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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 平台热搜关键词

●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 生活品品类表现分享



一.  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9.9超级购物节（8.26-9.12）

即将进行：PayDay Sale发薪日促销（9.13-9.14）



2. 九月活动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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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搜关键词分享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gafas glasses 眼镜

reloj clock 钟

celulares cell phones 手机

anillos Rings 戒指

bolsos handbags 手袋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gorras caps 帽子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aretes earrings 耳环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装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bolsos mujer Women's bags 女包

maquillaje make-up 化妆品

zapatos shoes 鞋子

zapatos hombre Man shoes 男鞋

ropa mujer woman cloth 女装

termos de agua water thermos 热水瓶

ropa clothing 服装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album panini Album Panini 帕尼尼

panini Panini 帕尼尼

album mundial world album 世界杯专辑

bolsos mujer Women's bags 女士背包

mi tv stick My tv stick 小米电视遥控器

album album 专辑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士连衣裙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panini qatar Panini Qatar 帕尼尼卡塔尔

ropa mujer woman cloth 女装

disfraz custom 角色扮演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humidificador humidifier 加湿器

album del mundial World Cup album 世界杯专辑

tenis adidas bad bunny Adidas Bad Bunny
tennis

阿迪达斯坏痞兔联名网球

tenis tennis 网球

adidas bad bunny Adidas Bad Bunny 阿迪达斯坏痞兔

*排名不分先后



三．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智能耳机，智能手表、USB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提臀打底裤、男士手表、女士手表

FMCG 快消品

● 热销：专业电动修剪器理发器家用男士理发机,

●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LED灯带、骑行眼镜、太阳镜、高腰运动裤 比基尼、

●
*注： 以上分别为：电子产品类热销品、时尚品类热销品、快速消费品品类热销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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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品品类分享-兴趣&收集品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跨境电商生活品类兴趣&爱好收集品热卖、 ；为排名不分先后

*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哥伦比亚跨境电商热卖产品：

● 收藏品：比特币纪念币；运动手环；防弹少年团明信片；火影忍者等日
漫摆件

● 纪念品：防弹少年团,卡通钥匙扣；迷你魔方；Funko Pop玩具手办
● 玩具&游戏：玩具无人机/遥控飞机；玩具卡车；陀螺；防弹少年团玩偶
；哈利波特魔杖

● 乐器：哈利波特音乐盒；吉他拨片、变调夹等配件；吉他效果器接口
● 裁缝针线：钩针套装；缝纫塑料夹；穿线器；可拆卸纽扣套装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跨境电商生活品类兴趣&爱好收集品热卖、 ；为排名不分先后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哥伦比亚当地热卖产品
● 收藏品：防弹少年团、Blackpink明信片/徽章；日漫卡片；龙珠等日漫
摆件

● 纪念品：座机电话；任天堂/卡通钥匙扣；钱包套装
● 玩具&游戏：儿童学习机；魔方；积木玩具；UNO纸牌；婴儿专用塑料
球玩具；泡泡机

● 乐器：吉他拨片、尼龙弦、墙壁支架等配件；电子琴；鼓槌；竖笛；吉他
背袋

● 裁缝针线：多色毛线套装；塑料绣花箍；缝纫针套装



五.生活品类-兴趣&收藏品类潜力分享 -愿望清单

*排名不分先后

● 高客单价愿望清单（COP 20000+）：
● KPOP背包、应援棒、玩偶
● 手办或摆件套装；魔方等益智类玩具；玩具遥控飞机、卡车、赛车、陀螺
● 吉他配件、调音器；针织钩针、打孔器套件；毛线套件；刺绣画

注：COP指哥伦比亚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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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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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