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市场开发及客服攻略

     讲师： 肖亚林（Shaney)
     DATE:   2017/03/04



 讲师简介

肖亚林（Shaney）           
•MBA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在读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   日本语专业    
 •英、日双语国际贸易背景
•7年销售管理经验   5年企业运营综合管理经验
•曾任职IBM/LENOVO/FUJITSU/NEC  A/C专案经理
•目前任职美国TNT集团中国公司执行经理
 •擅长HR管理，Sales/Marketing管理，S.C.M，P.M等
•东莞外贸人材培训基地（汉可外贸培训学院）金牌讲师
•企业管理培训师、职场素养提升专家、企业实战型形象管理与商务礼仪培训讲师
跨界精英、中高端女性身心灵成长交流平台【涵品荟】创 始人
  【魅力绽放、幸福人生大学堂】课程体系编创者、首席讲师、积极心理学及正能量导师
•授课风格：“干货”+ “鸡汤”、生动、幽默、深入浅出、深受学员喜爱与好评！



 课程简介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感兴趣如何在商业合作中做到“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

你想掌握与客户沟通的“久赢真经”成功虏获客人的”芳心“让客人对你  
“情有独钟”吗？

你想更多的了解亚洲市场及亚洲客户特性吗？

你想知道与亚洲客户做贸易要注意哪些事项吗？

你想攻克更多的亚洲客户及成功获得更多订单吗？

如果你想,并且愿意去行动,  那么, 来吧, 让我们相约《汉可星期六》外贸大讲
堂吧， 让我们跟随外贸达人及职业经理人Shaney老师进入《亚洲客户开发及
客服攻略》的精彩课堂吧， 3 月4日 14：00  我们不见不散！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对亚洲市场的了解

1-1  亚洲市场概述
1-2  亚洲客户的共同特性
1-3  举例说明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等客人特性
1-4  什么产品在亚洲市场最畅销
1-5  与亚洲客户打交道之商务礼仪

第二部分：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2-1  熟悉公司的概况 以及公司存在的优势

2-2  掌握公司的产品特点以及“关键卖点”

2-3   了解客户的需求点及掌握客人的侧重点

2-4  及时了解研发动态，新品推荐至关重要



 课程大纲

2-5  了解客人在行业的市场份额、客户定位至关重要
（找到具备“管道”能力的客人是王道！）

2-6    掌握更多开发方法与技能，让开发工作更轻松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2-8  RFQ管理、PM管理是有效工作的有力武器

2-9  适时把握推销时机，反被动为主动

2-10  定期总结、分析销售趋势及动态，为客人节省时间，获得潜在订单



 课程大纲

第三部分：与客人沟通之“久赢真经”

3-1  高效处理任何问题，效率是生存之根本

3-2  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成为客人贴身“小秘书”

3-3  做事有始有终，成为业务担当多面手

3-4  贸易条件不是关键，客服质量才是王牌

3-5  换位思考做人，做事更易成功

3-6  客户开发及管理中的“二八定律”

第四部分：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第五部分：外贸人必备的个人品质  
第六部分：现场沟通、互动问答



                第一部分：
        对亚洲市场的了解



 1-1  亚洲市场都包含哪些



 1-1  亚洲市场都包含哪些



 1-2 亚洲客户的共同特性

 原因： 东方文化的特质

 更愿意信任： 亲戚、朋友、同学、老客户

 消费倾向：  向老主顾购买商品

 应对机制： 
      与客户成为朋友、取得客户的信任！
      编织一张关系网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产品方面：喜欢外观小巧精致的产品，
                          外观设计很 重要！



 1-3举例说明几个发达国家等客人特性

1、

  
认真负责、 工作勤奋、好追根问底、 有工匠精神、

 对应人员要求： 有耐心、 要守时、够专业、 有团队精神、模糊上下班概念

EXAMPLE:    JAPAN FUJITSU PROJECTS

 



 1-3举例说明几个发达国家等客人特性

 2、

 

有礼貌、平易近人、重效率、喜欢外观小巧精致、价格合理的产品、
               不喜讨价还价        

对应人员要求：严格自律、做事要高效、服务要好 

EXAMPLE :  KW  DC 3.5 SERIES/    TW COMPUTEX  KW CASE



 1-3举例说明几个发达国家等客人特性

3、

注重礼仪、逆向思维较强、工作勤奋、 使用中/英双语

对应人员要求： 有礼貌、 思维清晰、有条理、 做事高效勤奋



 1-4  什么产品在亚洲市场最畅销

快速消费品(FMCG，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是指那些使用寿命较短，消费
速度较快的消费品。

