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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用外贸情商&细节
--促进订单成交







外贸情商 细节

How to get trust? 



外贸知识
  产 品知识

平 台 

跟进服务

船务知识 

生产管理

性格

外贸情商与细节的体现 ： 



一、性格：

什么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性格呢？

当一个人做他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时所
表现出来的特质，才是真正的性格。



二、什么叫情商（EQ）？？

情商的核心是什么呢？

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跟别人接近距
离；

A. 先控制“要” 

B. 首先要懂得“给” 爱

给予

正
能
量

情商（Emotional Quotient）通常是指情绪商数，简称EQ，主
要是指人在情绪、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

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

五种特征构成:

【情商的本质是融——融合•融洽•融入•融融】



如何训练情商?



【情商管理】
1）恼怒之时学会不失态，以提高自我察觉能力；
2）坏事不期而至之时学会冷静，以提高驾驭能力；
3）前进之时学会富有激情，摔倒时学会尽快站立起来，以提高自我能力；
4）学会想人之所想，忧人之所忧，以提高理解他人能力；
5）学会适应各种环境，迅速融入其中，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如何修炼自己的情商】
1.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性格长处与短处，知道自己的兴趣；
2.管理自己，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左右；
3.激励自己，深入逆境时要会左手温暖右手，自己激励自己；
4.识别他人，识别他人的性格、需求、动机；
5.管理与他人关系，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不唯上，双赢思维。

【培养情商的6个路径】
1）培养自觉、自信、自强、自律的品格，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2）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宽容与宽厚地接受挑战；
3）学会沟通。沟通是人际关系的桥梁；
4）阳光心态。坦诚做事待人，积极进取；
5）接受挫折。挫折是人生导师；
6）创业。培养凝集力、辐射力和领导力。



【如何提高情商？】
1）充分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特别是性格特质；
2）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随意发脾气；
3）遇事先思考,站在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话在说出口前想一想；
4）学会和不同人相处的技巧,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
5）给予,帮助,用结果证明你的能力,而不是先索取；
6）在处理冲突时三思而后行。

【6秒钟改变情商】
知道吗？因为当情绪产生那一刻，情绪需要6秒钟才得以与思考连接。即6秒前，
情绪不被理智影响，若发生行动，就是本能的情绪化反应。培养好情商,先从忍
住6秒钟开始吧！



1. 电话推销信用卡；

2.约会看电
影；

情商案例：



二、什么是外贸情
商？

 利用相关知识，与客户沟通或做事方式方
法让客人感觉特别愉悦，自然地达成合作。

方法
细节执行

突破成交

sensitive

意识



Commercially-minded

Business relations go after friend relations.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外贸情商的特质：

Common language 

Sensitive/consciousness 【外贸情商训练7法】
1）把看不顺的客户看顺；
2）把看不起的客户看起；
3）把不想做的事做好；
4）把想不通的事想通；
5）把快骂出的话收回；
6）把咽不下气的咽下；
7）把想放纵的心收住；



1. 机场接客户参观工厂；

2.样品的推送时间及先后顺
序；

外贸情商案例：



2. Name card 
3.Make nameplate 

1.vehicle

Pick up and Send off:

4. Get Airport or Port in advance 

5. welcome words 

6. hotel booking or check out 

Etc…..

Aim : To make a nice first impression to your 
customer

Preparing 
work



Pick up and Send off

Excuse me, are you Mr. ( Mrs.xxx ) come from ( company name, country )

Nice to meet you, I am ( my name isxxx) ,global marketing director of 
company name , I will in charge of your audit ( visit ) duringxxx, this is my 
name card. 

Can I help you take the luggage ? ( May I ?) 

Please follow me on this way, our car park over there.

1.Pick up the right person 
2.Lead them to your vehicle
3.Help them pick the luggage 



三、外贸相关知识：





FOB风险

              FOB风险一：
客户未付款，指定货代提前放货

                 FOB风险二：
客户不要货,工厂被追收目的港费用
以及海运费.

