?

My name is Bruce Lei, General manager working at TAILG 
electric bike factory, which boasts of more than 5358 retail 
stores in China, and we sold 1.4 million pcs in year 2014.

Now, the electric hoverboard is very popular, thousands pcs 
are exported with price FOB Shenzhen 110-170USD, offering 
1-year-warranty.
Please have a look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4FBEYtGAc, 

Sure, you can view our latest catalogue 
at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1061650763
5&sk=photos&collection_token=100010616507635%3A23052
72732%3A6
  
If interested, just contact me.



邮件标题：Hoverboard-TAILG brand since 2003

特点：

       1, 品名清晰、专业；

        Hoverboard google 图片：

       2, 品牌效应TAILG，历史悠久；

       3, 标题清晰,邮件存档后以后检索更
容易，建议邮件标题定为邮件对话内容
主题，方便以后查询；



邮件正文：

     Hello, （更好: Dear +具体名字，以示尊重）
     How are you?

My name is Bruce Lei(1,礼节：必须先介绍自
己，没有人喜欢同‘空气’聊天; 2,英文名字
客人一下子因为Bruce Lei记住), General 
manager (职位：商人都喜欢同位高权重的人
联系，因为可以给他最大化的让步和支持) 
working at TAILG electric bike factory（商人
喜欢绕开贸易商，直接同工厂做生意）, 
which boasts of more than 5358 retail stores 
in China, and we sold 1.4 million pcs in year 
2014.（数据比文字更能突出实力）



有图有真相



邮件正文：

     Now, the electric hoverboard is very 
popular, thousands pcs are exported 
with price FOB Shenzhen 110-170USD
（商人肯定关心最低价格，最低价格要体
现出绝对的竞争性）, offering 1-year-
warranty（其次关心品质）.
Please have a look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
4FBEYtGAc, （如果对于产品不清楚，还
可以看漂亮的视频，直观、轻松、享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54FBEYtGAc 
此处请插播扭扭车国外视频。



邮件正文：
    Sure, you can view our latest catalogue at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106
16507635&sk=photos&collection_token=10001061
6507635%3A2305272732%3A6

    至此，如果客户：

  已经感兴趣，但是意犹未尽，所以，必须提供
一个更全面的网络虚拟商场或者官网，去逛逛；

  已经信任公司，但是对这个产品不感兴趣，可
能对其它产品感兴趣，也需要去全面的网络商场
或官网逛逛；

     接下来，关键就看网上商场是否能够满足客
户了。



邮件正文：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10616507635&sk=photos&
collection_token=100010616507635%3A2305272732%3A6

包括：
    1，全面最新的工厂介绍：图片、

         视频、工厂近况更新；

    2，齐全的产品类：

          扭扭车、锂电车、自行车…

    3，实用的技术支持类：

          使用视频、充电、保养注意

         事项、常见问题；

    4，客人未来成长关注的品牌建设

          类：含CCTV广告、

          营销活动、卖场建设…；

    5，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6，中国旅游热点和当前大事；



邮件署名：
     Yours faithfully(不能缩写，比如Bst rgds, 不礼貌且很不真诚。知道收件人名字，用

sincerely)

------------个人信息部分：
Bruce Lei （英文名字特色，易记住）
Export Manager（职位略微放大）
Mobile/WhatsApp/Wechat: 0086-13724211587（即时聊天工具泰国LINE…） 
Email: ebtailg@hotmail.com  (ebtailg,同Skype统一，方便记忆)
Skype: ebtailg                         
Website:www.tailg.com.cn

   （1, 不能少，一个企业的脸，至少品类完整；

       2, 大局意识：公司产品商标-如TAILG,务必在主要市场和潜在市场注册，否则
被国外抢注，损失巨大，且十分被动，“美的”“不美”，曾经很受伤；

       3,大局意识：主要市场和潜在市场，网站域名的注册, 比如越南
www.tailg.com.vn, …br;）

公司信息部分：
      Shenzhen Shenling Car Co., Ltd (Factory) （同公司收款账号保持一致,增加信任）

Add:92, Fenghuang Lu, Baihuadong Cun, Dalingshan Zhen, Dongguan, Guangdong, 
China. （正确的翻译地址，方便文件DHL）
Tel: +86-769-38937888-568, Fax:+86-769-38922980(必须要有,可以赢得信任)



发送邮件的正确时间

如果写完就发，通常“沉底”了，客户不
会先回；

考虑“时差”问题，定时发送最好, 最好
是发过去是客户的上班时间；

中东区域(穆斯林国家)最好集中在周一二
三，其他区域在周二三四;



（三）收件人
喜欢深刻的第一印象的人：一个好的英文名
（包括客户本国的名人），让客户第一次就记
住了你；

喜欢这样的开发信：
a.美：邮件排版颜值高（俊美的字体、字体

大小适中）；
b.尊重客户的时间，邮件内容简短、信息全

面；
c.广告自己和公司来吸引客人时，请用数据

和事实说话、掌握“火候”；
d. 邮件无“作文硬伤”，体现出个人能力和

修养；      



喜欢体贴、细致的人：收件人如果看不
懂英文。建议：邮件内容使用简单句、
短小句，同时用GOOGLE翻译为客户当地
的语言，两种语言发送, 做到Meet and 
exceed your expectations；

如果收件人已经不由自主喜欢、信任了
你，怎么第一时间找到你？（邮件署名
必须列出常用手机在线聊天工具）



核心总结

      营销意识： 先营后销！

      祝大家：

        早日实现从“外贸业务员”——“外贸高
级营销工程师”（工程师：产品和营销
工程师）——“外贸总裁”的华丽蜕变！

          

      



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