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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平台政策通知

1.Shopee卖家保证金政策正式上线通知

为进一步维护健康有序的交易环境、引导卖家合规经营、保障买家购物体验，Shopee于2022年
12月1日起正式推出Shopee卖家保证金。

请您于2022年12月1日至12月22日前往卖家中心操作（如需）：
1.未充值过活动保证金的卖家：请在此期间完成卖家保证金充值。
2.账户未有足额活动保证金的卖家：请在此期间完成卖家保证金补缴。
3.账户已有足额活动保证金的卖家：无需重复充值卖家保证金，2022年12月22日起活动保证金将
默认升级为卖家保证金。

2022年12月22日起，对仍未足额充值卖家保证金的卖家的所有店铺，平台将依据卖家表现情况评
定风险等级、陆续移除店铺销售权*；对新入驻的卖家，需要完成审核部门的资料审核，成功绑定

收款账户，并确保已充值足额的卖家保证金，店铺才可拥有销售权。店铺无销售权60天后店铺将

被冻结。

详细的平台政策通知，请您前往Shopee卖家学习中心>>Shopee卖家保证金政策正式上线查看。

2.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站点 订单未完成率（NFR）与迟发货率（LSR）标准更

新

为鼓励卖家有更好的交易表现，并在市场更具备竞争力，Shopee将收紧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

和智利站点的订单迟发货率（LSR）的扣分标准。

新标准适用站点：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站点

更新后的扣分标准政策的生效时间为：2022年12月12日（查看过去7天情况）

标准1：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921


标准2：

详情请点击查看。

二. 活动日历

2022 年 12 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870


11.28 11.29 11.30 1 2 3 4

ELHA Day/Cyber Monday

电子类目大促/网购星期一

FSV Teaser

免运券发放日

Christmas
Kick-off

圣诞节预热

Incubation

Day

新品孵化日

CB Day

跨境产品日

Games Day

游戏产品日

5 6 7 8 9 10 11

Brand Spike

品牌大促

FMCG Days

快消品类目大促

High ABS Deals

高客单交易卖家日

Preferred
Sellers

优选卖家

CB Day

跨境产品日

Countdown
Day

大促倒计时

12 13 14 15 16 17 18

Spike Day

12.12大促

Thank you Sale

感恩大促

Fashion Days

时尚品类类目大促

High ABS
Deals

高客单交易卖

家日

CB Day

跨境产品日

Games Spike

游戏产品大促

19 20 21 22 23 24 25

ELHA Days

电子品类类目大促

Mall
(branding
strategy)

品牌大促

High ABS Deals

高客单交易卖家日

Preferred
Sellers

优选卖家

CB Day

跨境产品日

Games Day

游戏产品日

26 27 28 29 30 31

New Years Eve
Shopee Kick-off
新年大促预热

Lifestyle Days
家居生活类目大促 High ABS Deals

高客单交易卖家日

Incubation

Day

新品孵化日

FSV Teaser

免运券发放日

大促当天/大促预热 类目大促 其他主题活动

三. 关键词&商品分享

1.平台热搜关键词

热搜词排行榜

Keyword（关键词巴西语） Translate CN（中文） Translate EN（英文）

bolsa 手提包 handbag



cropped 上衣 cropped

tenis 运动鞋 sneakers

brinquedos 玩具 toys

caixa de som 音箱 speaker

relogio 手表 watch

bolsa feminina 女士钱包 womens' pouch

arvore de natal 圣诞树 Christmas tree

biquini 比基尼 bikini

papel de parede 墙纸 wallpaper

calca jeans feminina 女士牛仔裤 female jeans

bermuda masculina 男士短裤 male shorts

fone de ouvido sem fio 无线蓝牙耳机 wireless headphones

celular 手机 cell

camisa do brasil 巴西队衬衫 Brazilian shirt

vestido 连衣裙 dress

air fryer 空气炸锅 Air Fryer

conjunto feminino 女士套装 female set

mochila 书包 schoolbag

maquiagem 化妆品 makeup

*排名不分先后

热搜词飙升榜

Keyword（关键词巴西语） Translate CN（中文） Translate EN（英文）

panela de pressao 高压锅 pressure cooker

chuteira 足球鞋 football boots

sanduicheira 三明治 sandwich

brinquedos 玩具 toys

fritadeira eletrica air fryer 电子空气炸锅 Air Fryer Electric Fryer

material escolar 学习用品 school supplies



celular 手机 cell

microondas 微波炉 microwave

camisa do brasil 巴西队衬衫 Brazilian shirt

fone de ouvido sem fio 无线蓝牙耳机 wireless headphones

escova secadora 梳子 dry -brush

vestido 连衣裙 dress

aspirador de po 吸尘器 Vacuum Cleaner

liquidificador 搅拌机 blender

air fryer 空气炸锅 Air Fryer

caixa de som 音箱 speaker

mochila 书包 schoolbag

tenis 运动鞋 sneakers

mochila infantil 儿童背包 kid's backpack

mala de viagem 手提箱 suitcase

*排名不分先后

四.美容品类分享



1.11月跨境美容各二级类目订单占比

CB:跨境卖家
Local：本地卖家

2.11月跨境美容二级类目市场渗透率



3. 11月各价格带订单占比 （价格单位BRL：巴西雷亚尔）

CB:跨境卖家
Local：本地卖家

4.11月各价格带订单月度增长率（价格单位BRL：巴西雷亚尔）

五.热卖商品分享



跨境热销

　

　 　 　

激光除毛仪 电热发梳 化妆品收纳包 美甲甲油胶套装 假睫毛套装

巴西雷亚尔R$ 110 巴西雷亚尔R$ 85 巴西雷亚尔R$ 39 巴西雷亚尔R$ 49 巴西雷亚尔R$59

本土热销

　 　 　

　

100ml玫瑰精油 品牌吹风机 热蜡锅 品牌剃须刀替换装 品牌保湿乳

巴西雷亚尔R$ 89 巴西雷亚尔R$69 巴西雷亚尔R$ 59 巴西雷亚尔R$ 55 巴西雷亚尔R$ 97

*排名不分先后

https://shopee.com.br/product/547924585/12417317609
https://shopee.com.br/product/537850824/10348933407
https://shopee.com.br/product/399319389/20129094618
https://shopee.com.br/product/550254981/14603895299
https://shopee.com.br/product/238381755/17366859072
https://shopee.com.br/product/773799036/16170268845
https://shopee.com.br/product/489001115/18027600523
https://shopee.com.br/product/346352973/9410887269
https://shopee.com.br/product/353664457/11968478929
https://shopee.com.br/product/776209668/19252567145


2. 11.21-11.27 CFS（限时秒杀）热销品分享

1）11.21-11.27跨境卖家限时秒杀热销商品分享

2）11.21-11.27巴西本地卖家限时秒杀热销商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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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r/collections/1891014
https://shopee.com.br/collections/182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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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