可以有效规避CNF的海运费涨价风
险,在方便客户同时,也可相对控制自
己的成本。

FOB优点



开发信中一个简洁又醒目的标题，很有可能会引起每天收到上百甚至
上千封邮件的买家的注意，并促使他们优先点击及浏览邮件内容：

1. We are the manufacturer of garments. 

2. Dongguan *** Trading Company Ltd

3. Price list for shoes-Dongguan***Shoes Co.,Ltd  

4. ## Inc./QVC Vender-Fashion Jewelry/ABC 
Co.,Ltd

邮件标题

***商务邮件写作重要吗？



5.Lowest cost, highest quality

6. Self-inking stamps for Office Using
7.Economy safety products get Revenue 20% up 
- XX Company

8. For/To XXX Company 

9.Re: Fashion jewelry/catalogue /brief intro.  

10. Price list for led light



11. MADE-IN-CHINA/ALIBABA recommend supplier for you. 适合全球客

12. Two reasons let me write this E-mail for you.适合全球客户

13. Very cheap price more than your imagination 适合中东及印度客

14. Trustworthy list for China suppliers. 适合欧美客户-特别德国和美国客户 

       Black list for China suppliers. 



成交客人邮件标题-细节？

1.Inquiry of Double Check for Payment 冗长
   Payment  不清
   Payment inquiry 恰当

2.Blance of Your Payment of 29 March and Other 
Outsanding Invoice冗长
Your payment 简单
Payment of 29 March and Other Invoices恰当

询盘客人邮件的第二次跟进：

Hi David, 

How are you doing? 

Have you received our email/enquiry reply on July 5, 2016? 



2-1-2015(2 January 2015) 英式写法
1-2-2015(January 2, 2015) 美式写法

为避免混淆，尽量可能不用数字写月份，全写
January or Jan. 写日期时用基数（1，2，3）即
可 ，不必序数（1st, 2nd ）

做报价或发票，日期如何署明？



-Dear Mr. David zakar,
-Dear David/Hi David,
-Dear Mr.Zakar,
-Hi Mr. Zakar,

-Dear Sir,
-Dear Sir or Madam,
-To whom it may concern,
 
- Good morning ….,
- Good afternoon …., 



Bonjour

Ciao

Guten Morgen(Good morning)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惹得啦斯特维接
(Hello)

Merhaba(Turkish)

玛哈巴(hello)

masalam 马撒拉  مالس 
母
Hola(Spanish)

Adiós
Hallo



Thank you for enquiry(名词片语）about our products.  欠佳
Thank you for asking/enquiring（动词片语） about our 
products.  佳
Thank you for your message/letter of .......

Enclosed is the copy of receipt. 错误
Enclosed is a copy of the receipt. 正确。任何一份收据
（不论电子或印刷本）都可以拷贝多份，但原稿只有一份。

Enclosed please find is ……(过于古旧）
I’m enclosing/ our PI for you reference..... 
Enclosed/Attached is our quotation for your reference…..



问候语用双语言表达：客户母语+英语

邮件用双语言表达：客户母语+英语

收到非英语国家英语邮件或询盘

收到非英语邮件或询盘

http://www.bing.com/translator 
必应在线翻译

http://translate.google.cn/?hl=en 



Dulat Madibek 2016-06-12 21:2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 в этом товаре Горячая распродажа лучша
я цена размер 50 * 30 дата самоокрашивающегося штемпе
ля штамп, Я бы хотел уточн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детали:
Какова лучшая цена, которую вы можете предложить?
С нетерпением жду Вашего ответа.

С уважением,
Dulat Madibek



Dulat Madibek 6/12/2016 21:26

Hello!
I am interested in this product Hot sale best 
price size 50 * 30 date stamp samookrašivaûŝegosâ 
stamp, I would like to clarify a few details:
What is the best price you can offer?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With kind regards,
Dulat Madibek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улат,

Благодарим вас за справками о нашей 5030 датировщик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красочный штамп.

Подробные цитаты как показано ниже:

. Панель рукописного ввода           . Пустой штамп

. С нашим логотипом                    . С нашей коробке цвета

. Заводская цена: США $ 2,98/PC

Смотреть вперед к слышать от вас скор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эвид ли

********************************************************
Hello Dulat,

Thank you for enquiring about our 5030 dater self-inking stamp. 

