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站点 市场周报

2022-09-05
内容概览（目录）：

● 政策通知

○ 新加坡站点自提柜渠道

○ Shopee新加坡站点跨境物流成本（藏价)调整通知

○ Shopee新加坡站点佣金政策调整

○ 仿冒品整改

● 关键词&商品分享

○ 平台热搜关键词

○ CFS（闪购活动）热销品分享 （跨境卖家）

● 其他

○ 新加坡站点9.9 大促信息更新

○ 新加坡买家自取渠道注意事项



一. 政策通知/准则公告

1. 新加坡自提柜渠道
新加坡站点将于2022月9日2日 10:00（北京时间）新增SLS-Standard Express -
Pick Locker自提柜渠道。

温馨提示：

该物流渠道会开放给除了重货卖家以外所有卖家。该渠道将会默认为您打开，若

您不想使用该渠道可以在卖家中心自行操作关闭。您可参考Shopee卖家学习中
心>设置物流渠道进行操作。

本次新增渠道买家端运费0.6SGD（新加坡元），卖家藏价无需改动，完整费率表
及藏价工具请通过企业微信登录<Shopee藏价与运费计算工具>查看。

2. Shopee新加坡站点跨境物流成本（藏价)调整通知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Shopee新加坡点将统一与2022年8月10日 10:00 (新加坡
时间）调整跨境物流成本（藏价）费率。具体费率见下表:

注：以上货币单位均为SGD

温馨提示：

为避免因藏价不足而造成的损失，请您登录企业微信查看<SLS卖家支付运费（藏价）计

算工具>，及时在新费率生效前完成商品价格调整。

关于如何自行修改商品价格，您可以进入Shopee卖家学习中心>>《运费调整时，如何修

改商品价格？》查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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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opee新加坡站点佣金政策调整

为了在未来能够给您持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和资源，Shopee对佣金政策做了部
分调整，调整将于2022年7月16日正式生效，新加坡站点生成的订单平台佣金费
率将调整为7%，其交易手续费率不变。

新加坡站点佣金及交易手续费

2022年7月16日前
佣金费率 6%

交易手续费费率 2%

2022年7月16日及之后
佣金费率 7%

交易手续费费率 2%

*特别提醒：
在2022年6月13日-2022年7月16日期间，如卖家改价幅度不超过本次佣金调整幅度
(1%) ，则不会被判定为“夸大不实折扣”。

4. 新加坡仿冒品整改

新加坡站点会严格对仿冒品进行及时的清理以及整改。没有品牌方授权的卖

家不可在产品标题，描述以及品牌属性中滥用品牌名称和商标。例如，近日发现

很多无品牌的蓝牙TWS耳机在产品名称中加入AIRPODS等字眼。此类产品一经
查实会被下架，并且店铺会被罚分。另外，没有小米官方授权的店铺和小米生态

系统的产品不得滥用小米品牌的名称和商标。恳请各位卖家严格遵守卖家行为

规范，需获得品牌方的授权才可使用该品牌的名称或者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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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键词&商品分享

1. 平台热搜关键词 ( *搜索量排名不分先后)

