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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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campaign (Fashion+FMCG) 常规活动

（时尚+快消品）(5.9-5.15)

● 即将开始：Regular campaign (Lifestyle+ELHA) 常规活动

（生活方式+电子数码产品) (5.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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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罗·科罗（Colo Colo）

zapatillas shoes 鞋

jordan Jordan 乔丹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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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llos Rings 戒指

guess Guess 盖尔斯（服饰品牌）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reloj Watch 手表

bts BTS BTS

aros hoops 箍

pandora Pandora 潘多拉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gorros caps 帽子

guantes gloves 手套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zapatillas shoes 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科罗（Colo Colo）

audifono inalambrico wireless headset 无线耳机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the north face The North Face 北面

heartstopper Heartstopper 恋爱修课（电视节目）

audifono headset 耳机

zapatilla shoe 鞋

poleron hombre Poleron Man Poleron Man

luces led led lights LED灯

guantes gloves 手套

sticker Sticker 贴纸

reloj hombre watch man 守望者（品牌）

chaqueta hombre Men's jacket 男士夹克

sonic Sonic 索尼克

anillo hombre Man Ring 男士戒指

gorro cap 帽

zapatilla nike Nike shoe 耐克鞋

accesorio para auto Auto accessory 自动配件

anillo ring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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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蛋器、手机壳、BT21手机支架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手表、一次性发圈、蕾丝内衣、卡通手表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FMCG:粉刺针、宠物衣服、假睫毛、睫毛夹、U型牙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水龙头过滤器、灯串、钥匙串、感应LED灯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16726


四、生活方式品类分享

排名前4的品类：
● 家居生活：3D砖墙贴纸、墙贴、可爱小熊密封袋、小丑气球套装

● 汽车用品：保洁专用毛巾、金属钥匙扣，包括车标、漫威系列英雄、

宝可梦等；汽车定位器

● 文具品类：卡牌套绳，包括卡通、汽车LOGO等，钢笔套装、卡通贴

纸、透明便利贴

● 兴趣收藏：卡通钥匙扣，包括迪士尼系列、漫威系列英雄、BTS卡通

人偶、Hello Kitty、玩具总动员等

● 体育户外：足球袜、彩色绷带

*以上商品建议把同类商品设置捆绑交易，或者上新套装商品（价格

>=2000CLP)

价格区间（快速消费品类）：

● 2000 CLP 以下:小型室内装饰灯带、传统典雅香炉、格鲁特盆栽装

饰、食品袋密封器 (建议设置多件套)

● 2000-2990 CLP：内衣收纳盒、刮丝刀、月亮氛围灯、家居装饰绿植
● 2990-3990 CLP：墙饰时钟、便当盒套装、门缝密封条、不锈钢吸管
套装、派对气球套装

● 3990-4990 CLP：彩色窗帘、家装螺丝套装、香薰、派对气球、LED灯

带套装

● 4990-5990 CLP：LED灯带套装、强力手电筒、家居拖地桶、投射氛

围灯，音乐盒

● 5990 CLP以上：高端香薰、运动塑料水杯、手持电钻、大型家居螺
丝套装，大型太阳能LED灯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