The detailed quotation as below: 
. Ink pad                   . Empty stamp
. With our logo             . With our color box
. Factory price: US$ 2.98/PC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Best regards, 
David Lee



结尾句写法（你们经常这样写吗）？？

Your early reply would be very much appreciated

Your quick reply would be very much appreciated

Awaiting for your quick reply 

Yours faithfully,

Yours truly, 



-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soon reply. 

- Awaiting for your prompt reply.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t 
soonest.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soon reply. 

- Awaiting for your prompt reply.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t 
soonest.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soon reply. 

- Awaiting for your prompt reply.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t 
soonest.

-I’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early reply. 



 - Sincerely, 

 - Kind regards, 

 - Warm regards and with respect,

-Best regards,

-Best regards and many thanks in advance,







港、台、日、韩2个小时内回复
澳大利亚收到后马上回

中东下午一点前回复

欧洲下午三点前回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美洲、拉美国家，下
午下班之前回复

印度上午11点之前回复(中国比印度快2小时30分钟)

基本规律：今天的询盘今天回

把握邮件回复的时间-情商与细节的体现:



2．回复的时间-美国50个州的时差：



3．美国有几个时区呢？？？



2．回复邮件的时间-了解美国50个州的时差吗？？？

从东部-12小时时差往西部依次递减；依据不同的时差回复
不同州的客人邮件

美国的时区界限并不完全按照经线划分，基
本上照顾了各州的自然边界。东部时间(EST)
包括大西洋沿岸及近大陆的19个州和华盛顿
特区，代表城市华盛顿、纽约。中部时间
(CST)代表城市芝加哥、新奥尔良。山地时间
(MST)代表城市盐湖城、丹佛，太平洋时间
(PST)包括太平洋沿岸的4个州，代表城市旧
金山、洛杉矶、西雅图，阿拉斯加时间
(AKST)只限于阿拉斯加。夏威夷时间(HST)
只限于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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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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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信经常写这些的话
吗？

Do you want our products? 

Are you interested in our products?

Would you like to cooperate with us?

How’s your business recently?

For example:



Developing email
Dear David,

How are you doing?   Hope everything going 
well for you personally as well as for your 
Company.

This is Ada Lee from Dongguan Abc Led Lights 
Co., Ltd.

I see your company is active in Led lights 
business and it looks you guys are doing very 
professionally and well managed !



Your products are assorted and classified per functions & features 
which look clear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at’s wh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our company to you which is 
established 15 years ago and is one of the good LED lights 
factories in south of China. 

We sincerely wish to set up a win-win business relationship ( or 
cooperation ) with you and your company,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are hearing from you ! 

Thanks so much for your time and kind attention.

With respect and best regards,

Ada Lee



四、 产品专业知识：

产品的相关市场分布，淡旺季情况。

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
相关属性/相关认证

比客户更专业容易取得客人的信
任

对自己行业的专业
知识熟透了吗？比
客户更专业吗？

容易引导客人接受我们的建议
突破成交



1. B2B网站/黄页/行业杂志/行业协

http://www.dragon-guide.net

2. 搜索引擎：Google/Yahoo等；

五、平台（巧妇难做无米之炊）：



Facebook, VK, Linkedin,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Google+, Viber, Wechat

Skype, Whatsapp, etc

 

3. SNS营销： 





展前:   准备工作(如邀请信，样品等）

展中：如何接待不同市场的客户

展后: 客户分类整理归档并及时跟进客户

4.参加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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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发达国家），再抓其
它；



Can I help you?
No, thanks. I just look around. 

展会少问封闭式问题，多问开放式问题：

What brings you into our exhibit today? 

How are you doing? My name is ***, the sales 
representative. Call me if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I 
will be around. 



沟通技巧：

1. How can you evalulate your suppliers? Just  generally speaking, not the 
detailed principles.

 
2. What’s your purchasing plan next season? 

3. How many stores does your company have?

4. Do you distribute your goods only in your domestic market? Or in the 
whole world? Which country is your biggest market? 

5. We’ve supplier our products for ###company for 8 years, and 
###company is quite satisfied with our quality. So I believe we can meet 
and exceed your quality requirements.  



