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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之前 

每⼀一种营销⽅方式都有其背景条件优势弱势。 

⽐比如展会，⼀一般需要产品线相对独特，有品牌，预算充⾜足并
且⼈人员成熟；如果在当地有许多联系时间较⻓长但是没有下单
的客户，展会作为破冰之旅，则 好不不过。 

⽐比如平台，对业务员，产品和公司要求并不不⾼高，预算中等，
所以⼊入⻔门合适； 

所以本⽂文仅仅从⼀一个点询价来对⽐比有点⽥田忌赛⻢马的意思，所
以有些⽚片⾯面。因为每⼀一种营销⽅方式都有其背景条件优势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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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本⽂文⼤大约需要12分钟，从趋势，成本，质量量，成交价格
和连续性五个⽅方⾯面，客观阐述了了现在推⼴广⼿手段，展会，平台
和⾃自建站的利利弊。以及⾃自建站中⽂文案，图⽚片，推⼴广，设计四
个⽅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后写的是推⼴广合作伙伴的计划。 

展会，品台和⾃自建站在询价⽅方⾯面的对⽐比数据 
我们把收到客户询价的阶段为推⼴广阶段。现在外贸的推⼴广⼿手
段 
趋势 

⾏行行业展会，缺点：花费较⾼高，对⼈人员和产品要求较⾼高；优点：
可以快速了了解新产品，动向，破冰之旅。综上，适合有⾃自主
产品，有品牌的公司。近年年来展会趋势如下，建议减少次要
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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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平台⽐比如Alibaba和中国制造，环球资源等，⾕谷歌趋势显
示Alibaba基本是⼀一家独⼤大的状态，搜索热度基本是平的。建
议跟随，但是投⼊入产出⽐比不不⾼高，适合⽆无差别同质化竞争产品，
相对不不合适做品牌推⼴广的主⼒力力。 

!  

独⽴立⽹网站趋势，在⽂文案写作和SEO⽅方⾯面有明显上升。是投⼊入
产出⽐比较⾼高的询盘来源。 

!  

copywriting上升明显，建议企业在上升阶段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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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上升明显，⽽而SEM持平。 
 

!  

⾕谷歌⼴广告更更名为googel ads，所以蓝⾊色+⻩黄⾊色线，基本吃平。 

趋势跟ROI的关系： 

当趋势上升的时候，推⼴广资⾦金金应该加⼤大，这往往是⼀一种新型
营销⼿手段的红利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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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持平的时候，建议跟随，这时候投⼊入产出⽐比不不⾼高，但好好
运作可以保本以及较低利利润； 

当趋势下⾏行行，建议收紧推⼴广资⾦金金。 

地推和开发信对个⼈人要求较⾼高，暂时不不作参考。 

综上，我们得出第⼀一个结论 独⽴立站+引流转化是当前ROI ⾼高
的⽅方式。 

  
成本 

展会成本包括展位，搭建，展品运输，参展⼈人员费⽤用等。⼀一
般来说，国外展会⼀一次的价格按照200K，⽽而参展往往不不⽌止⼀一
次展会。 

平台的费⽤用⼀一般分为⼊入驻费⽤用，P4P点击费⽤用，⼈人员费⽤用。
其中⼈人员这⾥里里的操作很多事低价值操作，整体⼀一年年⼤大约100K
左右； 

独⽴立站营销，分为建站10K，拍照10K，⽂文案10K，⾕谷歌⼴广告
20K。费⽤用⼤大约在50K-100K上下。成本较低但是学习和外包
成本偏⾼高。 

综上，我们得出第⼆二个结论 独⽴立站+引流转化是当前成本较
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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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盘质量量 

上⾯面的成本解决的是询盘数量量的问题。关于询盘的质量量，主
要看购买者的近期购买意向和询价的数量量。虽然我们不不能通
过⼀一两句句话来判定所谓的实盘虚盘，但是也有⼀一定的规律律可
循。 

开发信回复说 Send pricelist, 询价不不代表购买，你主动开发，
我作为买⽅方了了解⾏行行业的价格市场信息⽆无可厚⾮非； 

展会其实跟开发信的情景类似，有⼀一部分是带着购买和选品
需求来的，另⼀一部分是收集和观测⾏行行业动向，所以这⼀一类属
于被动客户，能开发到或者说碰到属于⼩小概率事件。 

虽然都是平台，Alibaba等平台上的询价要更更加迫切或者有采
购⽬目的性⼀一些，有流量量，有采购意向，这也是为什什么很多的
中国供应商选择类似线上平台，同样的，⼈人多了了之后就把询
价稀释了了。往往⼀一个询价会发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供应商，
⼏几率上⼩小了了很多，反复⽐比价格压价等也⽅方便便很多。从这个⻆角
度说，询价质量量算中等偏低⼀一点。 

