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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户服务的重要性

良性循环

很满意

继续交费，增加新方案

 介绍新客户

很满意

继续交费，增加新方案

 介绍新主顾

很满意



一.客户服务的重要性

恶性循环

不 满 意

  交费一次失败，早期解约

反对朋友购买

阻塞新的销售



洽谈 1个月 3个月 9个月 12个月

销售与客户沟通
洽谈签订合同

网站的基础期,需
要定期回访

制作第二年的
推广计划和服

务

网站制作期,由
对应客服协助客

户共同完成

提前第二年的
合作洽谈,发送

续费通知书

二.客户服务流程

提单 制作期

销售提交服务订
单,打款,财务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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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洽谈阶段--针对谈单销售而言

第一，收集客户资料
第二，客户资料有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建立客户关系，这个时候服务已经开始了
           电话怎么打？客户怎么沟通？什么理由开始？如何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
多次通话，多次拜访，送小礼物，关心她的家人，了解他的情况
第三，怎么拜访？
邀约客户   准备谈话内容   做好去之前的一切准备（笔，纸，名片，相关资料，客户地址及
路线等），突发问题的准备     心态的准备
第四，确立方案（从客户角度考虑价值问题）
第五，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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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期服务流程

2017-6-27

合同提交到crm系

统

制作期客服开始接

单

2

先联系销售或当地客
服--1资金是否到账 
1.到账--联系客户
2. 没有-更进--询问销
售是都现在联系客户

联系客户，加其在

线聊天工具，发送

资料包

4

验收网站内容
1. 关键词比例2.8左
右
2. 产品详情首段重复
性问题

7

指导操作
1.确定分类&完善分类介绍
2.注册会员ID，完善公司
信息
3. 自主上传产品

5

后台检查
1.后台完善程度
2. 关键词&产品详情检测
3. 首页及分类分析-SEO
4. 广告图确定

提交开通单



附件：
•1合同规范化审核（包括合同条款，附件等相关信息）

•2联系销售：（了解客户基本情况，合同条款确认，及咨询客户是否立马联系客户，资金到账
情况，）

•3联系客户（自我介绍，添加在线联系方式，发送资料包）

•4指导客户准备制作网站所需资料（后台操作步骤，注册会员id，完善公司信息）

•5指导客户确定产品分类，上传产品，规范上传产品内容质量，第一个产品上传好之后进行检
查，没有问题之后提醒客户继续上传！将客户提供的资料包检查无误后发给美工组（李婧婧）
，分析部分析分类

•6网站验收--参考开通前检查

•7开通独立站

•8核对合同条款，将未完成条款整理交接给推广组客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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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分类及分类关键词：分类对于后期的优化推广非常重要，建议参考《产品分类
及关键词收集表》下面的相关建议，确定后不能删除及更改，可以新增。

2、 分类介绍：完善分类页面的质量，提升分类页面在搜索引擎中的友好度！优化网
页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

3、产品图片：图片要求不得大于2MB，图片尺寸宽度控制在1000*1000左右，宽度
不宜过大

                      高清，无水印为佳

4、产品上传：产品名称及对应三个产品关键词的设定，产品详情描述的填写

备注：第2点&第4点要求可参考《网站制作进度安排表》的详细描述。

一、客户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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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包内容讲解

1.如何建立合适的分类
    产品类别是企业产品的索引，也是我们重点推广的关键字，如何选择正确
的产品分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站推广的效果。
   1）.根据产品特性（材质 功能 用途 颜色 性能 质量 ）
     每一种产品都有他特定的区别，我们可以按照他不同的特性去区分分类
，将产品归类。例如：保险箱可以按性能分为电子保险箱，数字保险箱，抽
屉保险箱，防火保险箱等。按用途分为酒店保险箱，家庭保险箱等。我们可
以按照不同的特点或者优点对产品分类。分类要充分的体现出这个分类下所
有的产品的特性。
    2).可以采用二级分类
如果一个大分类下面按照用途还可以分出小分类，那么设置二级分类就会更
加清楚。比如：电子保险箱还可以分为家用电子保险箱，酒店电子保险箱。
这样的分类设计都是可以的，只要清晰的表达这个类下面的所有产品是按照
不同性质分类就可以做到让访问者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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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分类的注意点：

• 1.在设置产品分类的时候我们不建议采用3级分类。如果采用3级分类
在网站视觉效果方面不是很好，而且分类太多会给人一种视觉疲劳。
也不利于推广。

• 2.不宜采用产品名称作为分类。目前有很多的网站在将产品分类的时
候分的很详细，从而导致网站的分类很长。这不仅影响网站的美观度，
而且也不利于访问者更快的找到产品。

