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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活动日历

1. 近期活动安排：
正在进行：7.7 Anniversary sale 周年售卖（6.25-7.9）

即将进行：Payday Sale发薪日销售（7.10-7.15）



2. 七月活动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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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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llos Rings 戒指

gafas glasses 眼镜

reloj clock 时钟

bolsos handbags 手袋

reloj inteligente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aretes earrings 耳环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zapatos shoes 鞋

gorras caps 帽子

vestidos dresses 衣服

gafas de sol Sunglasses 墨镜

maquillaje make-up 彩妆

collares necklaces 项链

luces led led lights LED灯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排名不分先后



2.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Keyword Translate EN Translate CN

lapiz infinito Infinite pencil 免削自动铅笔

hula hoop HULA HOOP 呼啦圈

gafas de sol Sunglasses 墨镜

velez Velez 维莱兹包

hand grip Hand grip 运动握力器

caja misteriosa Mysterious box 盲盒

morral velez Velez Backpack 维莱兹双肩包

morrales mujer Woman Backpack 女士背包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arbol de navidad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

luces led para habitacion LED lights for room 室内LED灯

catnip Catnip 猫薄荷

bebes reborn Reborn baby 硅胶儿童娃娃

unas press on Nail press on 穿戴美甲

jordan retro 4 Jordan Retro 4 乔丹球鞋复古4

*排名不分先后



三．CFS秒杀活动热销品分享
ELHA 数码产品

● 热销：智能手表、鼠标、无线蓝牙耳机、USB 驱动盘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墨镜、运动背心、手表手镯套装

FMCG 快消品

● 热销：梳子、旅行化妆包、瘦身贴、美甲工具笔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摩托车灯泡、激光水平仪、家用血压计、灯带、金属钩针线、汽车贴纸、挂钟

贴纸 、运动手表

* 以上价格为哥伦比亚比索（COP）

https://shopee.com.co/collections/1165111


四．快速消费品品类表现分享

* 以上价格为哥伦比亚比索（COP）

高价热卖品:

● 美妆工具:化妆收纳包、电动修眉器、假睫毛套装、瘦身产品套装
● 美妆产品：口红套装、大眼影盘

● 美甲产品：美甲装饰钻、美甲钳套装、光疗机、美甲刷套装、电动磨甲器

● 男士护理：:电动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

● 头发护理：:梳子、吹风筒替换头、美发喷壶、丝绸卷发器

凑单意愿高的热卖品：

● 美妆工具：减肥磁铁、假睫毛套装（磁力/无磁力）、梳子

● 美妆产品：眉笔、眼线笔、眼影笔

● 美甲产品：甲片、美甲装饰钻、单只美甲刷

● 男士护理：迷你电动剃须刀、理发器、剃须刀替换刀片、卷发海绵

● 头发护理：多色假发片、丝绸卷发器



* 以上价格为哥伦比亚比索（COP）

热卖产品：

● 美妆：口红套装、大眼影盘、化妆收纳包、电动修眉器、美发电器、美甲装饰钻/

工具套装、磁力假睫毛套装

● 健康：牙刷（儿童/成人/套装）、背背佳、肩颈按摩器、玉石按摩滚轮/刮痧板、电动

声波洁牙器、电动足部按摩垫

● 母婴产品：电子画板、孕妇束腰、婴儿浴缸环网、婴儿足部摇铃、pop-it斜挎包、

幼儿防撞帽、婴儿车防雨罩、Kpop/大型毛绒玩具、硅胶围兜、迷你饮水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