展会中如何搞定大客人？--碰到买家头衔是
Direct 或Vice president的客人： 

1.很多是来找战略性伙伴的(Strategic partners)

放长线钓大鱼/温水煮青蛙

3. 有MBA  Background , 开口闭口什么Value,  
Business model, Global Supply Chain, Private label, 
Costs, partnership , bottom line等等  

战术

2. 大公司最关心的不只是price, quality, 而是reliability  



 We are one of the top 3 private label suppliers in the 
global market. Our producing capacity is more than 5, 
000, 000, 000/units each week. Further more, you 
know, the knowledge and the know-how sometim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machines and the equipments. 
Fortunately, we have accumulated enough producing 
and management know-how from our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 company. I am sure we can help 
you to reduce your international sourcing cost, we can 
help you to increase your bottom line. 

e.g.



六.人文知识：

1.国外重要节日

2.世界三大宗教



复活节（主复活日）是一个西
方的重要节日，在每年春分月圆
之后第一个星期日。基督徒认为
，复活节象征着重生与希望，为
纪念耶稣基督于公元30到33年之
间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复
活的日子。



计算复活节的方法：

西方教派：每年3月21日(春分)以后，出现月圆后的第一个星
期日，就是复活节。

东正教：也是规定春分以后，出现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
是这个“春分”不是硬性固定的，而是以耶路撒冷的子午线来
计算太阳位置，东正教的复活节一定落在犹太教的逾越节
(Passover)之后，因为根据圣经记载，耶稣是去到耶路撒冷庆
祝逾越节后被钉十字架及复活的，而西方教派没这个规定。
　
所以两者的差别可以很大，少数时候两者的复活节会重合



复活节发生在过了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原是纪念西亚
异教神明巴力的同父异母妹妹亚斯塔路降生的日子，亚斯塔路
也是巴力的情妇。相传巴力得知妹妹亚斯塔路生于一枚天鹅蛋
中，就去灌木中寻找；找到了，就抱在怀里孵化出了一只兔
子；兔子长大后成了一个美女，和巴力同居，后来在巴力危难
之际还救过巴力一命。英语单词Easter的词源就是亚斯塔路。



Dear….

How are you ?

As Easter Day is approaching, I do like to cherish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you Happy 
Easter Day and brilliant. I think the Easter eggs are so interesting, they are painted 
in kinds of colors, so beautiful! It is a pity for me that I have no chance to play with 
them. 

By the way, we specialize in xx products for 10 years with 200+ models,10 
engineers, 200000 units monthly capacity and big client like Walmart and Target. We 
are sure to meet your requirements and expand your business.

We are always ready to offer you best service if you kindly let me know. 

 Again, happy Easter and enjoy your life. 

Best regards,
James Liu

注意：你要确定发邮件的客户国家过复活节。

复活节写开发信给客户： 



圣诞节（Christmas）又称耶诞节，译名为“基督弥撒”，
西方传统节日，在每年12月25日。弥撒是教会的一种礼
拜仪式。圣诞节是一个宗教节，因为把它当作耶稣的诞
辰来庆祝，故名“耶诞节”。
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都会先在24日的平安夜，亦即12月
25日凌晨举行子夜弥撒，而一些基督教会则会举行报佳
音, 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

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的圣诞节庆祝：

每年的1月7日



Dear XX,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The Christmas and New Year holiday is coming near once again.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 wishes for the upcoming 
holiday season and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prosperous New Year. 

Last but not least, once you have any inquiry about ****
（products）in the following days, hope you could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thank you.

Best regards,

给未成交客户：



My dearest,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any thanks for your contiguous supports in 
the past years, we wish both business 
snowballing in the coming years.

