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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政策通知

1.为鼓励卖家有更好的交易表现，并在市场更具备竞争力，Shopee将收紧巴西、墨西哥、哥伦

比亚和智利站点的订单迟发货率（LSR）的扣分标准。

新标准适用站点：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站点

更新后的扣分标准政策的生效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查看过去7天情况）

标准1：

标准2：

详情请点击查看。

2.Shopee智利站点上线免运项目FSS通知

为提升用户体验，Shopee智利站点于2022年11月1日，推出免运项目（FSS，Free

Shipping Program）。并于2022年10月11日-10月31日，推行免费试用期，将自动覆盖智

利站点正常运营的店铺（罚分低于6分）。平台为每位买家额外提供一张100%off的免运

店免运券 (该券免运门槛：智利5,000 CLP )。详细公告，您可点击查看。

更多站点平台政策通知，您可点击查看详情。

二、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870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295
https://shopee.cn/edu/category?sub_cat_id=1066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 12.12 Christmas Sale

双十二圣诞节促销（11.28-12.14）

● 即将进行：Christmas Seasonal

圣诞季促销（12.15-12.25）

2. 智利站点十一月、十二月活动日历



2022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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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 11.29 11.30 12.1 12.2 12.3 12.4

>> 12.12 Christmas Sale
双十二圣诞节促销

12.5 12.6 12.7 12.8 12.9 12.11 12.11

>> 12.12 Christmas Sale
双十二圣诞节促销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2
Christmas

Spike
双十二圣诞

促销

>> 12.12 Christmas Sale
双十二圣诞节促销

>> Christmas Seasonal
圣诞季促销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Christmas
Seasonal
圣诞季促销

>> Christmas Seasonal
圣诞季促销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1 New Year countdown (2022 awards) >>
2022新年倒计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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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zapatillas nike nike sneakers 耐克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s Secret 维密品牌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nike nike 耐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球衣

gorros caps 帽子

jordan jordan 乔丹

reloj clock 钟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宾巴和萝拉包包品牌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lentes glass 眼镜

zapatillas hombre men's sneakers 男士运动鞋

arbol de navidad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

zapatillas mujer women shoes 女士运动鞋

jordan retro 4 jordan retro 4 乔丹复古4系列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nike nike sneakers 耐克运动鞋

portugal Portugal 葡萄牙

muneca reborn reborn doll 重生娃娃

argentina Argentina 阿根廷

camiseta argentina argentinian shirt 阿根廷衬衫

ventilador fan 扇子

piscina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sandalias mujer women sandals 女士凉鞋

camiseta japon futbol japan soccer jersey 日本球衣

camiseta portugal portugal shirt 葡萄牙衬衫

camiseta chile chile shirt 智利衬衫

sandalias flip flops 人字拖

ventilador portatil portable fan 手提风扇

lana del rey lana del rey 拉娜德尔雷(美国女歌手)

chile Chile 智利

retro 4 vintage 4 复古 4

*排名不分先后

四、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828038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蓝牙耳机、智能手表、耳机保护套、无线充电器、游戏手柄、无线降噪

耳机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金属几何戒指、潘多拉手链、925银手链、女士石英手表、Hello Kitty
情侣对戒、欧美太阳镜、U形假鼻环、婴儿蝴蝶结发带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剃须刀、Stray Kids韩国男团毛绒玩偶、刺猬索尼克毛绒玩偶、

Rainbow Friends 毛绒玩偶、哑光眼影、Zenon农场唱歌毛绒玩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2L装运动水瓶、足球运动袜、迷你加湿器、运动缠绕胶带、圣诞长筒
袜、海绵宝宝模型、汽车出风口条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Fashion Top SKU指时尚品类热销，

FMCG Top SKU指快消品类热销，Lifestyle Top SKU指生活品类热销。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五、十二月心愿清单



1. 美容与健康用品

热销：剃须刀剃刀套组(吉列款)，化妆包，化妆刷套组，美容洁面刷，美甲工具贴

纸，眼影/固体口红，耳部清洁工具

2. 儿童用品

热销：儿童修甲工具

3. 玩具

热销：Twice/Straykids明星周边玩偶，Roblox Rainbow Friends彩虹朋友周边玩
偶，电锯人玩偶，乐高，Lalafanfan玻尿酸鸭网红鸭玩偶，过家家式厨房大型积木
摆件，Sonic音速小子周边玩偶，Huggy Wuggy恐怖布偶，Paw patrol汪汪队周边
玩偶，重生娃娃，尤达宝贝，会唱歌的玩偶，史迪仔，海洋球，Bluey布鲁伊周边玩
偶，Plim卡通娃娃，Kuromi库洛米玩偶，Minecraft我的世界游戏周边，Kirby星之
卡比玩偶，Christmas风格玩具（圣诞树装饰，小火车)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Beauty & Health指美容与健康用品,Pets&Babyn指宠物与儿童用品,

Toys指玩具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更多选品干货：

https://shopee.tw/%E7%8E%BB%E5%B0%BF%E9%85%B8%E9%B8%AD-%E7%BD%91%E7%BA%A2%E9%B8%AD-lalafanfan-cafe-mimi-ins%E5%B0%8F%E9%BB%84%E9%B8%AD%E5%AD%90%E6%AF%9B%E7%BB%92%E7%8E%A9%E5%85%B7%E5%85%AC%E4%BB%94-i.187592631.451918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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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4487
https://shopee.cn/edu/tag/162?tab=all&page=1
https://solutions.shopee.cn/sellers/category-sharing-portal/#/market?m=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