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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福步牛人 billhunter，用自己的实际经验总结出这么出色的案例分享，billhunter

以前在西班牙和法国企业做采购，所以对于采购的心理有些研究.他是这样说的：“有的客户

我纯粹是玩的心理战，所以大家如果要借鉴我的经验，不要生搬硬套，要活学活用，我的方

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是希望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案例 1：选择切入点——产品定位、平台定位、市场定位 

闲话少说，先说说我现在的单位，这是家民营企业，2005 年开始做外贸，之前的外

贸经理到 2009 年我来之前做了 4 年，走了，于是我来了，呵呵，有些之前的老客户，不过

都不是什么大客户，都是些国外的经销商，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主要国外的客户是以经销商

为主，因为他们可以做技术支持和基本的维护工作。我们没有做任何的 B2B 平台，因为之

前的那个人不懂，他甚至英语都不会说，只能写，毕竟年纪有点大了，所以我们开发新客户

的经验，在我来之前只是参加行业内的展会。在做了一年以后，熟悉了这个行业，了解了行

业的整个情况，也参加过一次专业的行业内展会了，所以基本上有底了，于是准备出手，开

发几个客户，毕竟前面的老客户因为之前外贸经理的离职，受到了一些影响。于是开始了历

程： 

第一天，决定开发新客户了，但是具体的产品还在构想，因为我们主要是做衡器的，

我们这个企业可以说做的产品还是比较全的，大多数行业内的产品都能做，于是就开始考虑

切入点，首先当然想做新产品和利润高的产品，于是把一些低利润的产品先排除，因为我相

信客户做起来以后，慢慢的他们了解到我们的这些产品，他会感兴趣的。所以最终选定产品

PAW 作为切入点，因为第一，这个产品利润高，第二，它的科技含量相对于其他产品来说

高很多，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这样就能有效地降低竞争，为赢得新客户缩短时间。 

前面说过了，我们没有任何 b2b 平台，那我还是选择 google 入手了，顺便说一句，

我可不是 google 的推手，而是我养成的习惯，在国外学习、工作，可以说干什么我都离不

了 google 了，所以回来以后习惯还是不改，并且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说没有

google，我是无法在新入行两年内就把公司外贸的业务量翻两倍。现在平台定好了，产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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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是目标客户，我之前说过，这个产品的科技含量比较高，并且利润也高，所以我

不可能开始就把它往非洲卖，那是自己给自己添堵，于是选定目标客户决定在英国找，原因

有几个：1、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虽然现在没落了，但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

马大；2、在英国上学 4 年，英语比较顺，开始如果去开发别的非英语国家的客户，无法在

短时间内实现我的目标，因为无论怎么样，都不如和英国人打交道那么顺手；3、英国我们

只有一个大客户，但是还不是欧洲或者世界知名的品牌，只是个贸易商，相对来说潜在客户

的基数比较大；4、在参加行业内展会的时候，我了解到英国市场上已经有我们的竞争对手

把这种类似的产品引入了，并且市场反馈还算可以。基于这 4 点原因，我决定先进入英国市

场。 

进入 www.google.co.uk，打开英国的 google，输入产品名称 P，后面加上 site:uk，

其他不加任何的限制条件，这个就保证了搜索出来的结果是最多的，并且 100%肯定是英国

的，因为英国的域名一般是以.co.uk 结尾的，当然，以.com 结尾的也不少，但是基于这个

信息量，必须会推迟我的工作进度，所以在最大可能性保证信息量的前提下，一些不必要的

东西还是舍去了，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限制这限制那，虽然这样最终可能会出来比较精准的

结果，但是还是会漏掉不少真正有用的客户和信息，毕竟电脑不是人脑，所以电脑只能作为

工具，真正的分析工作还是要人脑去做，才能确保最大的可能性不漏掉什么重要的或者不重

要的信息。出来了一堆结果，一个一个分析，首先看域名，像 yahoo.co.uk、wiki 一类的域

名的，我自动略过，因为我的目标客户是经销商，而且是中大型经销商，如果连自己的网站

都没有的，那肯定不符合我的要求。进入了经销商的网站，看他是否有和我类似的产品，一

般这样搜出来的，大多数是已经有了，在做这类产品的，或者至少有这个意向的，但是我不

喜欢群发邮件，我做采购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一堆 cc 的邮件，所以我一定要每个确定是经

销商的网站，都认真地研究，看看他们在卖些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在哪个地方，比

如我开发成功的这个客户 A，在我研究他的网站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他网站上有这个产

品，但是已经是老款式的了，比较陈旧了，但是他还放在网站上，说明他还在做，第二，他

网站上有税号一类的东西，通过网站可以查到他的公司注册资料，第三，他的网站制作是比

较专业的风格，说明他这个人很严谨，第四，他的电话在网上有，但是邮箱没有，说明他比

较讨厌群发邮件，他有个网页发邮件的程序，不过用记事本查看源代码，还是没有找到邮箱，

http://www.google.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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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个客户对这方面的保护还是非常认真的，他也很讨厌垃圾广告。 

通过分析他的网站，了解他的心理，那现在就要有针对性地宣传了，怎么宣传呢？他

公司上没邮箱信息，不甘心，算算时间，他们应该按 9 点上班的话就是中国时间的下午 17

点（夏天记得要减一小时，因为英国实行夏令时），我到下午 5 点半的时候，按他们公司网

站上的电话打过去了，以下对话就是原版的： 

 "Good morning, this is A company, AA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 一般中型

公司甚至有些小公司都会有前台接电话的小姐的，这也说明这家公司比较正规。 

"Good morning, I'm XXX company Bill in Yorkshire. you have the P right? May I get 

an sales guy for assistance?" - 先找他们的销售员，知道为什么吗？动动脑子想一想，有几

大好处 

"Hold on." 

帮我转到 AAA 

"Good morning, this is AAA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Good morning, I am Bill from XXX in Yorkshire. I saw you have P. Could you leave 

me your e-mail address so that I can send you our detailed requirements and I will be able 

to receive quotation from you." 

"Oh, OK. That would be great. my email is sales@A.com" 

"Great. aaa@A.com right? By the way, may I ask you produce it or get from any 

other country? - 呵呵，虽然一看他的网站就知道产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但是装还

是得装像一点 

"It's from China but we do maintaince and strict testing in our factory." - 他承认了

就好，这样就确定了。 

"OK, thank you so much. I will write you soon" - 得到想要的了，撤 

"Thank you for calling. Cheers!" 

"Bye" 

接下来我整理了一下信息，第一他们公司销售的邮箱是 sales@A.com，而通常来说，

如果不是以人名命名的公司的话，所有部门应该都一样的，所以我就猜出他们采购的邮箱，

mailto:sales@A.com
mailto:aaa@A.com
mailto:sale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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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就是 purchase, purchasing, source, sourcing ... 这类的，这就好办多了，写封邮件，

收件人那一栏，我就写'A'，我用的是 Microsoft Outlook 2007，所以这样写，有几个好处：1、

收件人看到的是收件人是 A，即公司名称，因为我把邮箱写在了 bcc 一栏，他一般不会认为

这个是垃圾邮件，系统也不会判别这样的是垃圾邮件；2、不管我 bcc 里那一串收件人对不

对，总有一个是对的，这就够了，确保他会以为我只发给他的，而他既然没有在网站上写有

邮箱地址，那我地址是哪来的呢？他就会想一想了，可能是认识的吧，这样至少我就为我的

开发信赢得了宝贵的被看一眼的机会；3、收件人一栏写'A'，不会造成系统退信，因为其实

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地址，但是收件人一般就不会留意这些了。 

然后是开发信的内容： 

 Hello Sir, 

It is glad to know you purchased our OLD model of P and a new model P-A is now 

available. It has advantage of higher accuracy, longer battery, more weighing options. A 

sample is ready in stock for you and just let me know you want it by sea or by carrier 

service? 

