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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的习俗及消费习惯 

日常礼仪 

宗教、节日风俗 



名胜、奇观、电影 

签证、绿卡、社会保障号、银行开户、
信用卡、驾驶 



美国人的迷信 

忌讳与凶兆 

吉祥的迷信 



美国人的群体特征 

崇尚工作和劳动 

无处不算计：经济头脑 

近乎傻冒的信条与准则： 诚实 



3.美国采购商分类 

在开发美国客人之前，我们得了解老美是如何采
购的？ 我们很多的供应商可能同一些客人做了好
几次订单了，不一定清楚客人的采购模式。 
 

依据美国采购习惯，进行基本的分类：  
 



1.  百货公司买主（department store buyer)： 

 

2.  连锁大型超市卖场（MART)： 

 

3．大型连锁店（CHAIN STORE）：  

 

4．电视购物客户（TV channel-SHOPPING）： 

 

5．品牌进口商（importer)： 

 

6． 批发商（wholesaler)： 

 

7． 贸易商（Trader)： 

 

8． 零售商（retailer)： 

 

9． EBAY/AMAZON客人：  



二．美国市场的特点  

美国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之一，每年的商
品贸易进口总额超过11000亿美元。美国是中

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现在每年由中国制造进入
美国的产品已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产品大多

是消费品，大多是通过许多中间环节进入美国。
中国很多工厂的生产与市场是脱节的，对国际
市场缺乏了解。这就要求企业更多地了解国际
市场。 



五大消费特点  

 1．美国市场容量大 



美国市场容量世界最大，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1）美国人消费能力强，美国人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 

2）美国人消费意识强，较少储蓄，超前消费，信用卡几乎人手一张。 

3）美国人对消费品的更新快，很多日用品使用都不超过一年，他们往往不是因为旧

的坏了而 

     买新的，而是因为“喜新厌旧”，遇到新鲜时髦，或节假日商品打折都会引起他

们的购买意 

      愿。 

4）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政府规定每小时工资高于5美元，有的地区与行业每小

时工资高于 

    10美元，因此，美国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多已转移到其它国家和地区。 



2．美国市场接纳性强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又是一

个民族大熔炉。美国3亿人口中，大多

是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民族的移

民，或是他们的后裔。他们有着不同的

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美国人口结构的

多元化决定了美国消费品市场的多样化。 



 3.美国市场法规健全，行业协会左右市场 

       美国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政府对企业的经营范围与经营方式很少限制，

但对各行各业产品进出口，以及批发、零售均有极为详尽的法规与执照要求，

而且执法十分严厉。尤其在商标、环保、安全、税务、劳工方面。因此在美

国从事商务不但必须学习了解，依法办事，而且最好请专业人士来处理，千

万不可自以为是，套用在中国大陆的习惯。企业在美从事贸易要聘请律师作

法律顾问，也要有会计师帮助处理公司税务，以免误触法规。 



 此外，美国各行各业都有协会，美国的行业协会
作用相当大，可以左右政府决策与市场。他们为
保护本行业利益，游说政府制订有利的政策，为
行业发展举办各类研讨会，为开拓市场组织展览，
出版杂志，向会员提供市场资讯。美国一些行业
性法规也往往都是这些协会提出与起草的，比如
很多产品的反倾销法案。因此，中国企业与产品
要进入美国，不但要研究对应的行业协会，还应
该加入这些行业协会。参加美国行业协会很容易，
交纳会费就能享受相应权益。美国行业协会对会
员的服务意识很强。对一些企业而言，成为行业
协会会员表示是这个圈子内的人，比较容易被客
户认可，尤其是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著名协会。 



4.重质量，讲品牌，尤其重视产品安全 

美国市场对产品质量的含意已扩展为广义的，并不局限于一般的产品用途，技术指

标与规模，他们认为这些是产品进入市场本来就应该符合质量标准的。他们还将产

品的包装质量、产品使用说明质量、尤其是售后服务质量也纳入质量含意之中。而

这些往往正是中国企业不太重视的。因此，中国企业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应该有更深

的认识。此外，按美国市场的惯例，美国大零售商都接受顾客退货，只要有发票，

即使包装已拆开、商品已被使用，也可退换，而且不用作什么说明。因为退货的损

失并不是由零售商承担，所以进口批发商更要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当然，这样做

可以保证假冒伪劣产品进不了这种大商场，商场的信誉也自然可以提高。 



5．美国市场销售季节性强。 

      美国消费品市场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均有较强的季节性，通常分春季（1—5

月）、夏季（7—9月）和节日季（11—12月）。每个季节都有商品换季的销售

高潮，如感恩节（11月底）开始便是美国人冬季节日购物的季节，特别是圣诞

节，是美国商品全年销售旺季，通常要占全年销售额的三分之一。美国进口商进

口订货均是根据其国内销售季节来组织的，如错过销售季节，这些商品就难以销

售，意味着这一年度退出美国市场，甚至被竞争对手长时间排除在市场之外。这

就是为什么一些中国企业如果未能按合同日期交货，不但拿不到货款还要被罚款

的原因。 



三．如何多元化开发美国市场？ 



1．  确定目标市场，了解一些美国的人文地理知识。要细心选择进口商，每

一个月至少有一次新产品推广给你的客人；适当时可以给你认为合适的公司邮

寄送 一 份新的信函或产品目录。 

 



2．专业：  

（1）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熟练运用B2B平台， 

         如中国制造网等。 

 

（2）专业产品知识。 

 

（3）细节是致胜的法宝。 

 