独⽴立站的询价跟平台类似，都是属于主动询价，质量量偏⾼高，
也少⻅见上⾯面的压价等。存在的问题是需要在流量量和转化率上
下功夫。对⽐比平台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同⾏行行段时间⽆无法跟进，
因为做好⽹网站和流量量需要⼈人，财和时间。 

想起前两天收到电话，说有SEO套餐⽅方案等等代理理之类的，
我觉得SEO真正做得好或者有效就不不⽤用电话推销了了，⽤用电话
推销SEO套餐是打⾃自⼰己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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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被动开发⽐比如邮件和展会 低，⽽而主动的平台相对⾼高
⼀一些；独⽴立站询价质量量最⾼高。 

  
成交价格 

Ali等平台往往在照⽚片上下功夫不不⾜足（杜⼦子建称之为厕所营
销），同时竞争对⼿手的压⼒力力⼤大⼀一些，虽然意向性强⼀一些，也
是通过拼价等得到订单，所以成价格较低； 

在展会上，可以看到实物以及跟同⾏行行的对⽐比，以此为成交价
格⽐比平台略略⾼高； 

Amazon显示，独⽴立商城⽹网站等售价可以是平台等5倍以上。
B2B⽹网站也是⼀一样，如果精装修等专卖店，⽤用户体验⾼高，竞
争对⼿手⼏几乎没有。 

这⾥里里补充下，并不不是⼀一定要做独⽴立站，也分产品。⽐比如苹果
⼿手机，放在⼤大卖场不不如专卖店，因为可以提现品牌溢价；⽐比
如⻢马克杯，瓶装⽔水等附加值较低，放在流量量较多的地⽅方反⽽而
合适。有⼈人在铅笔芯上做微雕，放在youtube上，流量量⼏几百
万，所以引到独⽴立站的价格⼀一个微雕作为也可以售价⼏几⼗十万；
这⼀一类如果放在平台上，就是产品⽽而不不是艺术收藏品的价格
了了，这个例例⼦子优点极端，影响价格的因素不不是成本⽽而是流量量
了了。在⽹网站上，⼀一张商业拍图可以有5个点的品牌溢价。在平
台这个数字要⼩小很多。 

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独⽴立站得到的询价，成交价格要⾼高于
展会和平台渠道。要做品牌，有溢价，独⽴立站是必选。 

o.nly.design � /�8 18



持续性 

在线平台没有什什么持续性，属于⻔门票机制，⼊入场的是玩家，
不不⼊入场的是看客； 

展会跟平台相⽐比，⼀一张展会可能⼤大约2-4天，⽐比在线平台1年年
的时间短得多；⽽而参展名录上的联系⽅方式，基本可以在这个
⽆无纸化时代忽略略。 

以上投资属于短期⾏行行为，从⻓长期来看没有太多价值。 

独⽴立站的来源有三： 

1. SEM⼴广告，跟上⾯面没什什么区别，属于花钱买流量量；没钱
没流量量； 

2. SNS花的是⼈人脉和⽂文案，从时间上来看应该属于逐渐增
⻓长； 

3. SEO跟SNS⼀一致，时间对SEO有利利，时间越久，越流量量
越⼤大。 

从这个⻆角度看，独⽴立站的投⼊入应该是第⼀一年年较多，之后减少
甚⾄至停⽌止投⼊入，也会有固定的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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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站从各个⽅方⾯面看都是未来的营销模式，但是也存在操作
难度。即对⼈人才的要求和培训。独⽴立站操作要求在⽹网站设计，
⽂文案，图⽚片和推⼴广这四个⽅方⾯面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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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什么要选择⾃自建站 
⾃自建站出了了在询价成本质量量等有明显优势之外，优势还表现
在以下⽅方⾯面 

1、不不受平台规则约束。 

外贸官⽹网是属于你⾃自⼰己的独⽴立官⽹网，不不像平台受到很多规则
约束，你可⾃自⼰己打理理优化，除了了⼀一些⽹网站仅⽤用来做展示⽤用途，
绝⼤大多数官⽹网希望获得来⾃自⾕谷歌得流量量，需要站在SEO的⻆角
度去打理理官⽹网。 

2、外观和功能更更加⾃自由 

⽹网站外观和功能设计对于品牌来说⾄至关重要，独⽴立⽹网站在外
观和功能声没有任何的限制，可以增加元素如视频，图库，
地图，表单，在线沟通和多语⾔言翻译等等功能。 

3、精⼼心分析，提⾼高转化率。 

客户进⼊入官⽹网后，你可以精⼼心策划你的产品⻚页⾯面引导客户阅
读，在适当的时候发起call to action，引导客户去进⾏行行你希望
他做出的⾏行行为，留留下邮箱、联系⽅方式、发询盘等等。 