 Best Regards, 

这里说一下，我为什么这么写，第一句话，首先就要让他搞蒙掉，“我们是有 P 呀，

可是他怎么说是 old model 呢？还有新款出来了？”他就会产生这种想法，才会有读下去的

欲望，因为我做采购的时候，一天百来封邮件呢，不可能每封都仔细去读，看到第一句，如

果是无关紧要的事，那我会先放一边，而一放，很可能就忘了，所以一定要让他读完，所以

第一句吸引他很重要。第二句是说明新款新在哪里，简短地把最主要的优点列一下就行了，

让他心里有个数，因为老款的这几个地方是经常出问题的，精确度、电池时间更长，还有其

他的优势，这样才会让他对新款产生兴趣，最后一句，哇，有样品都好了，要海运还是快递

呢？这样才能带着他走，而不能说要不要样品啊？因为要不要的回答是要或者不要，而问他

海运还是快递，就让他造成一种默认心理，哦，我要了，现在只要选择一下运输方式就可以

得到一个样品了，看起来还不错。 

于是在信发出后半小时，我就得到了回复： 

Hi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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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purchased this model from bbbb company. Are you the manufacturer? What is 

the price? 

很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我运气也不错，他们是从 bbbb 公司买的，他们是我们

的竞争对手，但是我已经成功地让他转移了注意力，因为重点在于我们有更新款的，潜台词

就是老款的也是我们造的，前面说了，他们是家中型经销商，从我得到的信息来看，他们在

利物浦，那我猜他们可能没有去过 bbbb 公司，所以现在他有疑问了，我们是制造商吗？ 

他有疑问了，那我当然就回了，不过回邮件之前注意了，他是新客户，从他回的邮件

里我知道了他的名字，aaaa，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呵呵，打电话呀。要知道，邮件的

时效性可是没有电话好的。于是一收到回复，马上给他打电话： 

 "Good afternoon, aaaa, this is Bill from xxxx China for the P" - 打电话的时候先提

示一下我这个是国际长途，并且是讨论 PAW 这个事情的，有助于他马上回想起来，毕竟他

刚回的邮件嘛。 

"Oh, Bill. Hi"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your prompt reply. We are manufacturer and it is sure that 

P-A is a new model for P scale. I didn't realize you don't know about this. I thought you 

attended the exhibition too because we had so many british customers asked for this P-A." 

- 首先感谢一下，英国人有句话叫"Say Thank You Cost Nothing"，这就是他们的哲理，这

就是他们所谓的绅士，所以无论怎么样，呵呵，先感谢一下，然后说明我们是制造商，不过

我可没说 bbbb 不是哦，爱怎么理解是他的事。并且告诉他我们在展会上参展的，说明我们

企业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最后一句，有许多英国客户对这个很感兴趣，引起他的兴趣，他

会想原来有很多英国人感兴趣啊，那说明这个在英国市场肯定不错啊。 

"Oh, congratulations. did you sell a lot to UK?" - 一下他就紧张了，因为如果真是那

样的话，他们的业务就要受影响了 

"Not yet, because this is a new model and samples are just finished." - 先安慰他一

下，然后说新款的样品刚做好，注意，我用的是复数而不是单数，这就是心理暗示，英国人

对单复数比较敏感，所以他马上第一反应就会是“看来做了不少样品，果然有很多人很感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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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much will it be?" - 他很感兴趣了，想要样品了 

"Well, it is the same price as our old model." - 先不报价，探探底 

"Oh great." - 让他心理安慰一下，和老款一样的价格，至少他可以不用和我纠结价格

的问题了，注意，这个是心理暗示，因为他是和 bbbb 公司买的而不是我们，可是我的话让

他认为 bbbb 是从我们这里买的，而他从 bbbb 买的老款的价格肯定能用于我们身上，这样

就消除了他看样品的心理障碍 

"Since we have cooperation with DHL, if we send you with our account, it will be 

much cheaper than you pay on delivery" - 告诉他，我在为你着想哦，我们和 DHL 有长期

合作，所以价格比你到付划得来，这里第一，我暗示了他，你要走快递，第二，我是很为你

着想的。因为是电话，他基本上来不及反应“我是不是要买”这个问题。 

"OK then, please send me one set of sample." - 忽悠成功 

"OK. I will send you the invoice after I confirm with DHL tomorrow morning" - 我可

没说样品免费哦，我说我和 DHL 确定后给你 invoice 

"Right."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time. Have a good day." 

"Thank you for calling, wait for your infromation." 

"Cheers, bye" 

"Bye for now." 

好了，从下午 4 点半开始做工作，到晚上 7 点半，算是忽悠出去一个样品了，不管怎

么样，也算是初战告捷了。 

第二天开始到处询价，不过我没有估计到会这么贵，货值才 2000 美金，最便宜的空

运也要 500 美金，快递得 1 千左右，郁闷死了，说明前期的准备工作还是不够充分，怎么

办呢，直接报运费是肯定不行的，其实遇到问题，只要站在客户的立场来想问题，就比较好

解决了，所以我就给他发了个邮件（因为之前承诺过今天要给他 invoice 的，不管怎么样，

承诺了就要做到，这种细节，虽然不一定能为你在客户的印象中加分，但是肯定不会减分），

算好时间，不知道他早上有没有看邮件的习惯，但是这个点要把握好，不能太早，不然他如

果收到一堆邮件，我的邮件就会落到下面，甚至如果他是用的微软的 OE 的话，有可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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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会到下一屏去，不能在第一时间让他看到，他现在对我的产品有兴趣了，所以一定要持

续这种兴趣，才有继续下去的希望，所以在他早上 8 点，我这儿下午 4 点的时候给他写封

邮件： 

Hello aaaa, 

As I confirmed with DHL, UPS and air freight, the costs are all too high. May I call you 

at 11:00am to explain you details? 

best regards, 

不过运气真的很好，预防工作真是有必要的，他在半小时后就给我回邮件了，说明他

真的会早上先收一下邮件： 

Hi Bill, can you call me at 10? 

Sent using BlackBerry®  from Orange 

由此可见他也是个比较敬业的人，早上起来会用手机收一下邮件看一下重点，到晚上

6 点，准时给他打电话（约好时间就要守时，西欧的人会比较注重这些，特别是德国人、英

国人）"Good morning aaaa, this is Bill from xxxx for P-A" - 这个是需要再次强调的，可以

加深他对我们公司的印象和对产品的印象，也是一种善意的提示，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曾经

在做采购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我早上很困，根本一时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东西，结

果他 bala bala 说了一堆以后，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和他是谁。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today?" - 有问候了，哈哈，这是个进步，说明他正逐

步在接受我 

"Not bad, how are you?" - 英国人很注重礼节，所以问候是必不可少的 

"I'm fine." 

"Good. now let me explain, the cost of either carrier service or air freight is too high. 

If you have any container pending for dispatch, I think it will be much better to send within 

the container." - 告诉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必要的，人的心理总是在能做选择题

的时候就不会想做问答题，所以我提出解决方案，是表达我对这个事情的重视以及我在为他

想办法 

"let me check... oh yeah, we have a container leaving CZ on next Thursday. what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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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think?" 

"Great! Then I will send you the PI now and since we have 6 days that would be 

enough." -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那还说什么呢，赶紧做发票啰 

"OK. That's great. wait for your PI." 

"So shall I use the old price of 2000 us dollars?" - 第一，我并不知道他和别的公司

做是多少价钱，第二，已经给他造成的印象是我们的产品是新款，并且价格和老款一样，无

意中他就会认为这个价格是我们给 bbbb 公司的价格，而他就会马上计算这个价格比他以前

的价格怎么样，以引导他开始和我谈价格。 

"Is this the price you sell to other clients?" - 他这么问，表示他不确定我这个价格是

高了还是低了，我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1、我的价格比 bbbb 公司便宜，因为如果贵了

的话，他肯定不会接受，2、现在他的疑问是这个价格是不是我们给别的公司也是这个价，

说明他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我们的底价，采购嘛，总是想以最低的价格买，但是他心里没有底，

所以他才会这么问，3、他对这个价格是接受的，只是还有点疑虑 

"This is our distributor price. I charge you as regular purchase instead of sample 

because you can sell it after you tested it." 这么说，有几个意思：1、我是诚心和他做生意，

并且是把他当成常规客户对待的，2、我对产品质量很自信，他测试完了就能卖，3、我知

道他的测试要求，我们这行对测试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了解他的测试要求可以避免很多问题 

"Great. Send me the PI" 

"OK. I will send you within 5 minutes." 

"Thank you so much." 

