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站点 市场周报

2022-08-08

内容概览（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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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居生活品类分享



一、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 正在进行：8.8 Children’s Day 8.8 儿童节（8.8）

● 即将进行：Regular Campaign - AI Clusters 常规活动 - 全品

类 （8.10-8.21）



2. 八月活动日历

2022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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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2 03 04 05 06 07

8.8 Children’s Day Campaign
8.8 儿童节活动

08 09 10 11 12 13 14

8.8

Children’s

Day

8.8 儿童节

8.8

Children’s

Day

Campaign

8.8 儿童节活

动

Regular Campaign - AI Clusters

常规活动 - 全品类

15 16 17 18 19 20 21

Regular Campaign - AI Clusters 常规活动 - 全品类

22 23 24 25 26 27 28

Get ready for National Holidays

国庆节预热

29 30 31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1. 上周热搜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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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atilla shoe 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拉多

jordan Jordan 乔丹

brother Brother 兄弟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stranger things Stranger Things 美剧：《怪奇物语》

anillos Rings 戒指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reloj clock 钟

aros hoops 篮球

*排名不分先后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neakers 运动鞋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anillo ring 戒指

audifono headset 耳机

cartas pokemon Pokemon letters 精灵宝可梦卡片

air force 1 Air Force 1 空军一号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huggy wuggy Huggy Wuggy 动画：哈吉伍吉

audifono inalambrico wireless headset 无线耳机

lonchera lunch box 便当盒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mascarilla face mask 面具

lacoste Lacoste 鳄鱼

af1 AF1 空军一号

calcetines
antideslizantes futbol Soccer non -slip socks 足球防滑袜

vestidos de fiesta
mujer Women's party dresses 女士派对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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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牙耳机、智能手表、防偷窥膜、骨传导耳机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卡通表带、卡通袜子、蕾丝内衣、女士皮革手表、银首饰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 索尼克公仔、粉刺针工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 格鲁特摆件、门底密封条、卡通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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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家居生活品类分享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200212


工具和家装的热销分享

● 总体来看：智利中国跨境卖家比智利本地卖家拥有更多合法工具进

入更高价格范围和更多品种

● 热销：电动工具、高端测量工具，大部分本地热销商品是大尺寸 螺丝

刀套装

*注：CLP指智利比索，Item Price指价格，Tops指热销，Price range指价格区段，lighting指照明，CLCB Top

SKU指智利中国卖家热销，CL Local Top SKU指智利本地卖家热销。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