• 3.不能采用公司内部型号作为类别。有些公司是以公司内部的产品型
号作为类别，我们不建议这种做法。内部的型号不是国际上通用的，
没人知道这些型号代表什么产品，对于网站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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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填写分类关键词

• 1>. 分类关键词必须与分类名称相关（可以是分类名称的不同叫法）
可以确保搜索的多样化

• 例如：Winding Machine, Precision Winder, Thread Winding 
Machine 这3个词都是说明绕线机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充分的
展现了内容的相关性。

• 2>. 一般分类设置3个左右关键词，关键词不可太宽泛也不可太特殊，
需找有效流量。比如：Valve（阀门）。这个词在设置的时候最好不要
当关键词，典型的词太宽泛。阀门包括蝶阀，球阀，闸阀、截止阀等
等。关键词设定方面还可以写的更加的详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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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类介绍的规范要求

注重首段分类介绍说明，可作为产品广告语；多个分类间的分类介绍尽量
不重复，最好是原创的，在中间穿插3-5个关键词最佳，另外如需插入表
格或图片，要注意：
表格---- 建议纯参数形式，如表格里有大量的文字性描述，建议之间摘要
出来。表格在小语种里是不翻译的。
图片-----建议宽度控制在700之内，图片用产品关键词命名，字符在500-
9000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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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独立域名：简短易记，包含核心关键词

•1》在选择域名的时候最好选取简短、易记的域名，为配合网站的优
化，我们选择的域名最好包含产品的关键词；域名后缀最好使用.com
的国际域名。
•2》在站长工具查询此域名是否被注册
•3》跟客户确认域名注册的所有人信息（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方
式、联系地址邮箱等，资料都需中英文）

5.网页设计资料收集要求--- 广告图素材
设计三张banner图
•提供主推的核心产品图片，10张左右即可，另有广告语的也可提供过
来，图片要高清，无水印， 白底或透明底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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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和客户联系提醒客户尽快整理好资料包
四、资料包整理好后给技术分析，有问题及时与客户联系，尽快确定分类&分类关键
词&分类介绍

五、注册后台 --- 发送后台操作视频流程    http://edu.bossgoo.com/vod/

1.让客户先完善公司信息：公司基本信息/公司注册信息/贸易
   相关信息-工厂信息：工厂图片等

2.添加分类，分析部分析首页TKD，分类页TKD

3.和客户讲解网站后台的操作流程，让客户开始添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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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人工验收：检查网站各个环节信息是否都达标？

ü优化指数辅助验收：关键词比例≥2.8，信息完善程度
是都达到上限标准。

客服部--网站整站验收
在客户开始上传产品时，客服就开始进行同步检查

提交开通申请，对应合同服务条款
独立站域名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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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服务专员：网站后台可以直接看到服务人员相关信息，帮您更加方便的联
系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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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客户服务流程

服务中客户

       按客户实际情况，每月由部门核定客户效果等级，分入门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针对不
同等级客户，制定相对应的服务要求:

客户类型 电话回访 上门回访

入门期客户1-3个月 第一个月一周一次，第二、
三个月二周一次 每月一次

成长期客户3-12个月 半个月一次 二个月一次

成熟期客户12个月以上 一个月一次 三个月一次



五.客户服务流程

入门阶段：1-3个月     回访次数：至少2次以上

       合作后的1-3个 月，这阶段网站效果开始有，但不会很理想，这阶段在做客户回访时要多
向客户说明搜索引擎营销的原理（从收录到排名到流量到询盘转化的原理），要客户有耐心 做
好网站内容（特别是产品图片和描述），提高网站用户体验度，同时向客户展示几个月来网站
收录、流量上的变化，配合做好关键词的分析，向网站提供更多更好 的关键词，帮助网站快速
成长。

上门回访



五.客户服务流程

成长阶段：3-12个月   

回访次数：3-6个月2次，6-9个月2次，9-12个月2次

        成长阶段网站的效果开始有明显的提升，包括网站的收录数量、长尾词排名、网站
流量、网站询盘数量，这个阶段的回访同样非常重要，建议至少2个月一次，让客户了解
网站效果进度，加强客户对网站的参与和改进，进一步提高网站效果。