 "Thanks for taking your time. Cheers!" 

"Cheers! Bye." 

"Bye" 

 

案例 2：外贸永远没有淡季——用好外贸三宝 

对于我的第二个新客户，先说一下背景，产品是我们的常规的 wb 产品，开发的背景

是过完年，有一天我在单位里忙，结果老板把我叫过去，意思是 wb 产品最近销量不是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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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深挖一下客户的潜力，看看能不能出个几台（一台价值约 1W 美元左右），因为车间的

工人已经基本上招满了，开始开工了，但是内销的产量只用到了 30%，还有 70%的产能，

不能空着，不然工人没活干，留不住。。。哎，要知道，刚过完年，正是 1 月底的时候，冬天，

wb 产品需要挖坑，所以冬天一般是我们这个产品的淡季，老板说了，我也只有想办法完成

了，但是怎么完成呢？老客户我不用担心，因为我的助理可以去挖他们的潜力，我也花了不

少时间去培训他们，但是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因为这行虽然竞争没有日用品那么激烈，但

是也有竞争，我能做到的，别人很可能也能做到，要想获利订单，有的时候还是要出其不意

才行，老客户开发这种事我一般已经可以交给助理去做了，那我要做的就是新客户的开发工

作了。 

老样子，先规划，先要选定我要找哪里的客户，前面说了，我这个产品不适合冬季，

因为冬天土冻上了，没法挖坑，也就没人会在这个时候买了。那么就没出路了吗？哎，其实

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就会陷入认识的误区了，或者说没有大局观，现在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什么？

全球一体化，地球村。。。北半球是冬天，南半球可是夏天啊。。。前面我也说了，这个产品的

价值会比较高，1W 美金左右一台，一个小柜能装 2 台多一点，所以一个小柜就要 2W 多美

金了，这种设计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都非常适合，因为他们要搞基础建设，所以我的

目标就排除了澳大利亚这种已经是比较发达的国家了，因为他们不需要，非洲嘛。。。由于大

家都知道，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喜欢讨价还价，而且做外贸，大家要有全球的眼光，前段时

间刚结束的金砖国家会议别忘了，所以时事政治还是要多关心呀，巴西是个发展的经济体，

和中国一样，所以我把目光锁定在了巴西。 

对于巴西，我没去过，了解也不多，所以在 baidu 里（外文问 google，中文问 baidu，

这个是我的基本原则）查了好多巴西的相关资料，认真地研究，学习，在 google 里也要查

英文的资料，特别是这个行业内的（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在什么国家都有个类似计量委员会

的部门，这里面的资料也是我特别要学习研究的），基本上花了一周时间了解各方面的信息，

然后开始搜索新客户的过程： 

先照例，打开谷歌，搜索 wb site:br，这里说一下上一集里谈到这个搜索方法，但是

很多同学说搜到好多 b2b 或者 b2c网站的东西，其实我一般是对 b2b 和 b2c网站不感冒的，

但是这次搜出来的结果里，的确是有许多的这类网站的询盘，不看吧，有点可惜，所以我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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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打开来看一下，就像大家所说的，这类网站一般是不允许看客户的联系方式的，但是也不

是所有的都没有办法看。 

怎么看呢？ 

很多同学肯定已经想到了，google 啊。。。外贸有三宝，google，skype 和 福步，哈

哈。。。把客户的公司名称（如果有电话最好，因为电话比较有唯一性），放进 google 里去搜

吧。。。或者如果没有公司名称，那么看他的信息里的一些有唯一性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语法特点，我称之为信息特征，这个问题以前福步里有朋友谈到过，我就不重复了。 

接下来说我的故事： 

搜出来一个客户发的询价信息，大意是要找 wb 的厂家，因为他需要，顺便说一下，

因为我搜索的是巴西的站点，所以他的采购信息没有指定要求要中国的，并且他已经发布了

有 3 天了，我觉得如果他指定要求要中国的，那么我也就没什么兴趣了，毕竟 3 天时间。。。

以中国人的力量和速度，肯定早就已经有供应商给他消息了，所以他没指定要中国的，我还

是有点兴趣的，大约看了一下他的要求，然后把他的公司名称放到 google 里搜，注意，我

是放到 www.google.com.br 里去搜的，因为我坚信，本地化的东西才是最靠谱的。 

很幸运，在第二页就找到了他的公司网站，看来不是太大的公司，但也不是小公司，

网站比较正规，不过和别的公司一样，网站上只有 sales 的邮箱，那怎么找呢？还是老办法，

打电话呗。。。不过这个时差有点大。。。只好晚上加班了。 

这里要说一下，针对各个国家不同的风土人情，要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世界上没有

一个通用的东西，通过对巴西的学习和了解，我认为巴西人是比较热情奔放的，很光明的一

个民族，所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不用前面的方法了，而是直接了解，所以在晚上 9 点，我开

始了电话： 

"#@$%^&*(" - 一通葡萄牙语 

"Good morning, this is Bill calling from China. Can you speak English?" - 先说一下我

是中国的，所以只能用英语 

"Good morning, yes, this is R" - 赞美上帝，她会英语。。。 

"Mr. P from you company said he needed wb. May I speak to Mr. P please?" 

 "OK, Just a moment..." - 先通报一声是必要的 

http://www.google.com.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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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音乐 

"Hello, Mr. P is not in the office right now.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Oh, OK. I can write him email. Is his email pxxx@abc.com?" 

"No. His e-mail is p@abc.com" - 小姑娘真热情。。。感谢她 

"OK. Really appreciate your kindly help.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很顺利，拿到了 P 先生的邮箱，给他发邮件： 

Dear P, 

It is glad to know you are looking for wb. I tried to call you but you are not 

available.(先说明一下，以显示我的诚心) We can supply it as we did for XXX (某国际知名

品牌的 wb，也是我们代工的). Our price is reasonable and the quality will be at the same 

level as XXX. Enclosed is the offer and if you need any help, just let me know. 

best regards, 

邮件发了以后，第二天，还是没有回复，于是再打电话，第二天晚上 9 点半（稍微晚

一点，是因为昨天这个点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如果继续这个点打，就显得我是个比较死板的

人，稍微晚一点，显得我很理解他昨天不在办公室，比较忙）。 

"#@$%^&*(" - 一通葡萄牙语 

"Good morning, this is Bill calling from China. May I speak to Mr. P please?" 

"OK, Just a moment..." - 先通报一声是必要的 

!@#$%^&* 一阵音乐 

"Hello, This is P speaking." 

"Hi, this is Bill. I sent you an email yesterday regarding the wb." 

"Oh, hi, I have got your email." 

"Thanks god.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Yes, I think the price is too high compared with BBBB(一家台湾的同行)" 

"Oh, are you sure they are in the same configuration?"   

mailto:pxxx@abc.com
mailto:p@a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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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说价格高，一般有三种心理：1、要套你的底价，以还价；2、只看价格，你们的

确是比别人高了；3、不想做这个生意。第 3 种我直接否定了，因为是他在到处询价的，第

1 种嘛，以巴西人的性格，一般不会在第一次报价后就这样，印度人会这样，所以我先按第

2 种情况来，先确认到底是因为我的价格高，还是东西不同，毕竟配置上差的多，价格也会

差好多。 

"I think so." - 他也不确定，哈哈，那还用说什么，直接让他把别人的配置说出来呗。。。

知己知彼才行啊。 

"Mr. P, you are professional on this product and as you know, the price can be 

different if you are using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Do you mind to send me BBBB's 

configuration so that I can try to quote you the same thing? IN this way, you will be more 

convenient to compare." - 一定要先坐实他的想法，就是别人的配置和我们不同，所以才会

这样，那你就把别人的配置给我，我报的价格才有可比性，老外也一样，喜欢高帽子的。。。

同时要告诉他，我这么做全是为了你呀。。。 

"OK. I will send you now and you can compare and send me your offer." - 动心了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kindly support." 

"It's O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we get the right thing here." 

"Sure, if we got the deal, I will try to arrange a visit to your place so that we can 

know each other better." - 我这么说有几个原因，第一，让他觉得不是我价格高，而是他配

置不一样，我对我们的价格是很有信心的，第二，让他知道，如果我愿意，我可以随时去拜

访他们，这显示出我们公司的实力和无比强大的自信，第三，让他觉得我们是很懂国际贸易

的游戏规则的，既然拜访客户不是问题，那后面的维护工作，甚至真的哪里出了问题，我也

可以随时去的，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Great, I will wait for your information." 