Keyword/关键词 Category/类目 翻译

raincoat Home & Living 雨衣

umbrella Home & Living 雨伞

sandals Women's Shoes 女拖鞋

water gun Toys, Kids & Babies 儿童水枪

sunglasses Jewellery & Accessories 太阳眼镜

shorts Women's Apparel 短裤

camera detector Cameras & Drones 智能探测器

mouse Computers & Peripherals 鼠标

children day gift Toys, Kids & Babies 儿童节礼物

dehumidifier Home Appliances 加湿器

hydroflask Sports & Outdoors 保温瓶

lipstick Beauty & Personal Care 口红

necklace Jewellery & Accessories 项链

pillow case Home & Living 枕头套

projector Computers & Peripherals 投影仪

luggage cover Travel & Luggage 行李保护套

travel bag Travel & Luggage 旅行包

3



2. 市场趋势

接下来的大促日：

● 9月9号: Super Shopping Day (超级购物日）

● 9月18号：Global Deals Day (全球商品热卖日）

类目 市场趋势 & 跨境卖家较有潜力的品类/产品

Electronics
电子/3C/家电

旅行类产品：如转化插头，自拍支架等产品出现搜索热度。

数码3C：拓展坞转换器  , 鼠标  , 机械键盘，键帽，机械键盘轴体，笔记

本电脑保护壳, 小型迷你打印机，无线网卡, 随身WIFI

摄像：提词器，纸相机，胶卷相机。

家电：洗护清洁类小家电(housekeeping）： 近期有较高的搜索量和需求

类目热点： 扫地机器人，手持吸尘器，除螨仪等类型产品

Home & Living

家装生活

类目热点：

家居:热搜中秋节相关产品如灯笼，烘培月饼厨具模具

厨房用具： 空气炸锅专用纸，洗手液瓶，水槽置物架

Sport 运动&户外 折叠式单车产品

FMCG 快速消费品
健康与保健:新加坡近日新冠肺炎情况变得严重，口罩等有增加需求

类目热点：按摩器，除毛器

Fashion 时装 各国开放旅游，旅行类产品如行李箱和衣物收纳袋等有需求。

更多类目热点：内衣类，塑胶拖鞋，潮流服饰，洞洞鞋配饰，发饰 【新

Pet 宠物 类目热点：宠物玩具，宠物衣服，宠物床垫等

TKB 婴幼童 类目热点：儿童灯笼, 万圣节儿童套装，儿童节礼物

*排名不分先后

3. CFS（闪购活动）热销品分享 （跨境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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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CFS热销品：价格< $1新币

*排名不分先后

上周CFS热销品：价格> $1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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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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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加坡站点9.9 大促信息更新

9.9大促周期即将来临！9.9 大促主打免运券；新币$50返现；消费50折扣$6品牌券等营

销亮点！作为年中最热门的大促，平台也加大线上和线下的广告投入！

大促的店铺装修材料已经发布， 卖家可通过以下微盘链接提取。如无法登录微盘，可联

系您的客户经理提取。

店铺装修：https://drive.weixin.qq.com/s?k=AHIAtge9AAYyZk7oGU

横幅使用指南： https://drive.weixin.qq.com/s?k=AHIAtge9AAYhB20gPj

2. 新加坡Collection Point买家自取渠道注意事项

由于Collection Point (买家自取渠道）有严格的重量和包裹大小要求，超重或超大的商

品将会给渠道最后一公里的运送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根据物流团队的反馈，部分卖家

在商品包裹尺寸大小的信息上并没有标识准确。为了以防这样的情况发生，以下类别商

品的卖家请注意包裹尺寸大小的标识：

● 运动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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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玩具

3. 新加坡站点免运券（Free Shipping Voucher）更新

新加坡站点现已开始启用免运券。用户在参与free shipping （免运）店铺下单是，

可通过领取免运券来抵消运费。为了推广免运券，平台安排了“Free Shipping

Voucher”(免运券)的落地页并且主打“Free Shipping Thursday”(周四免运)。该落地页

有多个入口，包括弹窗以及App首页。买家可在每周四通过该落地页领取补贴消费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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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惠券。免运券可与其他平台优惠券和店铺优惠券叠加！参与返现+免运项目 （

CCB+FSS）的店铺也可在该落地页获得曝光！

4. Cashback+Free Shipping （返现+免运）项目免运消费门槛调整

近期开始，新加坡站点的Cashback+Free Shipping （返现+免运）项目的免运最低消

费额由目前的$20新币调至$15新币。但是买家需要领取免运券来享受免运费。

有兴趣参加CCB+FSS（返现+免运）项目的卖家可实时关注站点的活动详情.

9



为什么要参与cashback (CCB)返现项目？

● Cashback是Shopee 新加坡站点的一个主打营销亮点！

● CCB店铺可在CCB活动页得到额外曝光，CCB活动页的入口在首页的置顶位。

● 提高店铺曝光率，CCB店铺也可享有专属的返现标签 (如图）

● 平台每天都会发放cashback优惠券来帮忙卖家有效地提高转化率，以及每个周末

会发放加量的cashback 优惠券来吸引流量。相关数据显示，cashback落地页的

周末流量也会比平日高出2倍以上。另外平台大数据也指出参与CCB的店铺日均

GMV（商品交易总额）增长大于2倍！

● 平台会在大促期间赞助高额的cashback优惠券，只限于使用在CCB店铺。

关于返现项目的更多详情可浏览：https://shopee.cn/edu/article/10960

5. 卖家聊聊渠道推广功能 （Chat Broadcast）

Shopee新加坡站点已推出一项通过客服聊天窗口来推广店铺的功能。

该功能开放给所有参加Cashback+FSS（返现+免运）项目的卖家。卖家可使用该功能

群发优惠券，秒杀促销，热门产品等信息到卖家自定义的用户群，比如店铺粉丝，下单

量最高的买家等。

此推广功能带有三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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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效的把目标客户群引流到特定店铺或者产品

2. 通过派发优惠券和特别促销的奖励给买家来提高买家忠诚度

3. 更加简单省时地与买家沟通与推广

此功能可通过卖家中心开通以及操作。具体的开通步骤请看下图。如果卖家不能在

卖家中心找到该功能，请耐心等待或者和客户经理联系，平台会分批给各位卖家在后台

激活该功能。更多详情请点击：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72

更多选品干货：

1子类目选品攻略（不定时更新）
2其他所有选品内容
3选品指南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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