还有什什么⼈人在做⽹网站？ 

⼀一个⽹网站代表了了⼀一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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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人注册⽹网站，地址邮电话留留下海海外的联系⽅方式（不不⼀一定
正确的），⽤用来询价套价。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同⾏行行的报价；
外贸新⼿手也可以以此快速学习⾏行行业邮件和术语知识； 以上不不
赞成不不反对，毕竟商业⽆无间道； 

2. 还有⼈人在公司上班，但是⽤用⾃自⼰己独⽴立的⽹网站充当中间⼈人； 
这⼀一点不不赞成，毕竟是公司资源。 

3. 同样有的⼈人在公司上班，⽽而且有⾃自⼰己的官⽹网，当客户采购
⼀一些其他配件⽽而公司并没有资源的时候，⽤用另⼀一个身份来提
供是⽆无可厚⾮非的。 

4. 很多⼈人离职之后，带⾛走⽼老老客户资源，⽤用新的邮件/⽹网站身份
联系。很多⼈人这样做，道理理上来说不不是很道义，但是客户凡
是能被带⾛走，基本上可以说明产品有可替代性，⽽而跟单更更加
重要。 

5. 很多⼈人成⽴立公司第⼀一步是制作⽹网站，⼤大部分是⽤用⽹网站来证
明⾃自⼰己的公司身份。 

外贸建站为什什么选择WordPress 
如果您正在为您的业务构建⼀一个⽹网站，您会发现有⼀一系列列令
⼈人眼花缭乱的框架选择可供选择。 

WordPress是不不⼆二之选，因为；因为⾕谷歌对于wordpress的收
录和排名都有偏爱；对于⼩小型和中型⽹网站可以轻松驾驭；后
台编辑简单，主题多，在2019年年wordpress占据所有⽹网站框架
的50%，⽽而第⼆二名⼤大约3%；即便便现在⽹网站做的不不够好，给任
何懂得wordpress的程序员都可以容易易的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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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WordPress与其他⽹网站制作平台的不不同之处： 

 

1. WordPress是开放灵活的。 

WordPress允许使⽤用完全⾃自定义的主题和插件。 这与⼤大部分
竞争对⼿手不不同。 这也意味着当您的⽹网站看起来或其提供的功
能类型时，您将永远不不会受到限制。 

其他平台可能提供⼀一套标准的主题和功能。 虽然这对于易易于
使⽤用来说可能⾮非常棒，但它真的可以限制您可以做什什么的范
围。因为WordPress是开源软件，设计师和开发⼈人员遍布世界
各地。 

2. 有⼀一个充满活⼒力力的市场。 

您不不需要成为⼀一名专业的⽹网⻚页设计师，可以⽤用WordPress创建
美丽的东⻄西。 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品质的免费和商业 主
题 和 插件 可⽤用于帮助您构建您的⽹网站。 结果是，⽆无论你在
做什什么⾏行行业，都有主题和插件来匹配。 

3. WordPress插件丰富。 

对于插件，您会发现有⼀一个或多个选项可供您选择任何类型
的功能。商城，博客，社区，论坛，会员，加速，在线沟通，
表单等等。 

4. 你不不是是⼀一个⼈人在战⽃斗。 

记住我们前⾯面提到的全球社区吗？ 当提供⽀支持时，他们也是
⼀一个慷慨的地⽅方。 ⽆无论你是通过官⽅方寻求帮助 ⽀支持论坛 或
通过社交媒体，总是有⼈人愿意并能够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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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务正在为WordPress量量身打造。 

满⾜足WordPress⽹网站所有者需求的第三⽅方服务正在各地爆满。 
他们真的可以使⽣生活更更轻松。 例例如，a 托管服务提供商 将保
持您的WordPress安装更更新，定期备份您的⽹网站，有些甚⾄至给
您访问 优质主题 。 这对于那些只想要专注于创造优秀内容
并将余款留留给专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6. SEO可以个性化。 

WordPress是SEO友好的。 将其与编码良好的主题和SEO插
件⼀一起使⽤用可以产⽣生⼀一个⽹网站，为搜索引擎提供所需的正确
索引所需的信息。 

例例如，有⼀一些 SEO插件 这将允许您⼿手动和⾃自动优化您的内
容。 你可以超越⽂文本内容 – 图⽚片 是⽹网站所有者经常被忽视的
组件，应该被考虑。 此外，添加的⼯工具也可⽤用 丰富的⽚片段 
进⼀一步增强搜索引擎列列表。 ⼀一旦你的内容被优化，⼀一个⾃自动
⽣生成的 XML⽹网站地图 将帮助搜索引擎吸收所有这些。简单的
说，WordPress使您能够创建⾃自⼰己的SEO策略略，⽽而不不是为任何
DIY⽹网站构建器器提供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里，您可以使⽤用⼀一系
列列⼯工具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7. WordPress迁移⽅方便便。 

