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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政策通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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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11.21-11.27）

● 即将进行：12. 12 Christmas Sale Opening

圣诞节开幕(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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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智利站点十一月活动日历

2022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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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11 Big Sale
双十一大促

11.7 11.8 11.9 11.10 11.11 11.12 11.13

11.11 Big Sale
双十一大促

Spike:
11.11

双十一大促

11.14 11.15 11.16 11.17 11.18 11.19 11.20

Regular Campaign>>Fashion + Lifestyle
常规活动>>主推时尚和家居日用品

11.21 11.22 11.23 11.24 11.25 11.26 11.27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Spike: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大促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11.28 11.29 11.30

12. 12
Christmas

Sale Opening
双十二圣诞节开

售

12. 12 Christmas Sale
双十二圣诞节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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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密品牌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nike nike 耐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球衣

gorros caps 帽子

jordan Jordan 乔丹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宾巴和萝拉包包品牌

reloj clock 钟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arbol de navidad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

lentes glasses 眼镜

zapatillas hombre man shoes 男鞋

zapatillas mujer women shoes 女鞋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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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s 耐克鞋

gorros caps 帽子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密品牌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grabador y cortador laser laser engraver and cutter 激光雕刻机和切割机

reloj clock 钟

calendario de adviento

maquillaje advent calendar makeup 降临节装扮

calendario de adviento Advent Calendar 降临节日历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宾巴和萝拉包包品牌

jordan Jordan 乔丹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grabador laser laser engraver 激光雕刻机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球衣

zapatillas jordan jordan shoes 乔丹鞋

jordan retro 4 jordan retro 4 乔丹球鞋复古 4系列

*排名不分先后



四、 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1.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手机壳、耳机保护套、无线游戏鼠标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潘多拉手链、925银手链、女士石英手表、文胸硅胶垫、儿童睡衣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去粉刺工具、剃须刀、耳朵清洁工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足球运动袜、荧光墙贴、防水墙纸、佛教工艺品、宝可梦卡片收纳

盒、平衡两轮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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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779312


五、女装热卖品推荐

1. 上衣

热销：宽松女式衬衫、蕾丝休闲衬衫、印花宽松短袖、V 领蕾丝长袖、短袖衬衫、

运动背心、短款t恤

2. 睡衣

热销：蕾丝连衣裙、卡通印花睡衣套装、夏季丝绸睡衣、吊带睡衣套装

3. 裙装

热销：派对连衣裙、亮片短裙、A 字长裙、露肩中长连衣裙、牛仔衣裙、女印花长

裙

4. 内衣

热销：塑身衣、束腰

5. 角色装扮服饰

热销：动漫角色扮演、圣诞节服饰

6. 婚礼穿搭

热销：V 领优雅婚纱、镂空露背婚纱/伴娘服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Tops指上衣,Sleepwear & Pajamas指睡衣,Dresses指裙装,Lingerie &

Underwear指内衣,Costumes指角色扮演服饰,Wedding dresses指婚礼穿搭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六、圣诞节心愿清单

1. 时尚配饰

热销：圣诞节礼帽、手镯、发箍、蝴蝶结发饰、鹿角发箍、圣诞眼镜、圣诞老人

款胸针

2. 儿童时尚

热销：圣诞节服饰、圣诞老人靴子、圣诞主题女童连衣裙、小皮鞋、圣诞主题袜

子、发饰

3. 女士服饰

热销：圣诞节礼裙、袜子

4. 男士服饰

热销：圣诞节t恤、礼服、圣诞老人角色扮演服装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Fashion Accessories指时尚配饰,Baby & Kids Fashion指儿童时

尚,Women Clothes指男士服饰,Men Clothes指女士服饰

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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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