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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8.8 Tech Sale（7.25-8.10）

即将进行：PayDay Sale发薪日促销（8.11-8.17）



2. 八月活动日历

2022年8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3 4 5 6 7

Cybermonday

网络星期一促销

8.8 Tech Sale

电子产品促销

8 9 10 11 12 13 14

8.8 Tech Sale

电子产品促销

8.8 Tech Sale

电子产品促销

PayDay Sale

发薪日促销

15 16 17 18 19 20 21

Payday

发薪日促销

PayDay Sale

发薪日促销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22 23 24 25 26 27 28

Mid Month Campaign

月中促销

opening

9.9超级购物

节开幕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超级购物节

29 30 31 1 2 3 4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超级购物节



二、热搜关键词分享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gafas glasses 眼镜

reloj clock 时钟

audifono headset 耳机

bolso handbag 手袋

anillo ring 戒指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aretes earrings 耳环

bolsos handbags 手袋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gorras caps 帽子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裙

zapatos shoes 鞋子

vestidos dresses 裙子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Maquillaje make-up 化妆品

ropa mujer woman cloth 女装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audifono headset 耳机

bolso handbag 手袋

anillo ring 戒指

reloj clock 时钟

gafas glasses 眼镜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zapato shoe 鞋子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裙

ropa mujer woman cloth 女装

vestido mujer Woman's dress 女裙

vestido dress 裙子

collar necklace 项链

termos thermos 保温瓶

zapatos hombre Man shoes 男鞋

bolsos mujer Women's bags 女包

gorra Cap 帽子

vestidos de bano Swimsuit Dress 泳裙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排名不分先后



三．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智能手表，无线耳机为主，新增迷你无线摄像机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瑜伽裤、运动手表、太阳镜、泳衣、迷你可再填充香水雾化空瓶等

FMCG 快消品

● 热销：美甲工具、眼影、蜘蛛侠玩具等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月球夜灯，洗车巾、蝴蝶贴纸、灯带等

* EL为电子产品类热销品、Fashio为时尚品类热销品、FMCG为快速消费品品类热销品、Lifestyle为生活类品类畅销品，排名不分
先后

* 价格（哥伦比亚比索（COP））

https://shopee.com.co/collections/1151405


四．快速消费品品类表现分享

*注：以上产品分别为毛绒玩具、益智玩具、婴儿/学步儿童玩具、积木玩具；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哥伦比亚跨境电商热卖产品：

● 毛绒玩具：KPOP、独角兽、小白鸭、新世纪福音战士、Huggy Wuggy、FNAF，

重生娃娃

● 益智玩具：益智平板/电子书写板、描图笔记本、魔方/七巧板、迷你厨房电器玩

具、遥控直升机、医学/化学结构模型

● 婴儿/学步儿童玩具：奶嘴、婴儿推车悬挂玩具/雨罩、音乐垫、爬行毯、安全游戏

围栏、摇铃

● 积木玩具：乐高人仔套装：军事/警察系列、警车消防车模型、城市商业街、海盗

船、钢铁侠



*注：以上产品分别为：毛绒玩具、益智玩具、婴儿/学步儿童玩具、积木玩具/户外玩具。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哥伦比亚本地热卖产品：

● 毛绒玩具：跳舞仙人掌、毛绒独角兽+加垫毛毯、动物毛绒背包

● 益智玩具：魔术画板、字母拼图、笔记本电脑玩具、多米诺游戏、儿童木琴/钢

琴、显微镜

● 婴儿/学步儿童玩具：毛绒睡袋、儿童爬行垫/音乐灯垫/泡沫垫、摇铃、充气独角

兽泳池

● 积木玩具/户外玩具：积木块、充气水池、玩具帐篷、泡泡机、弓箭套装



*注：以上产品分别为：毛绒玩具、益智玩具、婴儿/学步儿童玩具、积木玩具/户外玩具。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巴西跨境电商热卖产品：

● 毛绒玩具：螺旋蜈蚣/长颈鹿悬挂婴儿摇铃、重生娃娃、芭比娃娃、Lol 惊喜娃娃、

猫咪抱枕

● 益智玩具：遥控直升机、木制字母拼图、桌面绘画投影仪、磁性积木、儿童钢琴、

长颈鹿拨浪鼓、音乐爬行蟹玩具、

● 婴儿/学步儿童玩具：摇铃、婴儿音乐踏板玩具、烧烤仿真玩具、婴儿游戏垫、动
物园模型

● 积木玩具：乐高villiage积木、麦当劳乐高积木、6 件装 Minecraft 积木公仔、296

针板/儿童益智玩具、特警军事模型积木、乐高泰坦尼克号积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