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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挑选合适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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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合适的展会



展会质量的评估

产品和行业属性的定位 展会地域性的评估

 产品属于半成品、配件还是成品？

 产品所属的行业（同属2个行业时的分析）

 大型展会和专业性展会的选择

 目标市场的确定

 区域辐射作用的调查

 市场背景、宗教、商业行为规范等的研究

 展会在行业内的地位和知名度

 展会的宣传力度

 客流量统计

 询盘量和成交量统计

 产品趋势变化和竞争对手的研究和分析

如何挑选合适的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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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
曾是英国殖民地,有很多精
通英语的人口
纺织、软件制造、精密仪
器、汽车、皮革、航空等工
业发展迅速

财富分配极度不平衡
种姓制度问题尖锐

如何挑选合适的展会



2. 展会的准备、实施和跟进



参展的流程



展位的

装修

邀请函的

处理

样品和参

展资料等

的准备

参展团队

的培训--

人员和时

间的安排

展位的

申请

参展前的准备



 样品的挑选：
款式最新，外观、功能和质量最好。

 样品吊牌的准备：
吊牌内容包含型体号、材质明细、参数和单价代码等信息。

 样品拍照：
展品在寄出前，进行拍照整理，作为现场布展和客人下订单的参考。

 样品的运输：
主办方通常指定货物运输商，需提前2个月寄出。

 报价单的准备：
除样品吊牌信息外，准备一份完整、详细的报价单为现场谈判、签约之用。

 展会现场资料准备：
产品目录英文彩页、演示目录、宣传礼品和视频光盘等的准备及运输。

 邀请函：

邀约当地已合作和潜在客户观展，附上展会时间、展位号、新产品信息和装修效果图。

参展样品及资料准备



 展位留守人员的安排：

精通产品和业务的人员留守展位，做好安保、接待和报价等环节的分工。

“主动出击”人员的分工：
1. 选择热情且精通业务、熟悉客户的人员对已合作或潜在客户的展位进行拜访；
2. 竞争对手展位上展品进行调研，记录与客户交流的方式、技巧及其他；
3. 安排专人拜访当地潜在客户，对终端市场进行实地考察和评估。

 应急预案的准备：
踏出国门，须在参展前对展会和途中的突发事件做好预案：
如样品遗失或被盗；客流量大、客流量少时，有哪些应急方案等。

 参展工作人员手册

参展团队的安排



 ATA 展会样品运输

预留备品! 如机械设备必须有机修人员参展

展品货柜进入会场, 避免高峰时间段

展品运输



 展位整体效果要做到简洁、大方

 特别注意产品的分类布置

 预留足够的活动空间，布置洽谈区域

展位布展



 展位布置简洁、大方和明亮

 空间利用合理，功能区块安排得当

 接待井然有序，人员分工明确

展位装修切合产品和主题

穿正装，接待热情

展位布展



 着装要求 — 参展人员统一正式着装，整体形象佳

 接待要点 — 语言技巧、姿势以及礼貌

 商务礼仪 — 个人仪表和商务谈判等

 分工明确 — 迎宾、业务接待要明确分工

展会接待



 展品布置不合理

 精神面貌差

 接待不规范—冷落客人

 领导的“风范”

展会接待



 展位内空间布置不合理

 无人看守展位—错失机会！

展会接待



人员分工清晰
—区域和产品的负责落实到具体人

产品解说员配备精良
—耳麦和扩音器

 展位上的亮点

展会接待



建议提倡的行为

 体验产品

 拍照

 提高展位的人气

展会接待



 Coffee，Tea  or  Water? 

 Candies，Cookies or Wine?

展会接待



“五毒神掌”

 第一掌：火眼金睛
 第二掌：引狼入室
 第三掌：火力侦察
 第四掌：直击要害
 第五掌：藕断丝连

展位上的接待和沟通



“降伏客户”

第一掌：火眼金睛（秘诀：看）

a.看外表
是否像目标市场的客户以及
肤色、装束、语言等

b.看手上拿的东西
什么目录，样品等

c.看外商的关注点
关注什么类型产品，进了哪些展位等



“降伏客户”

第二掌：引“狼”入室（秘诀：接）

a.向客户问好→请进展位→让座和倒水。
※座位和水可以延长外商停留的时间

b.递上钉有名片的目录
※名片上写上展位号

c.向客户索要名片或联系方式。
※如没有名片，请在客户记录本里登记
※名片要“三看”：看国家、看行业、看职位



“降伏客户”

第三掌：火力侦察（秘诀：问）

 开放性问题：Where ? Which? When? Who?