五.客户服务流程

成熟阶段：一年以上

回访次数：1个季度1次上门回访

      合作一年以上且效果趋于稳定的客户可以称为成熟期的客户，此类效果的客户在续约
上基本不存在任何问题，根据全球贸易通的技术特性，这类客户的效果还会快速的增长，
当客户的询盘量在25个以上的时候需要帮助客户加大推广的方案。这些客户基本是能长期
稳定的合作。



五.客户服务流程

回访注意事项

A：在效果不好的时候更加要回访

       很多销售人员在效果不好的时候不愿意回访客户，这个是错误的，效果好的客户少回访没有
太大影响，而效果不好的客户反而要加大客户的回访，帮助客户理解全球贸易通，同时让客户参
与到网站的分析和内容改进上来，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改进问题。

 

B：回访时不要忘了老板或其他关键人

       这个是很多销售常常犯的错误，在回访时和下面的人打的火热，但往往忽略老板，因为下面
的人可能会变化，但老板是不会变的，所以回访时要和所有的关键人都搞好关系。



五.客户服务流程

C：客户回访信息的反馈（请注意）

        所有合作伙伴的销售人员在做完回访后要把回访的信息输入CRM系统，我们的服务专员将
根据销售人员的反馈信息给予处理， 

D：一定要做好第一年的续费，至关重要!

       刚合作推广的客户第一年是效果起步的一年，有部分客户的推广效果在第一年并没有完全爆
发出来，所以第一年的续费对部分效果不是很好的客户来说是一个难点，但 第一年续费非常重要
，大部分客户在第二年都可以得到快速的增长，如果第一年断续将会造成真正的客户流失，同时
客户又不能享受到很好的效果。

到目前为止和我们合作2年以上的客户后面的年度续费率在80%以上。所以各服务中心必须要做
好第一年的客户回访及客户培训工作，做好客户的第一年续费，这样才能确保客户和我们的长期
合作。



五.客户服务流程



五.客户服务流程

1 节日问候服务

全年18个节日提前三天向客户通过邮件和短信的形式发送祝贺。

01月01日   元旦 
02月14日   情人节
03月08日   国际妇女节
03月21日   世界睡眠日
04月01日   愚人节 
04月04日   清明节
05月01日   国际劳动节 
05月04日   中国青年节
05月第二个星期日   母亲节
06月第三个星期日   父亲节
10月01日   国庆节
12月25日   圣诞节

正月十五   元宵节 
五月初五   端午节
七月初七   七夕情人节
八月十五   中秋节
九月初九   重阳节 
大年三十   除夕

2 生日贺卡服务 每到客户生日前2-7天内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形式生日祝贺。

3 月度提醒服务

每月初10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提醒客户（外贸经理和总经理）上网站更新产品和查看询盘信息。
内容：尊敬的客户，感谢您选择全球贸易通，为确保您的推广效果，请您及时登录网站更新产品查看
买家信息。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满意，请告诉您的朋友，如果您觉得不满意请告诉我们，致电：
0574-87642955 您的服务专员：*** 全球贸易通服务中心。

4 续费提醒服务 到期前三个月通过短信和电话通知客户经理跟进续费。



2.3续费客户服务流程

一、客服专员必须在客户到期前三个月将网站续费通知书发给客户及对应的销售专
员，提醒其尽快办理续费事项，以免影响推广网站的正常使用。

二、客服专员协助销售专员跟进续费进度，做好年报及第二年推广计划等所需相关
资料。

三、签订续费合同

四、CRM系统中提交续费订单，客户支付服务费用

五、客服专员跟进、收款，及时修改网站后台服务时间，并第一时间与客户联系，
做好客户服务。

六、技术服务中心开始第二年的推广服务。



2.4停止客户服务流程

一、客服专员于客户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与客户确认是否续签

二、客户续签失败，将推广服务停止资源保留确认书发给客户，了解其是否保留网站资
源。

三、客户确定不保留资源，将停止资源保留确认书回传，客服专员将客户状态改为到期
未续费，可以二次销售。（服务人员有相关产品潜在客户可以预定，但原客户有优先购
买权）。