Best regards,

给成交客户：



1. 印尼： 12月24号到1月4号
2.尼日利亚：12月23日放假假期半个月
3.阿塞拜疆：12月31日到1月5日
4.俄罗斯：1月1日到1月10日
5.美国：12月22日到1月5日
6.西班牙：规定的是24号半天，25号全天，31号半天，1号全天。
但也要放一个星期，从20号到27号，客户就是这样的。从24号到28号，29号上班，
然后从30号放到7号
7.德国：24号中午开始到26号及29号到2号
12月20号到29号，1号到4号是圣诞节和新年假期
12月20号到1月10号
8.希腊：24日到25日
9.南非：12月18到1月12号
10.奥地利：12月22号到1月6号
11.意大利：12月19号到1月5号
12.西班牙：12月23号到1月6号



13.乌孜别克：12月31号到1月10号
14.马来西亚：12月25号到1月4号
15.斯洛文尼亚：12月21号到1月5号
16.英国：12月24日到1月5日
17.瑞典：12月23号到1月9日
18.智利：12月25号到1月4日
19.加拿大：12月24号半天到12月28日
20.澳大利亚：12月19号半天到1月14日
21.日本:12月28日到1月4日
22.波兰:12月24日到1月4日
23.匈牙利斯洛伐克:12月22日到1月4日假期两周 1.5 上班
24.芬兰:12月24日到1月6日
25.捷克:12月24日到1月5日
12月21日到1月5日
26.葡萄牙:12月24日到1月5日，很多公司只放25、26和1日 12月21日到1月5日
27.爱尔兰:12月22日到09年1月5日
28.丹麦:12月22日到09年1月2日
29.荷兰:12月24日到09年1月6日



30.墨西哥:12月20日到09年1月4日
12月22日到1月5日
31.新西兰: 12月20号到1月7号
12月18日到1月底
32.韩国: 12月25号
33.巴西: 12月8号到1月4号
34.瑞士: 12月24号到1月4号
35.法国: 12月23号到1月5号
36.意大利: 12月20号到1月3号
(原文来自：wWW.bDFqy.com 千叶 帆文摘:写给客户复活节的祝福邮件模板)从
12.23开始，放两礼拜
37.（元旦）泰国: 12月30号到1月4号



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 



美国：每年11月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
感恩节假期一般会从星期四持续到星期天。

除了美国、加拿大，世界上还有巴西，埃及、
希腊等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感恩节

PUMPKIN PIE

TURKEY 
CORN

加拿大： 每年10月第二个周一



1 吃火鸡： 2 送食物：

4 做游戏3 宴会：



Dear ** 

Today is Thanksgiving Day, happy Thanksgiving day to you and 
your family.

In the future days, god will bring you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to 
your life, and thanks god bring you to my life, god will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forever.

Yours sincerely, 

客人回复是 :

Dear**

Thank you very much ... Rarely seen so much love and hope in so few 
words.

A big hug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yours.

sincerely,



Dear Sir,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It is Thanksgiving day again upon a year. I am 
writing to you to give my best wishes to you.

Hope you enjoy your holiday and have good times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Cheers for a stable and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us in the future.

Thanks and regards,



伊斯兰斋月(Ramadan，阿拉伯语：ناضمر）

又译拉马丹月，是伊斯兰历第九个月，该月名字意为“禁
月”，是真主安拉将古兰经下降给穆罕默德圣人的月份。这
是穆斯林封斋的一个月，是一年中最吉祥、最高贵的月份。
斋戒能净化人的心灵，使人情操高尚，心地善良，还能使富
人体验穷人忍饥挨饿的滋味。斋月期间，每天斋戒的时间长
达15小时。早上天亮前1小时需就餐完毕，斋戒至日落后1
小时才可以进食。

RAMADAN MUBARAK



斋月如何写英语邮件给中东客人？

Dear Abdulwahab, 
 
By the name of our company big boss (MR ….), it is our 
pleasure to write this email to you .

First, we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happy Ramadan”. 

Second, please be sure even we do not have any ….(行
业） business we woul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in China .



Third, we like ARABIC customers so much, as we have 
many of ARAB CUSTOMERS dealing with our company 
for many years , and we hope we can be your honest 
dealer and trustworthy supplier in China in the near 
further. Ramadan really is very nice days for all muslins 
all over the world ,hope all the world livers in peace .
 
And please remember “my name is Stanley” and hope 
fully we can be good friends .



If you need any help in China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immediately, and I promise help you 
for sure. We promise let your more happy with 
nice quality and nice price .
 
