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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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Spike Day 大促日（5.5), Mother’s day 母亲节

（5.6-5.8）

● 即将开始：Regular campaign (Fashion+FMCG) 常规活动

（时尚+快消品）(5.9-5.15)



2. 五月活动日历

2022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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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4.26 4.27 4.28 4.29 4.3O 5.1

5.5

Opening

5.5 Mother's day sale

母亲节

5.2 5.3 5.4 5.5 5.6 5.7 5.8

5.5 Mother's day sale

母亲节

5.5 Spike

day

大促日

Mother's day sale

母亲节

5.9 5.1O 5.11 5.12 5.13 5.14 5.15

Regular campaign (Fashion+FMCG)

常规活动（时尚+快消品）

5.16 5.17 5.18 5.19 5.2 5.21 5.22

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ELHA)

常规活动（生活方式+电子数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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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o colo Colo Colo Colo Colo

jordan Jordan 乔丹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zapatillas shoes 鞋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anime anime 日本动画片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mochila backpack 背包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guess Guess 盖尔斯（服饰品牌）

anillos Rings 戒指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reloj Watch 手表

aros hoops 发箍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pandora Pandora 潘多拉

bts BTS BTS

michael kors Michael Kors 迈克尔·科尔斯

polerones Polerones 卫衣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túnica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tunic 哈利·波特上衣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album bts Album BTS BTS专辑

paraguas umbrella 伞

bts album BTS ALBUM BTS专辑

universidad catolica Catholic University 天主教大学

disfraz custom 戏服

betis Betis 贝蒂斯

the north face The North Face 北面

chaqueta hombre Men's jacket 男士夹克

casacas Casacas 卡萨斯

guess Guess 盖尔斯（服饰品牌）

north face North Face 北面

kipling Kipling 吉普林

disfraces Costumes 戏服

chaqueta jacket 夹克

vaper vaper vaper

proyector projector 投影仪

botas mujer Woman boots 女人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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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盘，卡通手机壳，儿童手表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卡通动漫袜子，蕾丝内衣、手链，睫毛夹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足部磨具，指甲条纹胶带、毛绒玩具、卸妆棉、眉笔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灯串、银河护卫队摆件、迷你LED手电筒，浇花工具，钥匙扣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16726


四、快速消费品类分享

排名前4的品类：
● 美妆护肤：单双装假睫毛，工具类（眉毛工具，去黑头针，化妆刷），美

甲类（美甲贴，美甲闪片），基础美妆（眉笔，口红）

● 母婴类：单个装乐高cc玩具，芭比娃娃衣服等周边商品，迷你儿童玩

具（如投篮玩具），安全扣，喂养用品（儿童围兜，喂养勺，奶瓶刷，奶

嘴）

● 宠物类：宠物项圈，宠物铭牌，猫咪玩具，宠物背心，宠物衣服，宠物

眼镜，宠物指甲剪，宠物手指牙刷

● 健康用品：无度数美瞳及周边商品（隐形眼镜盒，夹子），牙刷牙线等

口腔护理商品

价格区间（快速消费品类）：

● 2000-2999 CLP: 口红型脱毛仪，5双装假睫毛，9色眼影盘，美甲蓝

光灯，

● 3000-3999 CLP:磁性睫毛套装，10-20双装假睫毛，3-4支口红套装

，手动剃须刀

● 4000-4999 CLP: 5双以上磁性睫毛，大眼影盘，眼膜套装，大化妆刷

套装，气垫bb霜，腹肌瘦身贴

● 5000-7999 CLP: 15-20支化妆刷套装，多件套刮毛器，复古男士剃

须刀，电动磨甲器，

● 8000CLP以上：直发夹，卷发棒，脱毛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