五.客户服务流程

售后服务的误区

1、业务员的观念

          认为赚了客户的钱，不好意
思见客户；只注重新方案的推销
，不愿花时间在售后服务上。



五.客户服务流程

售后服务的误区

2、害怕见客户        

效果因素

回访内容

专业知识不足



五.客户服务流程

售后服务的误区

3、推销方式上的缺失       

缺乏良好的计划与售后服务的安排
；掌握客户咨询贫乏，无从下手



五.客户服务流程

签客户难，失客户容易

1、售后服务不但不会增加支出，反而可以提高收入。

2、客户所购买的并非是网站本身，而是网站的服务。

3、服务工作要满足客户的利益，决不能强迫。

4、真正的服务是使客户感到热诚，而非讨好。

5、当你忘记客户，客户也会忘记你。

我们要牢记：



五.客户服务流程

服务响应保障：

            公司会实时监测网站的运营状况，对网站出现的任何问题以及客户的疑问，我们
承诺24小时内安排专人负责解决，对于超过24小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通
知客户方，并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及时间，问题解决后及时反馈给客户方。
            代理商接到客户反馈的问题时应及时反馈到公司总部客服专员处或者公司总机：
0574-87642955，手机：15867819703,邮箱：service@bossgoo.com，及时有效的
处理好客户的疑问，提升客户满意度。



2.4客户常见的一些问题分析

选择怎样的域名比较好？

1、在选择域名的时候最好选取简短、易记的域名，为配合网站的优化，我们选择的
域名最好包含产品的关键词；域名后缀最好使用.com的国际域名。
2、在站长工具查询此域名是否被注册
3、跟客户确认域名注册的所有人信息
公司名称、联系人、联系方式、联系地址邮箱等，资料都需中英文



1
分类介绍该如何写？

A. 主题突出，以分类关键词为主，相关关键词为辅的一段话，内容要具有专业性，提
高客户的信任度，内容要丰富，不要一句话结束，对整个分类的有概括性的描述
B. 分类描述可以根据以下几个方面撰写：
  （1）分类产品的功能
  （2）分类产品的特性，特点
  （3）分类产品使用方法，使用范围，使用注意事项
  （4）分类产品与其他公司比较我们的产品优势
  （5）分类产品工艺流程C. 内容要具有专业性，提高客户的信任度
D. 内容要丰富，不要一句话结束，对整个分类的有概括性的描述
E. 要有图文并茂（产品应用场合的图片）图片穿插在介绍里并另建文件夹存放
F. 针对该分类及产品的卖点进行描述，与普通产品的比较我们的产品优势在哪里？
G. 分类描述里应包含分类核心关键词，关键词的比例3%-8%之间。
H. 分类描述段落清楚、完整、形象。
I. 注意大小写的英文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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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添加高质量的新闻：

1.内容原创是基础也是核心，原创内容不但是吸引用户的关键，而且更好的提高网站信任度，竖立
网站品牌形象。而且原创内容会容易被用户转载，帮助你更好的推广网站。所以说做好原创内容是
网站内容规划当中的关键
2.在文章中适当的加入关键词
文章标题最好有包含关键词
写的文章必须是与你网站相关的
文章里面可以适当的加入图片，可以改善用户视觉疲劳，这个可以用户体验
6.文章可以按这些方面写：品牌成长故事，企业文化，成功案例，行业专业知识等等，内容方面，
尽量做到对用户有用，不要全是一些推销企业产品的内容，这样没有多少人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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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让我们经常写新闻有什么好处？

a.充实网站的内容，而且你们写的新闻是原创的，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对原创性
的文章评价会比较高，因此你们写的新闻会更快的被抓取，形成收录页面。
b.保持网站的更新
c.优化目标关键词 
d.提高网站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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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速度比较慢老是打不开，而且打开速度不如其它网页速度？

这个跟网络接入商有关系, 电信/铁通/移动差别很大的, 我们这打开一般都比较快。还有，网
站服务器是放在海外的，所以网页打开速度相对国内的要慢一点。

麻烦告诉我下，网上打开邮箱的网站连接

 mail.+域名. 如 mail.example.com 

后台修改以后，前台要多久才能更新啊 ？

后台修改之后会员站是马上可以看到的，但是独立站的话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缓存时间才能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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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全球贸易通过来的询盘回复过去就没有反馈了，来的都是些垃圾、钓鱼询盘
或者有反馈过来说没有发过询盘，不是这个行业，不需要此类的产品？

1.海外买家在发询盘时也会多选几家，对产品的价格、质量等方面进行对比，最终选择哪个供应商进行
更深层次的交流，完全是由海外买家决定的，作为推广服务商，我们可以做到让他们在有需求的时候能
够通过搜索引擎及时搜索到我们。
2.垃圾、或者钓鱼询盘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屏蔽，但是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询盘发过
来。
3.询盘是否有后续的反馈也取决于客户回复询盘是否及时，所回复的内容是否能最大化的满足海外买家
的需求。
4.量大是制胜的关键，只要询盘有一定的量在，后期定会有很多优质的意向客户转化过来，请客户不用
担心。
5.询盘接收通道是否通畅，邮箱是否能及时接收到所有的询盘信息，也建议客户可以定期到网站后台查
看询盘是否都有及时推送到邮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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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不去，投诉

