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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由谈和判两个字组成，谈是指双
方或多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判就是决定
一件事情。 

谈判的基本认知 



 
 只有在双方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基础之上，
了解对方的需求和内容，才能够做出相应
的决定。也就是说，谈判是让别人支持我
们从对方那里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的一个
过程。  



如与客户谈判，客户希望你再降价20%，否
则，他将从别人那儿采购相应的货品。这时
你是否继续降价，如何与客户谈条件？ 
 
 

在谈判中你是否能够自如地控制整个局面？ 
 
 
如果谈判陷入僵局，如何打破，用什么方法打破，
你怎么处理？ 
 



谈判的基础： 

需 要 



商务谈判的基本定义 

双方在商务交涉中—双方利益矛盾的解决 

权力游戏 
共同决策 双方接受 





谈判的实质-利益切
换 

实质：利益切换 ，即利益的切割与交换 

特点：谈判双方在利益的追求方面是既统一
又对立的 

谈判的最高境界---双赢（win-Win); 

成功的谈判=最后达成可执行的协议 





商务谈判的四大特征 

以价格作为谈判的核心 

以经济利益作为谈判的目的 

以利润作为谈判成功的关键 

以沟通作为谈判成功的手段 



谈判的目的 

争取利益最大化 



你认为谈判是? 

A.双赢   B.双输 C.自己赢 D. 对手赢 

何谓双赢? 



Win-Win Business 

双 赢 
 
 

   让客户（对手）_______，自己_____  



Zero-sum Business 

零 和 
 
 

客户（对手）____， 自己_____  

 
客户（对手）____，自己______ 



谈判的目标：谈
判之前你必须要有明
确的目标和充分的准
备 

 
 明确的目标是以什么样的条件下拿 
下订单，避免谈判拉得太长。。。 





目标与情况 
 
目标：短期,长期 
情况：要达成目标会遇到哪些情况 
当事者：决策者?对手?其他方? 
最坏情况：破局该如何处里?退路 
搜集信息： 



情况推估 
 
双方需求：双方must want give 
情境模拟：站在对方脚色来判断 
谈判风格：对方性格?双方关系 
找出标准：对方的标准?规范 
重新检视目标：双方为何会同意?反对 



选择&调控风险 
 
头脑风暴：找出达成目标及需求的选项 
降低风险：找出哪些选项相对风险较小 
选择退路：退路越多谈判空间越大 



实际行动 
 
挑选方案：对方最能接受的方案 
呈现方案：不同客户呈现方式不同 
谈判议程：多长时间哪些项目优先 
得到承诺：达成共识双方承诺 
落实内容：谈判完成没有落实就没用 



如何提升谈判能力？ 

1 潜意识 

2 情商提升 

3 博弈学 

4 谈判心理学 

5 产品专业度  

6 团队管理  

等等。。。 



潜意识与意识 

同样的人，为什么差距那么大呢？ 

潜意识：信念、价值观-观念 



成为谈判高手----刻意练习 

套路等于技巧-刻意练习 

高手都是在经营感觉 

没有客户愿意跟业绩不好的公司合作 



博弈：囚徒的困境 



谈判心理学：参透客户的行为与心理 

买家对卖家认可的心理过程分析 

认识 产生兴趣
了解 

消除距离
产生好感 

基本信任
并合作 

完全信任 



参透客户的行为与心理 

1 客户是如何计算成本，进而做出采购决定？ 

2 客户凭什么会选择联系你并谈判？ 

3 客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 

SOLUTION PROVIDER 



团队管理 

统一目标 

统一信念 

统一价值观 

激发集体荣誉感 



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什么是筹码 



谈判的常用筹码 



谈判核心筹码 

对方_  

对方 _ 
 





如何创造谈判筹码 





谈判前-分析客户的身份、
性格、喜好 



客户的身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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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wis Model Handout-性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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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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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买家特点 

北欧：看重产品的质量、认证、环保、节
能、设计等方面; 

西欧：注重供应商解决问题的能力，关注
质量、交货期、服务、包装、稳定性、诚
信和价格; 



德国商人特点 

严谨保守、思维缜密，注重质量和实用主
义，讲究效率，关注细节。信守合同，崇
尚契约。 

英国商人特点 

冷静内敛，注重形式礼仪，喜欢按部就
班，看重试订单，注意邮箱后缀。 



俄罗斯客户特点 

俄罗斯买家主要特点： 
A、注重细节，记忆力好，注重简单实用， 
B、一般订单量较大而价格较低，有时对
质量要求并不高。 
 

应对：注意追踪和跟进买家；对俄罗斯人
要用“本地化”策略。 





客户 



















I love talking with you 
You read a lot 
You're wearing a nice skirt. 
Your hair looks amazing. 
I love your nails. 
You look so healthy 
You're looking sharp! 
You look nice in that color 
Everything tastes great 



Your son/daughter is so cute 
Your Chinese is really amazing 
Your wife is very charming 
You're very professional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You look great today 
This is really a nice place 
You look like a million dollars 
You always know the right thing to say 











永远不要快速答应客户 

第一次让步：  % 

第二次让步 ： % 

第三次让步： % 

每一次让步都争取换东西回来，谈判的价
值就是互换东西； 



卖衣服的服装店老板-如何
把握让步时机 

案例故事：  















































外贸谈判三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价格谈判 

1 我们的质量好，服务好，品牌好； 

2 我们的成本高，工厂规模大，各类成本都
比较高 

3  你能告诉我你的目标价吗？ 

4 不好意思， 没法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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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价单思路 