 "Thank you. I will send it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I get your email." - 再次提醒他，

发给我 

"OK" 

"Thanks. Bye fo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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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 bye" 

好了，顺利地让他在心中留下了对我们的初步印象，并且还拿到了竞争对手的配置清

单，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一点不同，价格就差好多，所以既然他愿意给这个机会，说明初步

他还是对我们挺感兴趣的，这是个好的开始。 

于是开始等他的邮件。 

一天过去了。。。二天过去了。。。传说中的邮件一直没有来，我就又开始想了，既然他

说了，一般不会不发的，为什么等了两天还没消息呢？分析了一下原因：1、反悔了？2、

忘记发了？3、忘记我是谁了？一直在猜，不得不说，这种时候是比较难熬的，前面说了，

我们这儿是冬天，过完年，老板给的压力大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猜到原因了？这种时候

就要多动脑子，我以为我够了解得全面了，但是实际上证明我还是错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

急燥，要分析原因，不光是主观原因，很多时候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最终，我忍不住了，

再次给他发了个邮件： 

Hi Mr. P, 

 It was so glad to have a short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you two days ago. The new 

price is still pending and it will be offered as soon as I got your full details. 

Best Regards, 

Bill 

又过了一天，还是没有消息，这下我有点郁闷了，我想这种经历大家肯定很多吧。。。

好吧，我也忍不住了，准备晚上打电话，不过老天开眼，在吃晚饭的时候，看了新闻联播。。。

上面正在放着巴西人庆祝的场面。。。一下子我反应过来了，天哪。。。狂欢节。。。我怎么把这

么重要的巴西节日给忘了，顿时所有的困扰和急躁云消雾散。。。狂欢节巴西人一般是要放假

三天的，有的公司甚至要放一周，我的天。。。我竟然忘记了。。。 

经历过这段以后，我每年新台历到手，总是先把各国的重要节日都标出来，以免再犯

这种可以说是忌讳的低级错误。。。 

于是赶紧写封邮件： 

Hi Mr. P, 

 Happy Carnival and hope you enjoy the holiday! I am envious of your so huge f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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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some day I can enjoy it also. 

Best Regards, 

Bill 

又过了一天，回复来了。。。竞争对手的配置来了。。。于是理所当然地，拿下了这个订

单，到现在这个客户仍然从我这里订，我的所有南美订单，他现在每年都要占到四成左右，

和客户一起成长起来了，期间去年还去巴西拜访了一下他，这才知道，刚开始他和我做生意

的时候，他们公司只有 10 个人，他是股东之一，而现在，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稳定，价格

有优势，他的市场一直在扩大，到现在已经有 60 人了，并且他从一个市的经销商，到现在

已经成为圣保罗省最大的经销商了，明年他的生意要开到阿根廷去了，心中很为他高兴，和

他也成为了朋友，而他说他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朋友，因为他也不怎么从中国买东西，但是那

年他收到的狂欢节祝福的邮件里，我是第一个，所以我也成为了他第一个中国朋友。 

 

案例 3：加拿大之旅（去年去加拿大实地开发客户的案例） 

做我们这个行业，任何国家都有市场，只是市场的大小问题，其实不管对什么行业来

说，北美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市场，不可忽略的，所以进了公司第二年，我准备大力开

发北美市场（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们北美市场只占外贸整个销售的 0.5%的销量），很

多人第一站就想到美国，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美国的后花院-加拿大。。。 

老样子，在 google.ca 上搜索，先了解加拿大的市场情况，跟熟悉的客户打听了一下

北美的主要情况，知道我们这个产品在美国市场主要有四大巨头，占了美国市场的 96%的

市场份额。于是开始在网上搜索，了解加拿大的市场情况，搜索 wb site:ca，可以看到好多

做 wb 这个产品的加拿大经销商，先花了两周的时间，研究这些经销商的网站，看看他们代

理的是什么品牌的产品，还是他们自有品牌，看看了他们的产品规格，质量要求、鉴定要求

等各方面的情况，必须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在以后的谈判中如鱼得水，要用得如火纯

清。 

花了一个月的时候，整理出 3 家客户，比较有潜力的，做的产品和我们的基本上差不

多，有两家是生产型企业，但是销售的都是自有品牌，生产型企业的这两家，从 google、

facebook 的朋友、google map 上找了一下，看看情况生产并不是很大，这里说一下，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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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家企业，先看他们的网站，上面如果是生产企业，一般会有生产设备或者生意车间的说

明或者照片，了解了地址以后，在 google map 上可以看卫星地图，那客户的生产车间有多

大，一看就知道了（注意比例），再者，可以搜索他们的这个品牌，看看出来的结果有多少，

要心细，我连别人的博客都会进去看看，只要提到了这个产品，这样你才能心里有数，了解

这个品牌，这个客户，大约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层次和价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在和客户

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有话可说，说的话有理有据。 

而了解了以后，在 C 公司的网站上，并没有发现邮箱，只有一个表格和一个 sales 的

电话，让你填了以后点“send”，会自动发送的，这是一种防止垃圾邮件的办法。但是一般这

个邮箱发过去的地址是秘书之类的人看的，所以如果你不能马上抓住秘书的眼球，那就只有

错过了，所以我写了个留言（一般我称这种网页里发送的东西为留言） 

I would visit your company in Toronto, please provide me your purchasing staff email 

and phone number. Thanks. 

Regards, 

Bill 

邮件发出去。。。开始等待。。。。 

一直等了 3 天，也没有什么消息，想想不甘心，抄起电话来就打。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call C company, how may I help you?" - 对方公司接线

的好像大多数是 MM（嘿嘿，当然阿拉伯国家例外） 

"Good morning, this is Bill calling from China.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r company 

during my business trip and I sent a message asking for any staff that I should contact, but 

no reply." - 先说一下大概的情况，让她了解，因为根据经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负责每天

看"General Inquiry"的人。 

"Yes we have received your message but unfortunately our manager will not be in 

the office until this Friday." - 这句话证明了她的确就是看信息的人，而所谓的她经理不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托辞，要想办法搞到她经理的电话和邮件才行，和她沟通没啥用。 

"OK, no problem for that. May I have the email address of your manager please? 

Because I will have a business trip to Canada and it will be great if I can meet him." - 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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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地址人家给给一般是无所谓的，不能上来就要电话，会很令北美人反感，因为他们好像不

太喜欢手机和电话的。 

"Yes, sure. His email is Y@C.com." 

 "Great, really appreciate your kindly help. Bye for now." 

 "You are welcome. Bye bye." 

拿到邮箱了，发邮件过去，但是怎么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因为如果刚才那个 MM

说的是托辞，那说明这个经理可能不是很乐意让我找他，或者说可能对我们不是很感兴趣，

毕竟我们没有做过生意，并且我们的产品在北美也不是很响。 

邮件的主题：Re: T Vendor (T 是我们这个行业中的龙头老大，在全球都是，并且我们

的确是他们的供应商，嘿嘿，只是我们只供应一个小部件）xxxx (这个产品是在他们的网站

中发现的他们标了热销的产品，所以研究客户的网站信息很重要，这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 

visit you (点明主题，让他知道这不是个开发信，是我想拜访的) 

这样写主题有几个好处： 

1、点明我们给行业中的龙头老大做配套，让他对我们的产品质量不产生任何疑问，

并且默认了我们的产品质量是能达到他们的要求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北美客户非常重视质

量，这一点让他放心了，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 

2、点明他们热销的产品，说明我们也能做，并且我们有信心和他们拼质量和价格，

这不得不让他产生好奇，因为他在本地生产，每个做生产的人肯定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压缩成

本的，而我们这么有信心，他就会有好奇心了 

3、说明我们是拜访，没说我们是哪的，他心里会以为我们是本地的供应商，这样如

果他有点反感中国产品的话，就不会马上引起他的反感，如果他不反感的话，那当然是最好

了。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虽然中国的产品价格低，质量好（我们这里只指正规的，一些垃

圾货不在讨论之列），但是北美的人因为媒体的宣传，对中国的产品还是有一定的反感的，

不要觉得新闻中宣传一片形势大好，就真的形势很好，没有进入过当地的市场，你根本无法

想像当地人对媒体有多依赖，因为不是每个北美的人都了解中国，来过中国，西方对中国还

是有一些妖魔化的宣传的，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必要的情况下，还是要注意避免这方面

的问题，第一印象不好的话，会对后面的谈判产生很大的影响。 

mailto: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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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内容： 

 Hello C, 

It's glad to know that your xxxx is in HOT sales. Although T has been authorized us 

as vendor, I still think it is valued to get approval from your company since you are leading 

the Canadian market. Do you mind us to visit your company in Toronto on 5th November? 