For more one time “wishing you happy Ramadan” 
and hope to hear from your side soon . 
                                                 
Stanley Lei



 Dear Stanley,

Thanks a lot for your message, it made me 
feel very happy that I've a brother in China

Wish you a happy life and good work

Regards
Abdulwahab Dajam

客户回复
邮件



住棚节(收藏节）-Sukkoth 

住棚节（Sukkot），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节日。
又称收藏节。每年从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9、
10月间）15日开始，为期7天或9天。为纪念以色
列人出走埃及进入迦南前40年的帐篷生活而设立。
每逢节日，政府派人修剪树木，把剪下的枝条送
给信徒搭棚。除病弱者以外，所有犹太人都要住
进棚中，献上祭品，以感谢上帝的恩赐。住棚节
也是农民求神降雨的日子。



犹太人的周末是哪天呢？--安息日

阿拉伯人的周末又是哪天呢？

细节—注意联系客人的时间：

FRIDAY SUNSET till SATURDAY NIGHT

FRIDAY



三大宗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基督新教
全世界新教徒约3.6亿，三分之二集中于
欧洲和北美



伊斯兰教
开斋节 

宰牲节 

圣纪
指伊斯兰教的复兴者也是最后的一位使者穆罕默
德的诞生纪念日。时间是每年的教历3月12日。 

宰牲节一词是阿拉伯语尔德·艾祖哈的译意。又称古尔
邦节，意为献牲，即宰牲献祭的意思。时间是教历的12
月10日 



开斋节（ Eid Mubarak ）：



***什么是开斋节？

全球穆斯林庆祝斋月结束的节日-也就是说斋月已经结束
了，开始正常吃饭喝东西了。

***什么时候开始？
伊斯兰历(十月一号)的第一天，一般阿拉伯国家放假三天



***放几天假？
三天;从一号到三号 （16年7月6-7-8号）

***节日有什么活动？做一些什么呢？？

A:要很早起来团拜 (如图)



B:握手拥抱恢复友谊和亲戚之间的关系,,和家人聚聚(如图)



C:小孩子穿新衣服,出去玩玩,而大人要给小朋友红包(如图）

D:吃甜点是开斋节的特点(如图)



E.祝福卡图片







佛教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印度
北印度： 

南印度： 

宗教信仰主要以印度教为主，饮食以面食（面饼）
为主，语言主要是印地语，越往北上， 人越白，
越高大。

宗教信仰以佛教为主，饮食主要为米饭，南印更多的
使用英语，南部的人比较黑，而且身材比较矮小。



在印度，如果一个人没有宗教信仰，是难以
置信的事情，印度主要有六大宗教：

印度教（HINDUISM)：82%，奉牛为神牛 

伊斯兰教（ISLAM)：12%，不吃猪肉，吃牛肉

佛教（BUDDHISM)：0.8%

基督教（CHRISTIANSM): 2.3%

锡克教（SIKHISM): 1.9%

耆QI那教（JAINISM)：0.4% 







欧洲分为西欧、中欧、东欧、北欧和南欧、亚欧交界国地区：

西欧:法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英国/摩纳哥

中欧: 波兰/瑞士/列支敦士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国

东欧: 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

北欧: 丹麦/挪威/冰岛/芬兰/瑞典

南欧: 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梵蒂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科索沃/阿尔巴尼亚/马其顿
/车臣

亚欧交界国: 俄罗斯/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



欧盟国 欧元区

申根国
申根区

EU



 欧盟是政治上的统一，欧元区
是货币上的统一。 



亦称申根协议、申根协定，最早于1985年6月14日由联邦德国、
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小城申根
（Schengen）签署。该公约于1995年7月正式全面生效。申根
公约的成员国亦称“申根国家”或者“申根公约国”，成员
国的整体又称“申根区”

申根公约目的是取消相互之间的边境检查点，并协调对申根
区之外边境控制。就是在申根成员国中间取消边境管制，持
有任意成员国有效身份证或签证人可以在所有成员国境内自
由流动。

《申根公约》:



 　



 　



外贸淡季是一个相对概念，这主要是针对
以欧洲市场为主的外贸企业来说的，而对
于以美洲、非洲、亚洲国家为主要市场的
企业来说，七八月份是正常的销售季节，
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司在七八月照常营业。