案例 
DEAR SIR, 
 
WE HAVE DEMADN OF SPORTS BRA. 
PLEASE GIVE US YOUR VERY BEST PRICE PER PC 
FOB BASIS.  
×××/MANAGER OF  
FAWAZAL KHATEEB TRADING CO.LLC. 
PO BOX 55328 DUBAI UAE  
TEL: +971-4-2700000 
 
 



国内生产运动内衣的厂家： 
 
产品外销最低价6美元/件 
 
产品正常外销价7美元/件 
 
产品目标外销价8美元/件 
 
 



报 价 

日系报价法，低价方案，吸引客户，是接订单的好方法。 



WOMEN SOCKS: $0.28/PAIR 
 
Specification: 
Size: 25-27 
Composition: 80% cotton+16% nylon+4%spandex  
……. 
Minimum order quantity: 300 Pairs  
….. 
Price can be negotiable according to details of  
 
Quantity, Packing, Payment, Delivery time, etc.  
 
 





让步方式 



价格让步 



虚实交叉式（一） 



虚实交叉式（二） 



梯度条件式 



价格数量递进 



价格条款递进 

1×40’ HC, FOB Shanghai 
100% PRE T/T, $15.00/PC 
70% PRE T/T, 30% Before Delivery, $15.10/PC 
50% PRE T/T, 50% Before Delivery, $15.20/PC 
70% PRE T/T, 30% After Receive B/L Copy, $15.50/PC 
50% PRE T/T, 50% After Receive B/L Copy, $16.00/PC 
 
…………….. 
 
 
 
 
 



漏斗探底 

工厂：$36--$33--$32--$31 
 
客户:  $25--$27--$28--$29 
 
双方都不再让步，僵持难下，如何办？  



 客人是否跟你砍价有时也取决于你的第一
封报价是否合理，是否让客人喜欢，是否
让客人觉得有必要杀价 

如何说服客人砍价呢？  

作为外贸业务，被砍价是家常便饭，如
何应对变得非常重要，“反砍价”也是
可以训练的。 



关键要准确把握客人的心理，客人之所以砍价是

因为我们的报价与他的预期价格存在一定的差

异，差异越大，客人砍价的意念越强；仔细洞

察客人心理，耐心周旋，诚信交易，说服客人

杀价。 

分析： 



方案一： 

1. 压低期望值，说明市场价，态度坚决, 表明
让价困难, 让客人从你的一言一行里看不到有让
价的余地； 

2. 通过变相提升产品的价值来让客人动心，从
而达成交易（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客人觉得价格高，没有关系，我们先把价格撇开不谈，
把焦点转移到产品上，告诉客人产品具体参数或品牌，
特殊构造或工艺，提升价值，告诉客人产品的这个特
点能带来哪些未来利益。有哪些独特的卖点： 
 





3. 稍微降价，辅以卖点的不断宣讲，不断地强
调卖点；成本拆分+卖点宣讲。 

4.说产品改进给予优惠比打折更有效果； 

A： Your price is too high, please me a better price. 
B： Sorry the price I gave you is already the best one. But 
how lucky you are, the model you ordered has been 
improved, so you may have a lower price in XX days.  



5.告诉客人要是今天能马上下正式订单，可以给到
几%的折扣，3天内付款给几%的折扣； 
 
5% discount if you place an order with us today  . 
3% discount if paid within ten days . 

 



6.告诉客人废物回收也是需要成本的，高质量的产品经
久耐用，高质量的生活要求也是对环保的点滴贡献； 

7.告诉客人达到一定采购数量的VIP价格，可以促进
客户加大订货量。人人都喜欢享受VIP更喜欢VVIP。 



方案二：价格谈判花的很大的力气/付出了
很大的代价： 

1. 请示经理或老板，申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让
客人觉得你是在努力帮他争取； 

 

2. 告诉客人, 求助下游材料供应商，帮客人在材
料上降低成本； 
 



3. 直接降到客户期望的价格，但辅以交换条件，订单

数量增加或提高预付款数量，委婉的与客人沟通或周
旋； 

4. 花了很大力气，说服不了客人的情况下，再建议客

人购买其它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替代方案）； 

       对策：低价格---低品质材料配置 

             高价格---高品质材料配置 



最后：    给出最真诚的底价 
         公司的底线价巳给完 

A.清晰的告诉客户自己已经尽全力，因不能降
价向客户道歉； 
 
B.表达出工厂对他的重视，给客户回头的机会； 
 



案例1： 



Dear Mura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ly communication with 
us.  
  
I understood what you mean by your explanation of your 
domestic market. Sincerely speaking, our price depends 
on the cost and reasonable profit. If we can sell it, yes. We 
don't like to always bargain with you for a little bit of 
money, this actually squeeze our margin to almost zero. 
Sincerely hope you understand it on our position.  
  
 



Please kindly note the following email, your target price $2.07 
is based on order quantity of 10.000pcs, if we accept this 
price for 5000 pcs, which this actually squeeze our margin to 
almost zero, as you know,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s not zero 
sum business, but win-win. However, our boss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your company, and we had a meeting for your 
company especially this morning, finally, we a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for you again, the discount price is 
$2.15 for quantity 5000pcs, please kindly see our final PI for 
your referenc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Best regards, 
 



跟踪客户 



跟踪客户之策略 



    雷老师 
微信二维码 

手机: 136023576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