I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setup relationship. 

Regards, 

Bill 

第一，先说明一下他们的热销产品，以示我们对他们很了解，让他在心里觉得很自豪，

嘿嘿，老外也享受拍马屁的，另外说明我们是 T 认证供应商，再次强调我们的质量不用担

心，后面还是拍一下他，说他是加拿大市场的领军企业（很多企业喜欢自吹在这个行业是领

军企业什么的，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有自大的嫌疑，很多客户其实不喜欢和这种自吹的企

业合作的），最后约一下日期，以让他去看看他是否有空（点出日期来，显示我们的诚心，

这样他一般不好意思直接回 No 的，如果他不方便，他也会另选日期告诉我们）。 

邮件发出去了，安心地等待，我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在等待的时候，也不能闲着，继续在客户的网站上看看他们的具体的产品规格、说明，

对这个客户我比较上心，期间甚至还另外注册了一个邮箱，以个人用户的名义，发邮件给他

们的销售要了一些这款产品的更详细的资料，这样才能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工作。 

就这样一直等了三天时间，我的计划是一周工作日五天内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可能

需要再打电话看看了，不过还好，第四天，回复来了： 

Bill, send me more details for your xxxx. 11-5 is not valid, how about 11-11? 

C 

很简单的两句话，第一句，说明我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个好兆头，第二句我现在还

不确定他是因为真的没有时间，还是托辞，因为大家也知道，从中国去加拿大出差一圈，我

最多的预算也不过一周时间，5 号没空，一下推到 11 号，也就是往后 6 天，如果我的机票

已经订了的话，这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他还不是那么有诚心地想合作，我得加把火。

这下在等待期间得到的资料就非常有用了，根据他的详细的产品说明，我制作了一份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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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结构，到外观品质，以动画和实际照片相结合的方式，搞了一个演示文稿，很大，近

50M,压缩起来也有 10M 左右，发邮件是不太可能了，把它传到公司的 FTP 上，把里面的文

字简要地总结了一段说明。然后给他回邮件： 

Hi C, 

Please download the details from www.xxxxxxxx.com/ca/ppt.zip My trip plan is 

return on 9th Nov. Before that date I will be available for you at any time. 

Regards, 

Bill 

邮件发过去了，我同时再仔细地看一下 PPT，觉得比较完美了，就继续等待，期间还

是打电话到他们公司去了一次，但是那个人还是不在办公室，呃。。。他果然很忙。。。 

等待了大约 3 天时间，他回复了： 

Hello Bill, I was too busy and sorry to reply you late. Your presentation is pretty great. 

Send me price and let's meet on 8th Nov. 

Regards. 

收到这封邮件，我的心基本上就定下来了，说明他有兴趣了，并且非常乐意和我见面，

这也说明之前说的什么没空啦 bala bala 的都是 P 话。 

于是把报价发给他（比正常价格高了约 5%，这点是我故意的），一来我和他要见面谈，

就不怕他因为价格高而不理我，二来见面谈总得有点成绩吧，如果不让他还下来点价格，那

他肯定不乐意，而我如果报正常价格，那必然在他还价的时候我没多少退步的余地了，另外

我对这个市场比较重视，质量等各方面都得做得好一些，那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我必须留

好退路，要不这趟就白跑了。 

邮件发完，第二天，上飞机，到多伦多已经是第三天了，一下飞机，马上就收一下邮

件，果然看到他的回复了： 

Bill, the price is a bit higher. Let's talk when you arrive. 

看到他的邮件，还好，基本上在我预计的范围内，先不管他，先按计划拜访其他的客

户，到了见面会谈的前一天，我跟他电话确认了一下会谈的时间（到了加拿大，在本地，工

作时间内，还是打了三个电话才找到他的，说明他是真的在忙，也不是推托不接我电话，所

http://www.xxxxxxxx.com/ca/pp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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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里还是比较欣慰的） 

废话少说，到了见面的时候，进了他的会客室，跟他随便聊了一下天气（和老外客套

的常规套路），发现他是英国人移民加拿大的，哈哈，这就好办多了，用对付英国人的那一

套来对付他。 

先和他聊聊加拿大的天气多么地好，他一下子就激动了，说英国多么湿，多难受，了

解到他以前是生活在蒲次茅斯的，这是个靠海边的地方，于是就想到了他之前的大概生活状

态，于是顺着他说，嘿嘿，和老外聊天的时候，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顺着人家说没什么

不好的，可能也是我的性格使然吧，我不喜欢和别人争辩什么，就顺着他说对的对的，加拿

大天蓝蓝海蓝蓝，干燥适宜之类的，这样他的心理马上就开朗起来，这是一个开始的引导，

要知道谈到价格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分歧的，如果前面不把他心理气顺好了，后面就会冲

突太厉害，如果今天不能说服他，我不是白跑了？要知道，面对面谈的机会不是很多的。 

说着天气、政治这些英国人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慢慢地开始从政治转移到经济上，这

个转移是必须的，也是为我后面要引出的价格话题做好铺垫，我说：“The politicians always 

try to do the thing they think it is correct, but who knows. Sometime they just do thinks for 

their benefit.”，他表示非常同意，后面就开始举例子啦，比如中国的政治家，从来不考虑他

们进行外汇管制是否是正确的，他们一手控制着外汇，这里要说一下，这家伙是个英国人，

对中国嘛。。。肯定是有一定的成见的，但是周总理说的很好，求同存异，像现在中国政府就

台湾问题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觉得可以用在生意上，我和这个加拿大老头，就是这样，

他对中国控制外汇汇率也是很有成见的，我不管他是否是对，在赞同他的意见的前提下，我

们才好谈，所以我先说这个汇率的问题表示我也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就说现在中国

政府控制着外汇汇率要涨，我也很无奈，像以前是 1 美元可以换成 8.2 元人民币，而你现在

一美元我只能给你 6.4 元人民币的东西，然后写在纸上，算给他看，因为这个汇率的问题，

他损失了多少（注意，一定要让他跟着你的思路走，这样他即使对我的这个换算不满意，他

也只是对政府有想法，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然后再跟他扯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美国政府拿着美元买中国的东西，然后

我们赚到了美元，但是实际上，作为人民，我只拿到了人民币，因为美元被政府拿走了，而

政府，又拿着这个美元去买美国的国债，等于把钱又还给美国，而美国进口的越多，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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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币就越多，中国政府手中的美国外债就越多，而我人民币多了，在中国流通，就造成

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而中国的通胀，就造成了我的成本上升，我必然要加价，而美国其实等

于一分钱没花，买了一堆中国的东西，中国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只要美国愿意，美国随时

可以通过加印美元的方法稀释这个国债，而最终的结果，就是我跑到你这里来，跟你说，sorry, 

my price has to be increased due to my cost increase and exchange rate. 

