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务咨询-1

Business Consultation



学习目标 Objective

主要交际内容

练习与活动

文化导入 在中国做市场调查

商务咨询 市场分析 礼貌请求

场景模拟&角色扮演



中国市场调查

文 化 导 入

外国企业要想成功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深入了解中国

的实际情况。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

活显著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人们的消费观念有了

很多改变，人们的需求大幅增长。了解中国现状，做好

市场调查，是外国企业立足于中国市场的必要条件。

你认为在中国市场做市场调查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Wài guó qǐ yè yào xiǎng chéng gōng jìn rù zhōng guó shì chǎng ，bì xū shēn rù le jiě zhōng guó

de shí jì qíng kuàng 。 Jìn nián lái ，zhōng guó jīng jì shí lì dà fú tí shēng ， rén mín shēng

huó xiǎn zhe gǎi shàn ，chéng xiāng jū mín shōu rù zēng jiā ，rén men de xiāo fèi guān niàn yǒu le

hěn duō gǎi biàn ，rén men de xū qiú dà fú zēng zhǎng 。le jiě zhōng guó xiàn zhuàng ，zuò hǎo

shì chǎng diào chá ， shì wài guó qǐ yè lì zú yú zhōng guó shì chǎng de bì yào tiáo jiàn 。



重点词

yùnyíng

运营
operation

pǐnpái

品牌
brand

jǔshìzhǔmù

举世瞩目
type

jiāyùhhùxiǎo

家喻户晓
widely known

麦当劳叔叔是家喻户晓的形象。

本届奥运会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



重点词

mùbiāo

目标
goal

duìshǒu

对手
competitor

qiānjiāwànhù 

千家万户
millions of household

qiángjìng

强劲
strong

这台发动机动力很强劲。



重点词

gēng

羹
a thick soup

shēnrù

深入
deep

yánjiū

研究
research

牛肉羹 分一杯羹



常用对话

为了确保双方长期合作，Jeff向李明超简单介绍了Athena公司 。

可视电话

Jeff： 中国近几年的发展举世瞩目，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

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家取得成功，在不久的未来

将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李明超：我们一定会尽力帮贵公司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使

我们的产品服务于千家万户。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

公司运营

Zhōng guó jìn jǐ nián de fā zhǎn jǔ shì zhǔ mù ， wǒ men xī wàng zài zhè yàng yī gè 

yōng yǒu jù dà fā zhǎn qián lì de guó jiā qǔ déchéng gōng ，zài bù jiǔ de wèi lái 

jiāng chéng wéi jiā yù hù xiǎo de pǐn pái 。

wǒ men de chǎn pǐn fú wù yú qiān jiā wàn hù 。zhōng guó yōng yǒu jù dà de shì chǎng ，

wǒ men de chǎn pǐn fú wù yú qiān jiā wàn hù 。zhōng guó yōng yǒu jù dà de shì chǎng ，



常用对话

同时，也拥有许多强劲的竞争对手，如何在这样

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还需要进行

深入的调查研究。

Jeff： 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也是我接下来要和您讨论的

问题。

tóng shí ，yě yōng yǒu xǔ duō qiáng jìn de jìng zhēng duì shǒu ，rú hé zài zhè yàng 

yī gè jìng zhēng jī liè de shì chǎng zhōng fèn dé yī bēi gēng ，hái xū yào jìn xíng 

shēn rù de diào chá yán jiū 。

Nín shuō de fēi cháng zhèng què ，zhè yě shì wǒ jiē xià lái yào hé nín tǎo lùn de 

wèn tí 。



回答问题

可视电话

1、Jeff 的公司有什么打算?

2、李明超的公司准备做什么？

3、李明超如何分析中国市场的，

他有什么建议？

4、 你觉得进入一个新的国家的市场，应该这么做？

xiāoliàng



简述

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这个对话：

可视电话

Jeff：中国发展很快，我们公司准备……，李明超的公

司……,分析……,建议……,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陈经理：Jeff的公司想……,我们提供……,我帮他分析……,

建议他……,接下来……。



商务咨询
Business consultation

gōngsī yùnyíng zīxún

公司运营咨询
price

shāng wù zī xún

xiāoshòu zīxún

销售咨询
sales volume

rénlì zīyuán zīxún

人力资源咨询
market survey

zhànlüè jìhuà zīxún

战略计划咨询
market share

jìshù zīxún

技术咨询
market share



常用表达

第一步：分析客户需求。
conduct a need analysis of consumer.

第四步：找出解决方法并执行。
Figure out the possible solutions and implement them.

第二步：确定计划细节，包括服务范围、服务团体以及财政预算等。
Determine project specifics,including the range of service,service,finacial budget.ect

Dì yī bù ： Fèn xī kè hù xū qiú 。

Dì sì bù ： Zhǎo chū jiě jué fāng fǎ bìng zhí háng 。

Dì èr bù ：Què dìng jì huá xì jiē ，bāo kuò fú wù fàn wéi 、fú wù tuán tǐ yǐ jí cái zhèng yù suàn děng 。

第三步：分析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差距。
Analyze the gap between“where we are”and“where we want to be”.

Dì sān bù ：Fèn xī xiàn zhuàng yǔ mù biāo zhī jiān de chà jù 。

如何进行商务咨询呢？
How to do business consultation

shāng wù zī xún

第五步：后期评估。
The posto project evaluation

Dì wǔ bù： Hòu qī píng gū。



学以致用 商务实践

1.“漂亮宝贝”是一家销售儿童服装的商店，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市场定位不准

导致年度销售额持续下降，商店老板请你为他出主意，根据商业咨询的步骤，试

帮他找出解决方法。
Beautiful Baby is a small store selling children’wear.Due to poor management and improper marketing 

positioning,its annual sales volume has dropped continually.The owner asks for your suggestion.Following the 

steps of business consultation,try to help him find solutions.



温故知新

词语
运营 举世瞩目 家喻户晓 品牌

目标 千家万户 强劲 深入 羹

句子
中国近几年的发展举世瞩目。

在不久的未来将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