例如 ：

1、生活日用品如： 衣服、鞋子、包包、各类化妆品 等

2、消费类电子产品如：手机充电线、移动电源、车充、无线路由器等各类顾客可
直接使用的电子产品



 1-5  与亚洲客户打交道之商务礼仪

以日本、韩国为例：

1、语音要清晰、语调高低要把握好、语速快慢要把握好

2、态度要真诚、谦卑、温和、有礼貌

3、见面鞠躬礼

4、名片礼

5、握手礼

6、入座礼



 1-5  与亚洲客户打交道之商务礼仪（3种场景）



           第二部分：
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2-1  了解公司的简介 以及公司存在的优势



 2-1  了解公司的简介 以及公司存在的优势



 2-1  了解公司的简介 以及公司存在的优势



 2-2  掌握公司的产品特点以及“关键卖点”



 2-3   了解客户的需求点及掌握客人的侧重点

寻找厂商或相应产品时基于什么条件？

1、仅仅用于比价、议价 ，并无真意考量更换合作伙伴
（  作为与现有供有商谈判的筹码）

2、寻SECOND SOURCE作为备用厂商资源， 将来有切入可能性；

3、现有供应商品质/交期/ 服务不好或成本太高，急需寻立即可以合作的厂
商；

4、客人现有供应商无法生产其“正在寻找的此款产品”，本公司有切入机
会；

5、客人对你公司有好感；

6、客人对你推荐的新品感兴趣；



 2-3   了解客户的需求点及掌握客人的侧重点

品质 (Quality)  ？

交期 (Delivery) ？

服务 (Service)   ？

成本    (Cost)      ？



 2-4  及时了解研发动态，新品推荐至关重要



 2-5  了解客人在行业的市场份额、客户定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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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掌握更多开发方法与技能，让开发工作更轻松

1、透过B2B 外贸平台（如阿里巴巴、环球 资
源、中国制造等）

2、参加行业展会

3、利用搜索引擎

4、购买外贸通软件

5、利用国际化社交网站（如 LINKED IN 等)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Dear 4 Cabling /  Jane,
Good day!
Very glad to  contact with you! 
This is Shaney who is from Tri-Net Technology China team, We got your information from 
G.S. HK show in the past time, I reviewed your website carefully and found that you sell 
many kinds of cables such as USB, HDMI, DVI, Patch cord, Fiber etc.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We are a professional cable assy. manufacture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already, Here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regarding with our company, Pls. kindly refer below information with 
tks. 
History:  (http: // www.trinetusa.com) 

Tri-Net Technology, Inc (TNT) with (ISO9001:2008, ISO 14001:2004, & RoHS Complian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was established in Walnut, California in 1992. TN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all its customers with intelligent networking solutions, while consistently 
growi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Along the way, TNT has grown from a niche custom 
cable assembly house to a diversified enterprise with a commitment to technology and 
all its enriching benefits.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Major Product Catagory: 

1. Custom / OEM / PC Cables Assembly (USB, HDMI, VGA, DVI, KVM, DP, MINI DP  etc. )

2. Network Patch Cable Assembly Division (Cat5E, Cat6, & Cat6a Patch Cords (UTP, STP, 
Molded and Assembly Type))

3. Custom / OEM / Audio Video Cables Assembly 

4. Fiber Patch Cable Assembly Division (ST, SC, FC, LC, MTRJ, MU, MTP Connectors)

5. Digital Signage Products

6. Structure Cabling System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some HDMI series new products to you as below, Pls. 
kindly refer the attached photos/
product key features,  If you are interesting in them, will provide the quote/ schematic 
files to you for reference A.S.A.P.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fter review , Pls.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thanks!! 