跟他一项一项的成本列出来：我们的钢材成本在涨（涨多少，当然之前的准备工作要

做好了，不能太离谱，但是也要保证你最终不要算出来结果的确比你的报价低，那等于是当

着他的面打自己的脸），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在涨（这个不能欺骗客户，把实际的汇率成本列

出来，做成百分比形式，这样他更容易计算），我们的人工成本在涨（必要的准备工作，我

可是找了好久才在 China Daily 上找到的相应的文章，打印下来的），我们的水电成本在涨（也

是在中国新闻上找的，然后打印出来的，同时记下网址，以方便客户进行查找，表示我一点

都不是来骗你的），我们的运费成本在涨（同样的，文章也有），这样一项一项地算，算起来，

我给他的报价我只有 5%的利润（这个数一定要控制好，所以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好，我自

己算了无数次，才好不容易凑合以这个数的，所以成本的计算方面，因为客户不会和你纠结

细节，所以一定要提前算好，记在心里，才能让客户觉得你是真诚的来谈的） 

跟他列出来以后让他自己算，让他自己回味，这个一定要把握好时间，不能让他回过

神来，我前面说过，一定要带着他走，而不要让他自己思考，他自己思考的话会想出很多问

题来为难你，如果是你自己没有准备好的问题，那麻烦就大了。 

他回味了一会儿，我马上又把我的价格拿出来，算给他看，我的成本就在这儿摆着，

鉴于你是新客户，你又很有诚意，我也不想赚你太多的钱，我看中的是以后的合作，我看中

的是量之类的话，虽然是 P 话，但是一定要说的，因为老外脑子不太会转弯太厉害，我们一

定要趁热打铁，我说这样吧，我也是很有诚意地来的，要不也不会大老远的飞二十几个小时

的飞机来你这儿拜访你（从迪拜飞的，上海到迪拜 9 小时，迪拜到多伦多 12 小时）这样吧，

我就不赚你钱了，你呢，给我订单，帮我出个机票钱，也就 OK 啦（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就

是除了让他回味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在不停地说不停地说，和他聊天的时候让他有问有答的，

但是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有你不停地说，他才会跟着你的思路走，因为没有时间给他

自己思考），所以我给他降了 5%，这样在他看来我就一点利润都没有了，我让他出个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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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机票钱。 

他在听我 balabala 一通以后，我又给他降了价（因为这是他邮件里要求的，如果他邮

件里没提，谈话的时候也没提，那我才不会主动提呢），好像感觉到占了便宜（这里说明一

点，因为我的价格在降了 5%以后，实际比他期望的会低一点，就像我报价如果是 100 美元，

加 5%就成了 105 美元，而我再降 5%的话就成了 99.75 美元，这是个数学游戏，实际上我

降了 0.25%，但是这已经是低于我的标准价了，也就是说我的价格实际上比其他供应商就

低了 0.25%，但是在他没有时间计算这么多的时候，他会觉得占了大便宜，因为我的价格

比他手中已有的价格还是低了一点的，我前面说过了我们这个是工业产品，采购一般一单在

10W 美元左右，而我只是让他多出了 2000 美元的机票钱，这对他来说是很划算的了） 

终于，在磨了 4 小时以后，他认可了这个价格，并且当场下了一张订单，看着他把付

款的东西给财务，我热情地让他请我吃了一顿，以表示对我的安慰   

再二十几小时的飞机回来后，财务通知我预付款到帐，这下我才真正地把心放了回去，

这个客户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也明白过来了我玩的小把戏，当然是他来了两次中国

以后，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的，但是他终究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所以他每次再提到这

个见面的时候总是叫我 Fox Bill，而我也总是因为他占了便宜要他请我喝酒。 

 

反面案例四：看我是如何把客户做死的？ 

在 2010 年的冬天，这个阿联酋的客户终于不给我下订单了，仅以此文纪念一下他。 

这个人是个印度人，虽然我对印度人印象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客户还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找到的客户，2010 年的 1 月份在 google 搜到的，当时搜的是阿拉伯语的，

正好搜到他的网站，印度人在迪拜的，一般都是自己开个小公司，自己做生意，所以他上面

也就一个邮箱，一个电话，当时了解下来的情况（通过已有的在迪拜的印度客户了解的，顺

便说一下，和客户打交道，交朋友，他们真的会帮你很多，哪怕是这些印度人，他们偶尔还

是给了我不少的帮助的），这个人做的规模不大，一年的采购量大约在 10W 美金的样子，但

是本着蚊子虽小也是肉的原则，还是发邮件给他了，这里要说的是，和印度人做生意，你不

用担心什么开发信，不用担心什么语法、文字，因为他们完全是生意人，你所要担心的就是

价格。。。所以给他的开发信完全没有给欧美的那么直爽和简单，所以我一再强调，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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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不要套用任何的形式，要自己研究，自己琢磨，没有一个通用的模板： 

Dear D, 

I am very glad to know you from your website. We provide TS, FS, BS, HS, AS, CS, 

accessories for WI, etc. Especially, all of our TS and FS have got great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If you have some special requirements, you are welcomed to offer us 

a detailed requirements list so that we could show you the closest products we made for 

our customers. 

We are sure that you will be quite satisfied with our PRICE. 

B&R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邮件，要是发给欧美客户，基本上连被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

但是发给印度人，这才是他们喜欢的风格，说一下自己有多少种产品，有哪些最好全列出来，

最后强调一下，你会对我们的价格满意的，这话印度人最爱听，所以开发印度客户，不管他

是在哪里的，他都爱听。 

果然，开发信才发出去没多久，大约 4 小时吧，他就回邮件了： 

Dear Bill, 

Please send me your FULL price list and please offer me your best price. We are 

buying in big volum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Please make sure your price will be better than 

Y, S and M. (Y, S 和 M 都是周边的一些小工厂，和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是一样的，产品和我们

做的是一样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对中国市场还是比较了解的，更加了解这个行业，有哪些竞争

的厂，大约价格在什么范围，他都比较清楚，这也是印度人精于做生意的原因，虽然我不喜

欢印度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向他们学习，把自己需要操作的市场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要研究，要调查，要了解，要全面地了解你的对手的信息的原因。 

这里顺便说一下，看到有朋友回复说一般客户是不会说他现有采购商的名字的，这个

是要区分开来看，我说过，外贸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套所有客户的，不管是开发信，还是

风俗、习惯，100 个客户，哪怕是一个国家的，都会有 100 种不同的风格，所以针对不同的

客户，我一直强调，要研究，要善于发现，区别对待，不要一概而论，对于一个民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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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些通性，但是不同的人还是有不同的方法、风格，所以特别要注意，很多朋友加我

QQ，问我：为什么有的客户回复了一两次就再也不理我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种问题

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首先想想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确定自己没问题的情况下，再想办法了解

客户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朋友说他的客户回复他的开发信，要报价，他就报了，结果客户

就不理他了，我说你要么是价格有问题，要么是沟通的时候有问题，他说客户问 A 的报价，

我们暂时做不了，所以就跟他说明了，并且报了 B 的报价，他就不理我了。我很晕，这是

做销售的人的通病，你要 A，我没有，那我有 B，你要不要？很多人真的以为客户要买草纸，

能把飞机卖给他就是成功的销售。我说这种教条主义真的欺骗了太多的人，做为采购来说，

我要买水喝，你说你没有，你有面包问我要不要，你说我会不会要？我说我要是客户的话，

我会理你才怪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的需求，我的客户也总给我这样抱怨，为什么我要一样东

西这么难，我说因为太多的中国人被书本害了，都只会教条主义地照搬一些东西，而不会灵

活运用，就像书上说的，客户要买草纸，能把飞机卖给他就是成功的销售，这的确是成功，

但是这个成功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要看结果，拜托大家看一下过程，为什么他能把飞机卖出去？

这是建立在了解客户需求的前提下的，客户是需要引导的，而不是生硬地说你要水，我只有

面包，你要不要？这种 P 话客户会回复吗？会的，但是这种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

大家不要死搬书，或者死搬教条主义，哪怕是我写的东西，我也只是写出来让大家总结、参

考，而不是让大家照搬我的方法，因为不是每个客户，每个产品，每个行业，都适用，天下

没有通用的东西，在讲究个性化的时代，你还想着通用？通用已经倒闭了。。。 

发了一通牢骚，实在是因为很多朋友加我，但是问的问题太幼稚，自己不动脑子，只

想着要答案，这就是应试教育出来的，我说答案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另外说一下，我

不是什么大师，我也不是什么精英，只是因为多花了脑子和时间，有得问我的时间，自己去

动动脑子，想出方法来，比直接问我，我给个答案要强得太多了，如果在运用的过程中有什

么问题，我很乐意和大家交流，因为帮助你动脑的同时我也在动，这是一种共同的探讨，这

才是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 

说了半天 P 话，现在回到正题，因为我们这个是小行业，所以业内哪家厂怎么样，大

家心里都多少有点数的，他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明白了，他要比较便宜的，印度人嘛，总

是价格每一位的，不管他在哪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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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价格重新看了一遍，想办法减少成本，以降低价格，我们的产品 A，改成 A-S，

即简易型，去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把成本降低，然后把价格报给他： 

Dear D, 

Enclosed is our price list for your reference.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B&R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般利润率在 20%，而给他的

这个报价，成本降低了 5%的同时，利润率放到了 10%，可以想像，这个价格有多低了，

不过这不是我的底线，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会还价，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就回复了： 

Dear Bill, 

Your price is too high. I have better price from your competitor as you know. Please 

consider and offer me your best price. Please remember, I want to buy in volume and not 

one single piece. 