相对大多数公司来说，每年的6, 7,8
月订单很淡，为什么？ 

细节-外贸业务有考虑销售地区的淡旺季吗？  



欧洲国家具体假期如下安排：
德国（Germany):一般是4-5周,通常是7月到9月,在这三个
月内可以轮流休假
法国(France):7月最后一个星期至8月,几乎全放假
意大利（Italy):8月初到9月初
波兰(Poland):7月初至7月底
荷 兰(Holland):7月初至8月初
比利时(Belgium):7月中旬至8月初
捷克(Czechoslovak): 7月初至8月底(轮休一般,7月12至8
月8日)
挪威(Norway):7月至9月轮休(一般7月至9月)
西班牙(Spain):7月初到8月初
葡萄牙(Portugal):7月中旬到月底
瑞士(Switzerland:7月初至7月底
丹麦(Denmark):一般7月底休完



如何与客户聊天找到共同语言，拉近距离？

                  外贸情商的体现

天气                     家庭/爱好

音乐                   体育/运动/交通

食物 /酒              风土人情

明星。。。。。。。



Desert Safari 



The Arabian dates Burj Khalifa TowerDune bashing/sand 
bashing 



SHAWARMA Dubai Hookah 





各国明星的英文名字

  我们认识几个呢？









外国明星的英文名字你认识几个？



外国明星的英文名字你认识几个？



外国明星的英文名字你认识几个？







采用尾数报价方法一方面是针对人们对数字的心
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商业谈判技巧的需要。如
当一方采用整数报价方法时，往往难以使对方信
服。

又比如利用一些民族或地方的风俗习惯，在报
价或还价中使用当地人们特别偏好的数字，投
其所好等。

尾数报价方法即利用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尾数或
人们的“心理尾数”定价，尽量避免整数报价

报价技巧中之尾数报价方法-细节：



■美国
    幸运数字：7  喜欢4（four) 倒霉数字：13和6

     US$2.07　　    US$2.13/US$2.06

■意大利
   幸运数字：13  倒霉数字：17

■越南  幸运数字：9 倒霉数字：3、7

 ■法国  相信13能带来奇迹，喜欢7，13, 6，9



■韩国:     生活处处都有3 ，7

■日本:     幸运数字：7和8；对“4”特别忌讳

■菲律宾:    7和8是最幸运的数字

■荷兰:      4很喜庆；6很“色情”

■埃及:      亲情产生幸运数

■阿根廷:    手机号码不能挑，忌讳17



 ■泰国    幸运数字：9  倒霉数字：6

■德国人:     非常忌讳13，喜欢4

 ■印度    依据宗教信仰而定  忌讳13 



通过邮箱后缀知道是客户属
于哪个国家？-细节









找邮箱-细节：

可以右键点击源代码  Ctrl+F然后Shift+@ 可查邮箱



1.对方负责人

Purchasing 
manager

• 一般来说采购都是采购经理来负责Material 
manager

• 很多涉及到装配及有物料采购需求的
title都是这样的

Global 
strategic 
sourcing

• 全球战略采购，许多大公司都有这样
的职位，一般还会有专门的采购办公
室在中国或者印度或者亚太其他区域



2.获取联系方式

•     一般在Google 搜索的时候就能出来，上面的
信    息都是关联的，搜buyer等等就能有好多同公
司的其他职位的人信息出来



纸箱材积长cm*宽cm*高cm如何计算? 

长cm*宽cm*高cm
          5000

长cm*宽cm*高cm
          6000

长cm*宽cm*高cm
          1000000

 快递

空运

海运

七、物流知识



要是算退税的话，公式是：

退税收入＝采购成本÷（1＋增值税率）×出口退税率

FOB=EXW+报关费+国内物流费，进仓费，订舱费，THC，文件费
之类的LOCAL CHARGE/Qty

CIF总价=(FOB单价×数量+总运费及其它杂费)/[1-(1+投保
加成率)×保险费率]



1.海运费：RMB240/CBM 　

2.拼箱费：RMB40/CBM 　

3.报关费：RMB320/BL 　

4.买单费：RMB120/BL 　

4.文件费：RMB300/BL 　

5.拖车费：RMB500 　

6.外运仓登记费：RMB80/BL

7.反恐费（AMS）25USD/BL

如何算海运散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