影响关键词的排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下几点：
1.关键词的难易程度
2.产品名称不能有一样的
3.产品描述尽量详细一些
4.链接（写博客新闻的时候尽量插入主推关键词，并做好链接,优化目标关键词）

备注：网站内容是关键词排名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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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修改以后，为什么网站上没有变化？

     你好，由于我们网站是多语言管理的同意后台，你们内容更新之后，小语种的网站
是需要翻译更新，需要时间来缓存，所以一般后台修改之后两个小时独立站才能看到更
新的内容，但是会员站是可以立马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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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保证排名第一页？

X总，我们可以帮你做到第一页，但是不会向你保证第一页，因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搜索
引擎原理的，如果那家公司跟你保证排名第一页是过分承诺，这是不诚实的说法。而且，
做搜索引擎推广，不能只是为了排名而排名，如果排到第一页，没有人搜，没有人访问你
的网站，那么排到第一页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从排名和访问量两方面着手的，排名能
带动流量，流量也能促进排名，这样才能给你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效果。



2.4在客服日常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1.对搜索引擎基础知识的理解

   --学会对客户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估

          a.分析客户网站的收录情况

       b.分析客户网站的流量以及排名情况

       C.对分析做总结，评估网站目前的推广效果

2.对平台知识的了解

   --了解平台在我们的工作中的重要性

   --熟练掌握平台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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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定期回访工作
    

     a.回访前的准备

    b.回访沟通技巧

    c.回访后客户遗留问题的处理



2.5二次开发及其客户转介绍

1.对失效客户的挽救

    --清楚客户失效原因，时刻关注客户现阶段的推广效果，分析客户跟我们再次合作几率，并

及时跟客户做好沟通

2.对效果好的客户进行再次开发，让客户加大推广方案或转介绍

a.分析客户现阶段的效果，跟客户讲解我们不同的推广 方案可以带给他什么好处,让客
户加大推广力度 

b.了解客户的朋友圈子，抓住机会让客户作转介绍



2.4如何处理客户的投诉和抱怨？

1.认真聆听
2 及时道歉
3 仔细询问
4 表示同情
5 记录问题
6 解决问题
7 礼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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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技巧：

1、客户投诉时会讲述事件的经过，客服人员应认真聆听并记录，为接
下来的调查工作提供线索。 

 2、客户投诉时往往会透露自己对事件处理结果的期望，客服人员应通
过认真聆听来发现。

 3、聆听是一种礼貌，认真聆听则是在向客户传达敬意，这能有效消除
客户内心的不满。

1. 认真聆听



2. 及时道歉

沟通技巧：

1、只要客户带着怒气，客服人员就应向客户道歉，“让您这么生气，一定是我
们的错误”，这样说话能有效化解客户的怒气。

2、客服人员处理投诉时应多向客户道歉，但一定要显得真诚，不要让客户觉得
“假惺惺”和“只说话不办事”。



3 .仔细询问

沟通技巧：
   
1、通过询问引导客户说出一些对投诉事件的判断产生重要影响的事实。

2、客服人员对于投诉事件的关键点，要向客户再次询问加以确认。

  



4.表示同情

沟通技巧：

1、客户自认为是弱势群体，当他们投诉时，非常需要客服人员的同情。

2、客服人员对客户表示同情，也能表现出愿意帮助客户的诚意，这有利于取
得客户的信任。

  



5.记录问题

沟通技巧：

1、客服人员要将客户描述的事实简要记录下来，这是接下来展开调查的依据
。

2、关于客户的一些个人信息，客服人员也要询问并记录，因为投诉处理一般
都要回访。

  



6 .解决问题

沟通技巧：

1、客服人员提出解决方案时应根据企业的规定和客户的期望，尽可能给出客
户最满意的解决方案。

2、客服人员要积极和客户协商，化解客户的怨气。

3、如果客户要求太高，超出了自己的权利范围，则应向上级反应，作为升级
投诉来处理，并积极联络跟进。

  



7 .礼貌结束

沟通技巧：

1、客服人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始终对客户保持礼貌，否则一切可能
都会成为无用功。

 2、即使遭遇敲诈式的投诉，那也是己方放错在先，因此无论结果如何，客服
人员都应和客户礼貌道别，逼得恶语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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