印度人惯用的伎俩，不理他 

Dear D, 

This is already our bottom price without any profit. If you think this price is too high, 

please send me your target price and I will check whether we can make it. 

B&R 

没多久，他又回复我了，顺便说一下，印度人的敬业精神，还真是很值得大家学习的，

想想吧，你在吃饭，看电视，喝酒，唱 K 的时候，这些印度人全在花尽心思地工作，挖产

品，挖客户，挖价格，在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我没客

户啊，没单子啊，怎么办啊，我说，你不用和印度人比，你和我比就行了，别的不说，现在

6 点半了，我在论坛上发贴，是因为我现在还在等着德国客人的消息，他一回消息我马上就

要打电话过去追问情况，我想请问现在还有多少人还在公司？而在你不在公司的时候，你知

道你还有多少同行现在是在公司的？人家抢得了先机，你明天过来再报价，再追踪，可能人

家今天就已经把订单签好了... 

Dear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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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ecked again and again your price. I think your WB and FL price are still very high. 

Please offer me 10% discount. My order is very ugrent and I need to place now. If your 

price is acceptable, I will send you the order right now. 

迪拜是一个非常大的中转港，覆盖了整个海湾地区的市场，所以在那里的印度人非常

多，虽然我很不乐意和印度人打交道，但是看在订单的份上，我还是坚持着，但是印度人就

是这样，给他脸他就登鼻子上眼的，张口就是 10%降价，呵呵，我坚决不会同意的啦。 

Dear D, 

As I told you, this is already our bottom price without any profit. If I offer you 10% 

discount, I will be fired immediately. If your order quantity is over 10 sets for WB and 100 

sets for FL, I will offer you maximum 2% discount. 

B&R 

这里着重强调，我有降价的余地，但是我不能无缘无故地他说要降价我就给他降，这

样只会给他养成坏习惯，所以我设置了降价的条件，要有量才行。他没回，印度人也玩心理

战，他觉得他一回，我肯定就会后悔降价这么爽快，所以他特意过了两天才回复我，我觉得

这也是他到处去比了价格了，但是我的成本降低了，所以我才能做这个价格，而他到处去比

也没用，别人不知道，还是按以前的规格报，价格肯定是无法做的，所以他决定要从我这里

订了。Dear Bill, 

OK. I accept your price with 2% discount. Enclosed is the order, please send me the 

PI now.他同意了，同意得很快，我无法想像印度人有这么爽快，果然，打开他的订单。。。

WB 只有 1 台，FL 只有 20 台，妈的印度佬，我真的怒了，直接按原价给他做了 PI，他估计

也很火： Dear Bill, 

You cheated me. What price are you giving? Where is your 2% discount? I can't see 

it. 

我也被他弄火了： 

D, 

Please check attached email. I said I offer you the discount with quantity 

requirement, no quanity, no 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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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灰常生气： 

Bill, 

If you don't offer me the sample, how can I place volume order? I send you the order 

with $30000 amount, but you treat me like shit. Forget it. I will never buy from you. 

于是，他就消失了，后来我再怎么样和他联系，他都不理我了，唉，印度人，就是这

样，血的教训说明了，不能轻易给印度人许诺什么，他们都是按照他们的理解来做事情的，

现在这个客户不从我们这里订了，但是我的价格他死活都从别人那里拿不到，他只能厚着脸

皮通过一家广东的外贸公司，从我们这里订货，虽然我明知道是他订的，但是也不愿意再和

他多啰嗦了，就按这个做给他，也没有 discount，也不知道广东那边是否会收他的代理费，

呵呵，虽然广东的代理跟我纠结过一次人民币结算的问题（因为我们退税是 15 点，所以我

们习惯上如果付人民币的话，是以人民币和美元的现汇汇率 6.45x1.15 大约是 7.42 做汇率

换的），但是因为我知道他必须从我这里订，所以我也坚持不让步，他还是没办法，但是这

样做，等于是国内贸易的了，提点降低了一些，所以我也很郁闷。。。 

 

第五集了，想了想，还是说一些怎么开发客户的故事吧，小中见大，各位怎么理解是

您的事情了，我只是把我要删除的一些资料整理出来，像电话录音、笔记记录等，要删除一

些了，所以在删除之前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我说过了，我写下来，只是为了纪念，不

是为了想让大家来崇拜我什么，我也不是什么大师、大神一类的，我只是比一般人多用了点

心思，至于怎么去用，得你自己琢磨了，什么都是我说出来，之前一位朋友说得也对，我也

费时间，您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今天说的是一个阿根廷的客户，这个客户是展会上遇到的，他的英语不是太好，所以

和他的对话，基本上是英语加着西班牙语，这段对话来自于和他的对话录音（在展会上要准

备好的：录音笔、相机、电脑、如果有，最好是智能手机，为什么要用到这些，从后文里，

你就知道了，遇到事情要多想想为什么，自己想到了才是自己的，我说得再多，你背下来都

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还是提倡我说，你想，才能理会到我的意思）。 

"Hi, How can I serve you?" 展会上说的话也会特别注意，毕竟人家是可以看得见你的 

"Hello, Could you speak Spanish? I am sorry my English is poor" 他英语不太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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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求西班牙语，可是我的西班牙语一般般。。。 

"Bueno, si no te importa, sólo puedo hablar un poco."  

"Oh, bien. No hay problema, si usted no entiende, puedo tratar de explicar en 

Inglés." 

"I am so sorry, I cannot speak more. I will try to explain you in English,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 will try to use Spanish. Is it OK?" 

"OK. OK. Estoy buscando a un proveedor chino que puede hacer OEM para mí." 

"So you are looking for supplier in China for OEM, right?" 我听得不是很明白，所以

跟他再次确认一下，展会上有这个条件，可以多次确认，所以千万不能不懂装懂 

"Yes, you are right. I think your products are very close to mine. Can you make the 

products according to my drawing?" 他说得很慢，不过在这里文字上体现不出来，大家就

将就着看吧 

"Of course. Should we sit down and discuss details?" 邀请他坐下来慢慢说，这样才

有机会抓住他，要明白，展会上有那么多的同行，他在一家身上花的时间越多，在别家身上

花的时间就越少，我们参加展会，为的就是把我们的产品让客户印象深刻，坐下来可以一步

一步地诱导他，如果只是站着说几句，他可能印象就没那么深刻了。 

邀请他坐下来以后，问他" Would you like tea or coffee?" 这是一种礼貌，在展会上

我看到很多人，邀请别人坐下来以后直接就倒杯水，虽然不是太失礼，但是你想，你如果是

个爱喝咖啡的人（南美人尤其爱喝），在别人那里只能喝到水，而你这里呆以喝到咖啡，你

说他会对谁印象深刻？ 

"¿Tiene café original? Si usted tiene, yo lo quiero." 

"OK. Please try with the coffee made by our Chinese Coffee bean. Se recibió de la 

provincia de Yunnan de China.The coffee beans from Yunnan is considered as the best 

coffee beans which is produced from China. And it is also a big province of Chinese green 

tea." 这里跟他闲扯一下，至于云南的咖啡豆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大家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这就是事前要准备的工作，这些东西，平时要留意，这样和客户说的时候才会有东西可说，

而不是仅仅书上教的 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交流这东西，讲的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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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然的东西是哪里来？当然就是平时留心，用时留意了。 

"Oh really? I never know China produces coffee beans. How is it taste like?" 他果然

很感兴趣，南美人对这种原产自他们，而其他地方竟然能找到的新奇的东西就特别感兴趣，

谈话的时候引起他们的兴趣，第一可以让他放松，因为毕竟他英语不好，只身来到中国参加

展会，他心里也很忐忑，第二可以和他慢慢谈，增加时间，我前面说过了，他在这儿的时间

越长，在竞争对手那里的时间就越短，而这个人一旦让他认定了我们，就算他再去别人那里，

我们还怕什么呢？ 

"Yeah of course. Yunnan is a beautiful place in China. In China, we have 56 different 

nationals, but in Yunnan, you can find 54 of them." 这个资料也是来自于之前看到的相关

报道，具体是不是 54 我忘了，但是有什么关系呢？只是闲聊而已。 

"Wow, it is amazing. I never been there." 