（4）服务是开展电子商务的关键。 
 



3．美国相关行业的大型商品交易会找买家； 

       尽可能多地参加商品交易会。参加商品交易会是展示产品、获得产品的

反馈信息、观察竞争对手、发现其它机会的好方法。中国出口商应参加美国

各种各样的交易会与展览会。 

4．订购美国的一些行业杂志找买家； 

       阅读与你的行业有关的国外的报刊。可以使你了解有关行业的全部信息

与技术，赶上时代的步伐。有关文章会告诉你其它公司的进展情况，广告会

向你展示市场上有些什么，需要些什么。 



5.通过寄送漂亮的小册子来推销你的产品。 

现代的方式就是寄送信函与简短的小册子。介绍你的公司，解释你销

售的产品的特点,并鼓励他访问你的网站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小册子

要简短，最多不超过4页。 

6.加入与你的行业部门有关的贸易协会。 

成为这样一个协会的成员，会使你直接与了解该行业的人进行联系，

并且可以得到多数协会寄发的月刊。 

7.善于利用一些聊天软件与美国做生意。 

    比如：Facebook; Twitter; Tango;WhatsApp; Linkedin, etc. 



四．美国的一些重要行业展会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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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如何接待客户？ 

先抓白，再抓黑； 

先抓生，再抓熟； 

先抓远，再抓近； 

先抓美欧，再抓其它； 



五、针对美国客人询盘回复要
点：        

1询盘回复——3C原则： 

 

Clearness(清楚)    

 

Concisenes(简洁)     

 

Courtesy（礼貌） 

 



2．回复的时间-了解美国50个州的时差： 



3．美国有几个时区呢？？？ 



太平洋时区：代表城市洛杉矶，与北京相差15小时； 
山地时区：代表城市盐湖城，与北京相差14小时； 
中部时区：代表城市芝加哥，与北京相差13小时； 
东部时区：代表城市纽约、华盛顿，与北京相差12小时； 
夏威夷时区：代表城市：火奴鲁鲁，与北京相差18小时         
（夏威夷没有夏时制）； 
阿拉斯加时区：代表城市：费尔班克斯，与北京相差16
小时。 
 

美国时间与中国时间时差(夏令时)：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3545.htm


美国时间与中国时间时差(秋冬季)： 
 

太平洋时区：代表城市洛杉矶，与北京相差16小时； 
山地时区：代表城市盐湖城，与北京相差15小时； 
中部时区：代表城市芝加哥，与北京相差14小时； 
东部时区：代表城市纽约、华盛顿，与北京相差13小时； 
夏威夷时区：代表城市：火奴鲁鲁，与北京相差18小时； 
阿拉斯加时区：代表城市：费尔班克斯，与北京相差17小时。 

 

http://baike.baidu.com/view/8543545.htm


4．   在询盘回复中可以询问客人是否有设计部或设计人员，去

了解摸底客人的背景 （BACKGROUND），从而更加清楚客人

在客户分类中为哪一类； 



五、美国买家特点 

A、重视效率、珍惜时间。 
B、谈判风格外向豪爽、自信甚至有些自傲，
语言表达直率。 
C、报价时要注意，全盘平衡的“一揽子交
易”。 
D、追求现实利益和法律意识、以及供应链
的稳定性。 



接待美国客人注意事项： 

1.    美国人重视效率，珍惜时间，追求现实利益，重视

宣传和外观形象。 

 

2.   谈判风格外向豪爽，自信甚至有些自傲，但是对待

具体业务，合同会非常谨慎。 
 



六、与美国客户谈判技巧： 

       美方谈判人员重视效率，喜欢速战速决，谈判风格外向豪爽、自信甚

至有些自傲，对此应充分加以利用，可创造成功机会；对待具体业务、

合同时会非常谨慎，重视宣传和外观形象；谈判或报价时应该注意以整

体对整体，报价时提供整套方案，考虑全盘； 

       美国商人以犹太人为主，多为批发业务，一般采购量都比较大，价格要非常

有竞争力，但利润低；忠诚度不高，很现实，只要他找到价格更低的，就会和另

外的供应商合作；注重验厂，注重人权（如工厂是否使用童工等）；通常用

L/C60天付款或一个季度结一次款。 



谈判前-分析客户的身份、
性格、喜好 



身份分析： 

1. 公司性质分析 

2. 谈判人员的身份分析 

负责人/BOSS 

中间商/终端客户 









.Talks most of the time 

.Does several things at once 

.Plans big picture only 

.Emotional 

.Confronts emotionally 

.Relationship oriented  

.Feelings before facts 

.Spoken work important  

. Open body language  

MULTI-
ACTIVE 



.Talk half the time 

.Do one things at a time 

.Plan ahead step by step 

.Polite and direct 

.Confront with logic 

.Result oriented  

.Stick to facts/agenda 

.Written word important  

. Colsed body language  

LINEA-
ACTIVE 



.Listens most of the time 

.Reacts to other’s actions 

.Looks at general principle 

.Polite and indirect 

.Never confrontational 

.People focused 

.Harmony oriented  

.Face to face contact 

.Subtle body language  

REACTIVE 



基本策略 

1 .明确告诉客人这个价格也可以做 

2.  推荐类似或价格比较底的产品 

3.  让客人自己选择哪个产品，将两个产品的不同之

处列举出来，将差价除以两种产品的保持期限，这
样会得到一个很小的数字，让客户自己计算，让客
人觉得分钱很好笑，用数据说话； 





We can accept the target price, however, if we make this 
model according to your target price, the quality will be 
lowed, please reconsider.    

We can accept the target price at US$100.00, however, the quality 
will be lowed than the one I introduced to you at the price of 
US$120.00, pls reconsider and confirm.    

Besides,  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we can even accept the  price 
lowed than 100USD, which is another model, the pricing is 75USD, 
only judge from appearance, they are very similar, but the quality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2 models are 
below listed:  



    雷老师 
微信二维码 

手机: 13602357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