 封闭性问题：
a.外商公司行业、规模、历史等
b.外商的市场、客户、渠道、产品、价格、销量等
c.原有的供应商的状况、价格、质量、售后、服务、优势和问题等
d.来展会的目的:

1）有实单
2）寻找供应商合作
3）了解市场行情



“降伏客户”

第四掌：直击要害（秘诀：谈）

辨别客户等级和类型

抓住客户需求

形成销售策略

循循诱导



“降伏客户”

第五掌：藕断丝连 （秘诀：送）

 样品

 送给客户光碟（纸包装）、目录、礼品（轻便，实用）

 时间允许的话，与客户合影（发给客户，加深印象）

 送客户出展位

 马上把外商名片和记录整理和归档(包括下一步的跟进计划)



 与客人如何“破冰”？（记得一直保持微笑）

 第一步：使用正确的欢迎语，如：Good Morning / Afternoon, Hi Sir / Madam；

 第二步：开场白，如 “Can I Help you?” Or “Are you interested in finding SOMETHING?”

①如果回答 “No.....”, 则可以回答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②如果回答 “Yes....”, 则可以先问客户 “Are you familiar with us?”， “Please have a 

look around, and I’ll give you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products.”

 第三步：在开始主要话题前使用以一些带领性的问题来开头，如 “What market do you do 

business in?”。介绍产品的生产情况时，尽量各使用一句话概括其产品在生产线上生产的步

骤。不要着急去谈合作，如果客户看起来对产品感兴趣，让他们多点机会去发问。

※强调专利和所获证书

业务如何“破冰”？



 提供饮品

 为客户提供饮品会展示出一种高级的客户服务层次；

 在客户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让客户在展位上逗留更多时间。

 Step 1：“Excuse me sir/ma’am, May I please offer you a beverage？”

 Step 2：Hand the client a small menu that has beverage offerings

 Step 3： Give them a quick overview your offering

 Step 4： Quickly retrieve their order

业务如何“破冰”？



 懂得在谈话中捕捉信息

 分析客户想得到的信息

 客户的目的是什么，是购买还是寻找供应商、寻找顾客、收集价格信息、调查市场等

 根据谈话中捕捉的基本信息来决定团队中谁更适合与客户谈话。当把客户转接给另一个工作人

员时，可以这样介绍 “Now, Kevi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Gary, He’s 

our sales manager for  North America Market. He will be able to provide you with further 

assistance. It wa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and enjoy your day!”

业务如何“破冰”？



后续跟进须做到“快、准、狠”

展会后的跟进

调整策略资源整合

催促订单

电话跟进

实地考察

邮件沟通



Dear XXX,

This is XXX from XXX Company from China.

I am so happy that you visited our booth in XXX Show, and had interesting in our products, especially 

for XXX Style.

Attached please find the quotation sheet with your selected styles and our latest new styles for your 

re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you said you will come to China at the end of October. Please advise me your 

schedule once available, and wel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By the way, please check attached our picture in the show. 

Hope we can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you.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Regards

XXX 

 在会见客人的48小时内，与客人建立邮件沟通。

展会后的邮件跟进



社 交 网 络 的 跟 进

 开拓新的沟通渠道： 邀请客人加入您的社交网络并保持良好的沟通

 可以向客人展示您对国际贸易的理解，也足以体现您对外部的有效联接

电 话 的 跟 进

 在发出邮件后，如果在一周内未收到客人的任何回复，须打电话跟进以确保对方已查看信息

 电话跟进的另一目的是创造一次能跟客人深入沟通对方需求的机会

 展现您的坚持和专业性

展会后的跟进



当地市场开发

 派团队常驻开发(服务)

 开发当地代理商

 运用当地搜索引擎寻找目标客户

 电话拜访 + 实际拜访 目标客户

······

展会后的跟进



3. 展会营销策略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领
先品牌

品质

设计

市场技术

客户

展会期间都在做什么工作？

产品行业方向



同行

地位

市场

人脉

技术

展会期间都在做什么工作？

产品行业方向

做到知己知彼



企业实力小：
小展会 + 小展位

量变

质变

企业实力大：
大展会 + 大展位

品牌知名度和
企业实力的提高

展会营销策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