"Well, I believe you will have a chance. If we start cooperation, I believe you need to 

come every year and we will have chance to take you there to enjoy the nature sight of 

that place. Actually it is considered as the dream place of my boss. But unfortunately he 

does not have any time to be there. You are much more lucky than him because I have 

been there and I can be your guide" 偶尔在客户面前调侃一下老板，也不要紧，嘿嘿，显

得咱和他亲近，这样才能让他对我有亲近感，而一旦有了亲近感，价格也好，产品也好，质

量也好，就好谈得多了，总是板着脸，公对公地和客户谈公事，人家也累，你也累，最后还

有可能吃力不讨好。今天暂时先写这么多了，现在是晚上 7 点了，巴西正好上班，打个电话

给客户我就下班了，预告一下，下次更新可能要到 15 或者 16 号了，明天要去上海拿迪拜

的签证，上次说了我要去巴西和迪拜，可能很多朋友误会了，我只是去办签证，明天去拿签

证，行程要 8 月呢，看中文的东西，都这么马虎，更何况是看英文的东西了？呵呵，所以说，

做外贸，还是要花心思，细心细心再细心，不要浮躁，一带而过，一知半解，然后到处去喊

“我为什么没有订单啊？”这样有意义吗？ 

继续上文的，和他侃大山： 

"haha, good idea." 咖啡上来了，他尝了一口 

"Oh, really good. I learned a lot to visit China this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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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you should come once every year so that you can enjoy more new things in 

China because new things are created every day in China." 吹嘘一下 

"I will. You are right.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come to China. And I am very concern 

about my trip." 猜得没错吧，他果然很忐忑的，所以让他放松下来，可以套到很多有用的

信息，既然他是第一次来中国，那说明他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这

一点，嘿嘿，吓唬他一下也好啊。 

"Argentina es un país pobre. La agricultura es el mejor industrial de este país. Así 

que mi negocio no es tan grande como en Brasil." 阿根廷是个很穷的国家，以农业为主，

所以他做工业衡器并不像巴西市场这么好做。 

"Well, Argentina has got 40 million population and it is true this country is not that 

big but there is still market over there. Actually for the agriculture area, we have some 

special applications in China also. So we have also developped some products for it." 顺着

他的话，引出产品来，比较自然，也更能让他接受，和客户谈判，记住，永远不要让他觉得

你站在他的对立面，而是顺着他站着的，和他是一伙的，这样不管是谈价格也好还是谈产品

也好，会更容易。 

"Oh really? Which one?" 果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马上带他过去实地看产品，从专业的角度，跟他解析原理、材质以及各种认证，并且

在哪些场合使用效果会怎么样，如果用得频繁的话，会怎么样，如果用得不频繁的话，要怎

么样保养，就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等比较专业的解释，从专业的角度让他先折服了。 

看了一圈产品，回到座位上，他果然兴趣就非常大了： 

"Your products are quite great. I never thought the products can be done like this. 

It's so cool that I came here." 他的兴趣来源于哪里，大家要搞清楚，不是只是看看产品就

行了，最关键的是给他解释，必要的时候甚至给他演示，教他如何用。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actually we are thinking of make promption in 

Argentina and when we are thinking of this, you came here. Thanks God." 阿根廷主要宗

教是天主教，所以偶尔开玩笑，制造点故事，吸引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好尺度，特

别是一些宗教上的忌讳要注意，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很多人不了解一个国家就敢去发开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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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能发一万封，只有一封回复，没有意义，百度百科是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也不是每个

国家都去过，但是至少我多多少少都知道点大概，就是在看百度百科的时候记下的，特别是

里面关于每一个国家的记录都比较有用的，做外贸的人，没事的时候可以看看，了解当地的

风土人情也是必要的。 

"Yes, you are right. God sends me here. he he." 他也喜欢这种无伤大雅的玩笑，因

为老外一般都是比较开朗的性格。 

"Well, now it is time for lunch. What would you prefer? Chinese food, fast food, 

western food, Japanese food, or what?" 其实当时只有大概 11 点左右，但是考虑到在展会

的环境，要谈什么东西不太方便，周转都是同行，当然是把他拉走的好啊，吃吃喝喝，几个

小时过去，再把他忽悠一下我们哪里哪里好，就齐活了。 

"Oh, it is still early, I took too much on breakfast." 这家伙还真是实诚，早饭吃那么

多干什么。。。 

"No hay problema. Así que voy a mostrar nuestros productos regulares." 没问题，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常规产品吧，既然他不吃饭，那也只有以产品才能把他吸在这里，不

能轻易让他走掉，要不然后面的事儿就说不准了，要给他第一印象就是我们非常专业，非常

靠谱，而其他人都不靠谱，怎么给他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带他看产品啦，然后才能一点一点

的说。 

带着他去看我们的常规产品，告诉他我们的产品的优势在哪里，技术、质量怎么样把

关的，别人的产品容易在哪里出问题，我们的产品在哪里是怎么样避免出这些问题的。整整

把他忽悠了 1 小时，一个是产品也多，二是讲得也非常细致，终于感觉到他已经完全了解了

我要让他了解的信息，别人的产品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绝对没有问题，并且教会了他如

何去挑别人产品的问题（虽然有点坏，但是没办法，谁让别人质量不过关呢）带着他去吃饭 

吃饭的具体过程就不写了，反正是一个中心：我们的产品技术质量是非常过硬的，当

然，当中穿插一些小玩笑啊，他对阿根廷的政府啊、经济啊等有非常多的抱怨，这个时候我

就赞成他，但是安慰他，事情会好起来的之类之类的，人都是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他说不

好的时候，你得反过来说，赞赏他的民族啊，国家啊什么的，他会心里比较舒服的，虽然他

嘴上还是在说着怎么怎么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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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他已经基本上把我当成哥们儿了，虽然我的西班牙语不是太顺溜，但是至少

夹着英语和他沟通没什么问题了，下午我就能放心地放他去别人那里溜达了，哈哈，这个客

户基本上算是搞定了。 

果然，他下午，第二天都是在别人的展位那里玩，用我教他的办法去挑毛病（嘿嘿，

为了确认成果，有几次制造些在别人那里的偶遇，偷偷看看听听他在那边干什么，果然他在

挑毛病。。。） 

第三天，也就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他还是回到了我们展位，来和我说： 

"Bill, when will you go back to your factory? Is it possible for me to go with you so 

that I can have a look at your factory?" 他想跟着过去看厂，而没有其他安排，说明我的目

的达到了，他果然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只选择了我们。 

"We will organize things in 3 hours. But I will leave in 1 hour. You can come with me 

and I will show you our factory." 其实撤展还要 3 小时，但是我提前 2 小时走，因为把他带

上了，我准备晚上晚上再一起吃个饭，这样比较好，巩固一下，晚上再让他好好睡一觉，第

二天等我们东西都撤回来了，再带他到厂里参观一下，基本上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Buena. Voy a esperar a que en la puerta.” 他果然没有事了，只要等我一小时就好了。 

"OK. See you in 1 hour." 

 "See you" 

后面的事就不啰嗦了，基本上就是按照我的设想，晚上到了常州，带他去吃了个饭，

安排他住下来，第二天我们的东西一早 7 点就到厂里了，赶着让大家把东西卸下来，放到样

品室，东西全部整理好，到 10 点钟，我去宾馆接了他，到厂里参观。 

然后送他去上海浦东机场，他就坐飞机回去了，哈哈，他的第一个试样订单就 10W

美元的货，现在第三个订单也下下来了，也有 9W 多美元，在他心里，我们的位置已经是别

的供应商无法替代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