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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政策通知

1.Shopee哥伦比亚站点上线免运项目FSS通知

为提升用户体验，Shopee哥伦比亚站点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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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哥伦比亚正常运营的店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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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20,000 C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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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hopee哥伦比亚站点Estandar Rapido（标准渠道）大件货物计重规

则调整

为提高用户体验，提升平台物流效率。参考物流行业计费特殊性，Shopee平台将在

2022年11月14日起，对所有中国大陆发往哥伦比亚站点的大件货物更新计重规则，请

您知悉并提前做好发货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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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历

1.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11.11超级购物节（11.1-11.13）

即将进行：发薪日（11.14-11.20）

黑色星期五&网络日（11.21-12.4）

2.哥伦比亚站点十一月活动日历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295
https://shopee.cn/edu/category?sub_cat_id=1066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484
https://shopee.cn/edu/category?sub_cat_id=1066


2022年11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31 1 2 3 4 5 6

Cyber day

网络日

11.11Opening

11.11开放日
11.11Prehype双十一预热

7 8 9 10 11 12 13

11.11Prehype双十一预热
11.11Big Sale

双十一大促

14 15 16 17 18 19 20

Pay Day

发薪日

Payday Sale

发薪日促销

21 22 23 24 25 26 27

Black Friday & CyberMonday

黑色星期五+网络日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28 29 30 1 2 3 4

Black Friday & CyberMonday
黑色星期五+网络日

VAT Free Day

免增值税日

Black Friday &

CyberMonday

黑色星期五+网络日

三.热搜关键词分享

1.上周热搜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EN TranslateCN

gafas glasses 眼镜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reloj clock 时钟

anillos Rings 戒指

bolsos handbags 手提包

disfraz custom 角色扮演服装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vestidos mujer Women's dresses 女士连衣裙

vestidos dresses 连衣裙

gorras caps 帽子

zapatos hombre Man shoes 男鞋

zapatos shoes 鞋子

aretes earrings 耳环

ropa clothing 衣服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EN TranslateCN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disfraces para mujer costumes for women 女士角色扮演服装

vestidos elegantes fancy dresses 晚礼服

disfraz de harley quinn Harley Quinn costume 哈雷奎恩

角色扮演服装

mascaras de terror horror masks 恐怖面具

disfraces malefica Maleficy costumes 《沉睡魔咒》角色扮演服装

disfraz princesa sofia Princess Sofia Costume 迪士尼索菲亚公主

角色扮演服装

disfraces la purga Costumes the purge LED 面具

disfraces arabe Arabic costumes 迪士尼茉莉公主角色扮演服装

disfraz de pirata mujer Women's pirate costume 女士海盗角色扮演服装

disfraces de naruto Naruto costumes 火影忍者角色扮演服装

vape electrico Electric vape 电子烟

disfraz de minnie Minnie costume 迪士尼米妮角色扮演服装

disfraz de pirata pirate costume 海盗角色扮演服装

botas de lluvia rain boots 雨鞋

disfraces diosa griega Greek goddess
costumes 希腊女神角色扮演服装

*排名不分先后

四．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数码产品

https://shopee.com.co/collections/1151405


● 热销：蓝牙耳机；电视盒子；无线适配器

Fashion时尚品类:

● 热销：女士单肩包；瑜伽裤；女士星空石英手表手链套装；男士手表；

女士耳钉套装

FMCG快消品

● 热销：专业电动修剪器理发器家用男士理发机；美甲烘干机；指甲修
剪器套装；电热直发梳卷发器；亚克力指甲修剪套装；化妆刷套装

Lifestyle家居日用品

热销：瑜伽裤；灯带；大容量水杯；汽车灯泡；汽车车灯彩色灯带；时钟

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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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1月家居用品类心愿清单



*注：以上分别哥伦比亚本地电商高潜力产品；排名不分先后

*价格范围（哥伦比亚比索（COP））

● Decoration 装饰品：数字时钟；装饰画；椅套；DIY模具；圣诞相关装饰物

如烛台、抱枕、圣诞树装饰物

● Lighting 灯饰：LED灯带 (10/20m)；窗帘装饰灯；派对氛围灯；智能灯泡；

户外灯；圣诞装饰灯串；足球/动漫IP相关轮廓灯

● Tools & Home Improvement 装修工具：激光测量仪；扳手套装；万能表；
螺丝套装；数字卡尺；锯片套装；电钻套装；热风枪

● Kichenware/Dinnerware 厨具/餐具：厨具套装；刨丝器；空气炸锅烘焙纸
；餐盒；保温杯；运动水杯；圣诞风水果叉套装；烘焙模具

● Party Supplies 派对装饰：LED面具；圣诞树装饰物；圣诞老人摆件；麋鹿

摆件；大型气球套装；天使翅膀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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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