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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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 FMCG 常规活动-

时尚+快消品类（7.18-7.24）

● 即将进行：Winter Clearance Sale 冬季清仓大甩卖（

7.25-7.28）



2. 七月活动日历

202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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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7.2 7.3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4 7.5 7.6 7.7 7.8 7.9 7.10

Anniversary

Sale Warm Up

周年庆预热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7

Anniversary

sale

7.7周年特卖

7.7 Anniversary sale

本地卖家促销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 + ELHA

常规活动 - 生活 +电子品类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FMCG

常规活动-时尚+快消品类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Winter Clearance Sale

冬季清仓大甩卖

Opening

Sale

小促日

Children's Day

Campaign

儿童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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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hula hoop HULA HOOP 呼啦圈

jordan Jordan 乔丹

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 美剧：《怪奇物语》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nillos Rings 戒指

brother Brother 兄弟

adidas Adidas 阿迪达斯

aros hoops 篮球

reloj clock 钟

gorros caps 盖帽

guantes gloves 手套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nike Nike 耐克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 美剧：《怪奇物语》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chile Chile 智利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camiseta chile Chile T -shirt 智利T恤

hellfire club Hellfire Club 《地狱火俱乐部》

seleccion chilena Chilean selection 智利国家队

audifono inalambrico wireless headset 无线耳机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guantes gloves 手套

aros hoops 篮球

unas nail 指甲

zapatilla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袜

camiseta seleccion
chilena Chilean selection t -shirt 智利精选T恤

*排名不分先后



三、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智能手表、充电线、无线耳机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银项链、辛普森别针、钻石戒指、动漫袜子、蕾丝内衣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减肥贴、镊子、美甲贴、化妆刷套装、儿童投影灯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动漫贴纸、小夜灯、钥匙扣、巨型米奇米妮气球、后视镜膜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EL Top SKU指电子品类热销前十，Fashion Top SKU指时尚品类热销

前十，FMCG Top SKU指快消品类热销前十，Lifestyle Top SKU指生活品类热销前十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75276


四、音频类品类分享

2000智利比索以下商品的热销分享
● 2000智利比索以下：音频适配器，麦克风，V9耳塞式耳机，U19耳机

，音频电缆，XT11耳机， JM 蓝牙耳机， 降噪耳机，Y50耳机

● 2000-3000智利比索：i12耳机，JB;耳机，Y30耳机，AKG耳机，HDMI

转换器，i7s耳机，蓝牙接收器，蓝牙音箱，迷你麦克风，音乐扬声器

● 3000-6000智利比索：游戏耳机， JBL硅胶套，Njoytech 游戏耳机，

Go迷你音箱，Charge 4 蓝牙音箱，STSE扬声器，KTS-1092音箱，

麦克风支架，迷你扩音器，音频接收器

● 6000智利比索以上：M-R180耳机，苹果耳机，F9耳机，电容麦克风，

DR09麦克风，T280耳机，蓝牙音箱，T300投影仪，索尼MP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Under 2000指2000智利比索以下，if local指是否为智利本地卖家售卖



运动&户外用品订单分布：
● 按类别：对于耳机、耳机和耳麦，2000-3000智利比索是秒杀活动的

关键价格区间，而3000-6000 智利比索是非秒杀活动的关键价格区

间。

● 按价格范围：3000-6000智利比索是主要订单驱动； 免运门槛计划推

出后6000以上智利比索显示潜在增长。

● 下一步计划：推动潜在的家庭音响和扬声器品类来推动订单和出单

量。

*注：免运门槛计划

● 卖家设置：推时尚品类垂直商店设置捆绑交易货品或商店类别。在更有吸引力的

捆绑交易中优先考虑高平均销售价（4000-6000智利比索）的商品。

● 卖家提名：推高出单量商品提名 (>2000智利比索) 以匹配 CFS（秒杀活动） 价格

点。提高低出单量商品(<2000智利比索) 购买限制以改善买家体验。推动平台捆

绑交易提名，增加店铺曝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