 1) HDMI 2.0 4K/60Hz premium cables with HDMI certification 

(Below length pass certification) 

3ft(0.91m)
1.8 Meter
10 Ft (3.0meter)
15ft (4.5meter)
5.0 meter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2-7  写好开发信，获得客人的初步青睐

 

 

2) HDMI Male to HDMI Male in Mini Profile with Gripping Latch (Special design) 



2-8  RFQ管理、PM管理必不可少



 2-9  适时把握推销时机



 2-10  定期总结、分析销售趋势及动态，为客人节省时间

Example:  KW Business Trip



                第三部分：
与客人沟通之“久赢真经”



 3-1  高效处理任何问题，效率是生存之根本

高效工作的案例：  海尔崔淑立的“夜半日清”

   “拿下美国B客户非常难！”洗衣机海外产品经理崔淑立接手美国市场时，大家都
这么说，因为前任各产品经理在这位客户面前都业绩平平。

　　真这么难吗？崔淑立不信。这天，崔淑立一上班就看到了B客户发来的要求设计
洗衣机新外观的邮件。因时差12个小时，此时正是美国的晚上，崔淑立很后悔，如
果能即时回复，客户就不用再等到第二天了！从这天起，崔淑立决定以后晚上过了
11点再下班，这就意味着可以在当地上午的时间里处理完客户的所有信息。

　　三天过去了，“夜半日清”让崔淑立与客户能及时沟通，开发部很快完成了新
外观洗衣机的设计图。就在决定把图样发给客户时，崔淑立认为还必须配上整机图，
以免影响确认。当她“逼着”自己和同事们完成“日清”——整机外观图并发给客
户时，已经是晚上12点了。大约凌晨1点，崔淑立回到家，立刻打开家中电脑，当她
看到客户的回复：“产品非常有吸引力，这就是美国人喜欢的。”她顿时高兴得睡
意全无，为自己的“夜半日清”有效果而兴奋不已！

    



 3-1  高效处理任何问题，效率是生存之根本

          样机推进中，崔淑立常常半夜醒来打开电脑看邮件，可以回复的就即时给
客户答复。美国那边的客户完全被崔淑立的精神打动了，推进速度更快了，B客
户第一批定单终于敲定了！

            其实，市场没变，客户没变，拿大订单的难度没变，变的只是一个有竞争
力的人——崔淑立。

         崔淑立完全有理由说：“有‘时差'，我没法当天处理客户邮件。”但她只
认目标，不说理由！为什么？

          崔淑立说：“因为，我从中感受到的是自我经营的快乐！有‘时差'，也要
日清！



3-2  做好联络进度管控表，让事情进展一目了然



 3-3  做事有始有终，让客户更信赖！

 
你
销
售
的
不

仅
是
产
品
，

更
重
要
是
服

务
！



 3-4  有关贸易条件



 3-5  学会换位思考，让你成功开启销售之门（正面案例）

案例1：

公司门口的左边与右边各开了一家米粉店，店内布局一样，服
务人数一样，所经营的米粉类型一样，味道也差不多，但左边
的店一直生意兴隆，而右边的店较对较冷 清，原因为左边店的
老板在热腾腾的米粉捞上来后往冰水里过了30秒而后捞起来再
端给顾客，此时顾客吃到嘴里刚刚好。

而右边的店老板直接将热腾腾的米粉端给顾客，顾客通常要吹
了几分钟后才能吃否则可能被烫到，众所周知，上班一族早上
通常都是非常赶时间的，同吃一碗米粉，在左边吃只需右边吃
的时间一半，您会选择哪家呢？

   你的感悟？



 3-5  学会换位思考，让你成功开启销售之门（案例2）



 3-6  客户开发及管理中的“二八定律”



                     第四部分：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1、报价时注意贸易条件，EXW/ FCA/ CIF/ FOB/ 
DDU/ DDP 等；

2、报价时原料MOQ 以及 成品MOQ 都要准确
SHOW 上；

3、报价时L/T 要设置合理；

4、报价时请考量到汇率以及影响报价之关键材
料之市场行情；

Share example for point 2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与亚洲客人做贸易的注意事项

5、 生产大货前， 一定要请客人签回工程图面
或承认样品；

6、承诺的交期一定要做到，如因异常导致实在
无法准时交货，请至少提前3天通知客户； 

7、  新客户合作，一定要在出货前拿到全款；

（EXAMPLE:    Golden sample case for Japan 
customer)



 外贸人必备的个人品质



 外贸人必备的个人品质

放弃=15笔，坚持=16笔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绝大多数
人死在了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阿里巴巴在2004写下愿景，做一家持续发展102年
的公司）



  互动问答

1、外贸开发的方法有哪些？

2、韩国、日本等客人都有何特点？作为SALES 的我们要如何应
对？

3、一封好的开发信应包含哪些内容？

4、作为一名开发业务，与客户沟通时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例举说明

5、浅谈你目前做外贸业务的感想以及未来的工作方向！



 谢谢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