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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 + ELHA常规活动 -

生活 +电子品类 （7.10-7.17）

● 即将进行：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FMCG 常规活动-

时尚+快消品类（7.18-7.24）



2. 七月活动日历

2022年7月活动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7.1 7.2 7.3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4 7.5 7.6 7.7 7.8 7.9 7.10

Anniversary

Sale Warm Up

周年庆预热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7

Anniversary

sale

7.7周年特卖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 + ELHA

常规活动 - 生活 +电子品类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FMCG

常规活动-时尚+快消品类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Winter Clearance Sale

冬季清仓大甩卖

Opening

Sale

小促日

Children's Day

Campaign

儿童节活动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nike Nike 耐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hula hoop HULA HOOP 呼啦圈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jordan Jordan 乔丹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anillos Rings 戒指

adidas Adidas 阿迪达斯

reloj clock 钟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nike Nike 耐克

hula hoop HULA HOOP 呼啦圈

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 美剧：《怪奇物语》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carcasa iphone iPhone housing iPhone外壳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hellfire club Hellfire Club 歌曲：《地狱火俱乐部》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the north face The North Face 乐斯菲斯（户外品牌）

*排名不分先后



三、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无线耳机、智能手表、电容笔、手机挂绳、手机挂饰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女士内裤、情侣手链、情侣项链、男士戒指、防蓝光眼镜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电动脱毛仪、美甲、假睫毛、掌上游戏机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金属钩针、车载蓝牙播放器、门底密封条、装饰灯、地毯

*注：CLP指智利比索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75276


四、运动&户外用品品类分享
2000智利比索以下商品的热销分享

● 2000智利比索以下：微型头灯、小黄鸭车载摆件、彩色绷带、自行车
指示灯、小型手电筒、瑜伽弹力带 (此价位段建议设置多件套)

● 2000-2990智利比索：足球袜、足球保护袜、头套、跳绳、拳击反应
球、行车坐垫套、鱼饵

● 5990-9990智利比索：强力手电筒、骑行手套、望远镜、鱼竿、抓握
器、自行车脚踏板

● 9990智利比索以上：足球守门员手套、骑行太阳镜、骑行头盔、哑铃
架、强力手电筒、拳击手套

*注：CLP指智利比索



运动&户外用品订单分布：
● 按类别：P1 类别是自行车、露营和远足以及钓鱼，占总订单的

63.9%。健身器材和瑜伽和普拉提是潜在的类别。

● 按价格范围：在2000智利比索之下是免运门槛计划之前的主导价格

范围，并且大幅下跌； [2000,2990]智利比索成为继免运门槛计划之

后第一的价格区间

● 卖家可以更多地关注 (5990,9990] 智利比索和 (9990,∞) 智利比索的

高价格区间，因为无论有没有免运门槛计划，他们的订单百分比都

很高，尤其是足球和自行车。

*注：免运门槛计划

● 卖家设置：推时尚品类垂直商店设置捆绑交易货品或商店类别。在更有吸引力的

捆绑交易中优先考虑高平均销售价（4000-6000智利比索）的商品。

● 卖家提名：推高出单量商品提名 (>2000智利比索) 以匹配 CFS（秒杀活动） 价格

点。提高低出单量商品(<2000智利比索) 购买限制以改善买家体验。推动平台捆

绑交易提名，增加店铺曝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