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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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活动（生活方式)

(6.9-6.12)

● 即将进行：Father’s day (ELHA, Men fashion, Sports)父亲节

(电子数码产品,，男士，时尚，运动）（6.13-6.18)



2. 六月活动日历

2022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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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5.31 6.1 6.2 6.3 6.4 6.5

Cyber

day spike

网宣大促

日

Cyber day

网宣日

6.6

Opening

开幕

6.6 Local seller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6.6 6.7 6.8 6.9 6.10 6.11 6.12

6.6 Spike

day

大促日

6.6 Local seller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6.6 Local seller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

常规活动（生活方式)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Father’s day (ELHA, Men fashion, Sports)

父亲节(电子数码产品,，男士，时尚，运动）

Fathers’s
day mini

spike (父亲
节小促日）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Winter

kick off

mini

spike （冬

季小促日）

Winter kick off （Fashion, Home and living)
冬季促销（时尚，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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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ke Nike 耐克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pandora Pandora 潘多拉

bts BTS 防弹少年团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科罗（Colo Colo）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jordan Jordan 乔丹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nillos Rings 戒指

brother Brother 兄弟

reloj clock 钟

aros hoops 箍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gorros caps 帽子

anime anime 日本动画片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nike Nike 耐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guantes gloves 手套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guantes nike Nike gloves 耐克手套

gorros caps 帽子

guantes invierno Winter gloves 冬季手套

pasamontanas ski mask 滑雪面罩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hellfire club Hellfire Club 地狱火俱乐部

gorros de invierno Winter hats 冬季帽子

zapatillas jordan Jordan Sneakers 乔丹运动鞋

sonic Sonic 索尼克

air force 1 Air Force 1 空军1号（球鞋）

ps5 PS5 PS5游戏机手柄

parkas hombre Parkas man 男士派克大衣

*排名不分先后

三、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51366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数据线、蓝牙耳机、惠普驱动器、智能手表、儿童手表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儿童发圈、米老鼠手表、蕾丝内衣、儿童防水手表、卡通袜子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指尖陀螺、电动脱毛器、粉刺工具套装、儿童投影灯、毛绒玩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装饰灯、便携餐具、小夜灯、荧光墙贴、蝴蝶装饰

四、电子产品品类分享

排名前5的品类：（排名不分先后）
● 音频类: 猫耳朵头戴耳机，宝可梦造型无线耳机，F9无线耳机，联想

音响，闹钟造型音响



● 家居类: 起泡器，空气加湿器香薰机，榨汁机

● 电脑配件类：无线蓝牙键盘，迷你打印机，硬盘，摄像头，机械键盘，

路由器

● 游戏和游戏机：掌上游戏机，可连PS游戏机手柄，手柄充电支架

● 相机和无人机: 儿童相机，Mini摄像头，无人机等

手机及手机配件类价格区间：

● 按类别：配件贡献 71% 每日销售订单，可穿戴设备贡献 25% 每日销

售订单

● 按价格范围：1990智利比索-5000智利比索覆盖 62% 的订单，0智利

比索-990智利比索，主要来自可穿戴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