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利站点 市场周报

2022-08-29

内容概览（目录）：

● 近期活动安排及活动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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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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大促】（

8.29-9.11）

● 即将进行：Chile Week Celebration 智利周庆祝活动

（8.29-9.11）



2. 九月活动日历

2022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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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 8.30 8.31 9.1 9.2 9.3 9.4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

9.5 9.6 9.7 9.8 9.9 9.10 9.11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
物日

9.9 Super Shopping Day
9.9 超级购物日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Chile Week Celebration

智利周庆祝活动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Regular Campaign - 常规活动

9.26 9.27 9.28 9.29 9.30

Cyber Monday

网络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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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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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牌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anillos Rings 戒指

audifonos inalambricos wireless headphones 无线耳机

reloj clock 钟

aros hoops 篮球

carcasa iphone 11 iPhone 11 housing iPhone11手机壳

mochila backpack 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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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sh Plush 毛绒

botella de agua water bottle 水瓶

tape tape 胶带

vestidos dresses 裙子

navidad Christmas 圣诞节

patagonia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潮牌

brother tape Brother Tape 兄弟胶带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siksilk Siksilk 丝绸

mascarillas masks 口罩

zapatillas hombre man shoes 男士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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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无线游戏降噪耳机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925银手链、卡通公主儿童手表、U型假鼻环、超级数字英雄
手表、925银女士耳环、925银男士侧链、卡通人物袜子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 去耳垢工具、掌上游戏机、多功能刷组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火影忍者动漫摆件、6件套刺猬索尼克雕像 、地板布拖把替换
头、口袋妖怪卡片、龙珠动漫神龙模型、运动文胸、防滑足球袜、车

载手机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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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品分享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218405


9.9快消品的心愿单分享
1. 美妆

● 热销：美甲贴/甲片，化妆/护理工具

2. 母婴用品

● 热销：乐高小人仔，婴幼儿喂养工具/洗澡工具

3. 健康&宠物用品

● 热销：按摩带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Beauty指美妆，Mom & Baby指母婴，Health & Pets

指健康与宠物，以上各热销品排名不分先后。

9.9快消品的心愿单分享



1. 美妆&健康
● 热销：剃须工具，化妆刷，套组睫毛，美甲工具，电动牙刷，美瞳

2. 母婴用品

● 热销：奶嘴，可擦电子版

平台未来会大力推广高客单价的商品，给到更多曝光机会,且[5000,8000智利比
索)  这个价格段安排的场次以及订单占比都是增长趋势，所以希望卖家接下来的
提报中可以多提报这个价格段的商品及议价中给予更多的折扣。

*注：CLP指智利比索，Price指价格，Beauty指美妆，Beauty&Health指美妆与健康, Mom & Baby指母婴，

Health & Pets指健康与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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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