尽管像Wix或Squarespace这样的服务有⼀一些易易于使⽤用的⽅方
⾯面，但是你⼏几乎被锁定在⽣生活中。 你不不能简单地把你的⽹网站
带到另⼀一个主机。 另⼀一⽅方⾯面，WordPress⽹网站可以移动 – 通
常没有太多的麻烦。 ⼀一些主机甚⾄至可以帮助您迁移到他们的
免费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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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无限⽤用户和灵活的权限。 

达到特定阈值后，某些⽹网站制作⼯工具可能会限制您可以创建
的其他⽤用户帐户数量量或收取费⽤用。 因为WordPress是⼀一个完
全开放的系统，您可以⾃自由地创建任意数量量的⽤用户帐户。 这
使得它成为多作者博客或⾯面向团队的企业的理理想选择。 

另外，内置 ⽤用户⻆角⾊色和功能 让您管理理每个⽤用户类型的权限。 
如果您需要超出默认⽤用户⻆角⾊色的内容，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角
⾊色。 

9 有很多学习机会。 

如果您对知识有渴望，您将会对所有可⽤用于WordPress的学习
资源感到兴奋。 ⽹网上有⼤大量量的教程 ，博客，甚⾄至类似于在线
学习的⼈人。 

10 .⼀一秒开启电⼦子电⼦子商城，⽽而且免费。 

⽤用WordPress在线销售是很容易易的，可以适应任何预算。 采
取 WooCommerce ， 例例如。 这是 受欢迎的购物⻋车插件，
完全免费使⽤用。 这意味着您可以开始运⾏行行⼀一个基本的在线商
店，⼏几乎没有⾃自付费⽤用。 

现在想⼀一想，如果套⽤用国内的某⼀一套框架系统，⽽而不不是
wordpress，需要每年年对系统缴费，难以扩展功能，修改样
式，⽽而且⾕谷歌对这类系统并不不友好，后期难以做SEO以及推
⼴广，只有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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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Press外贸建站为什什么选择我们 
① 我们从外贸出身，公司平均外贸年年龄在6年年以上，懂得外
贸⼈人的需求，沟通成本低。 

② ⾃自从公司成⽴立以来，只⽤用WordPress，只做外贸建站，
专⼀一使得我们更更加专业。 

③ 擅⻓长⽤用户体验设计，转化率设计和外观设计。所有内容样
式均为定制，可以根据客户需求修改任何样式，颜⾊色，字
体，位置，动画等。 

④ 后付费：我们在⾦金金额5K以下的⽹网站，先制作，后付费；
在5K以上的，先制作出整体效果，⽐比如导航，配⾊色，字
体，主要⻚页⾯面，后⽀支付。 

⑤ 价格为⼀一次性设计制作价格，只要每年年续费服务器器和域名
即可，⽆无年年费。 

⑥ ⽹网站权限⽅方⾯面：拥有源代码，可以随时将源代码复制，迁
移，备份。FTP权限，后台⽂文件权限等，贵⽅方有全部最⾼高
权限，⽅方便便更更换⽹网络公司，⽽而不不受制。 

⑦ 免费SEO初步设置，免费SEO培训 

⑧ 6个⽉月技术⽀支持，⽐比如打不不开⽹网站之类 

⑨ 免费协助申请企业邮箱，免费协助购买服务器器，域名，免
费协助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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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我能轻松地编辑我的⽹网站吗？我不不会编程…… 

你的⽹网站将是完全可编辑的！你可以很容易易地添加⽂文本和图
像到所有⻚页⾯面点击！您将能够编辑电⼦子商务产品，他们的图
⽚片，描述和价格，并添加⽆无限的⽹网⻚页和图⽚片。所有这些不不需
要任何编程技能！ 

请你建站的流程是？ 

⾸首先准备好域名和服务器器（推荐vultr或者Linode），做好解析
A记录；然后安装wordpress以及必要的主题（推荐Impreza6
以后）和插件；之后就是⻚页⾯面制作和产品上传；做好之后做
SEO，XML，缓存加速；⾕谷歌站⻓长和⾕谷歌分析。 

推荐⾃自建站DIY还是找⼀一个建站服务商？ 

⼀一般来说，DIY做⼀一个⽹网站边学边做⼤大约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
间。交给专业的⼈人⼤大约1-2周。推荐有能⼒力力的DIY，因为⾏行行业
的敏敏感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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