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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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style+ELHA) 常规活动

（生活方式+电子数码产品) (5.16-5.22)

● 即将开始：Cyber day prehype 网络日宣传 (5.2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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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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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Cyber day prehype 网络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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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s 鞋

colo colo Colo Colo 科罗·科罗（Colo Colo）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jordan Jordan 乔丹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guess Guess 盖尔斯（服饰品牌）

anime anime 日本动画片

zapatillas nike Nike shoes 耐克鞋

pandora Pandora 潘多拉

audifonos headphones 耳机

mochila backpack 背包

anillos Rings 戒指

bts BTS BTS

reloj Watch 手表

aros hoops 箍

gorros caps 帽子

zapatos de fu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adidas Adidas 阿迪达斯



2. 搜索量上升关键词
关键词 英译 中译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凯蒂猫

guess Guess 盖尔斯（服饰品牌）

pandora Pandora 潘多拉

victoria secret Victoria Secret 维多利亚秘密

zapatillas shoes 鞋

real madrid real Madrid 皇家马德里

bimba y lola Bimba and Lola Bimba和Lola

audifono inalambrico wireless headset 无线耳机

pou Pou POU

liverpool Liverpool 利物浦

audifono headset 耳机

zapatilla nike Nike shoe 耐克鞋

chile Chile 智利

audifono bluetooth Bluetooth Audiphon 蓝牙Audiphon

zapatilla shoe 鞋

camiseta real madrid Real Madrid T -shirt 皇家马德里T衬衫

lenceria lingerie 内衣

lentes lenses 镜片

zapato futbol Soccer shoe 足球鞋

zapatos de fútbol soccer shoes 足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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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黄分离器、摄像头保护膜、iwatch屏幕保护膜、鼠标垫

2. Fashion 时尚品类
● 热销：胸贴、男士石英表、女士内裤、短袜、戒指、运动手表

3. FMCG 快消品
● 热销：刮痧板、鼻夹矫正器、卡通汽车玩具、积木玩具

4. Lifestyle 家居日用品
● 热销：灯泡转换器、卡通贴纸、运动弹力头带、车载手机支架

https://shopee.cl/collections/1127731


四、手机和小配件品类分享

排名前6的品类：
● 手机配件：卡通手机壳、数据线保护套、手机气囊支架、手机挂绳、

手机触屏笔、儿童手环、钢化膜等

● 耳机音响类：有线耳机、运动耳机、马卡龙色耳机、耳机壳、迷你无线

耳机、耳机转换头

● 电脑配件类：U盘、卡通U盘、笔记本蓝牙接收器、硬盘收纳包、鼠标

垫、迷你打印机相纸、无线背光鼠标

● 游戏配件类：switch屏幕保护膜、拇指套、手柄硅胶保护套、拇指帽、

迷你游戏机、手柄充电线、手柄拆卸维修工具套装

● 小家电类：电动起泡器、遥控器、测电笔、缝纫机零配件等

● 摄像设备类：镜头遮挡贴纸、清洁纸、防蓝光眼镜、迷你相册等

● 以上商品建议把同类商品设置bundle deal，或者上新套装商品（价

格>=2000CLP)

价格区间：

● 2000-2999 CLP:卡通&透明手机壳、钢化膜、耳机包等

● 3000-3999 CLP: Y68、M5&M6智能手环、带挂绳手机壳、充电头、

数据线等

● 4000-4999 CLP: Y68、D18智能手环、带挂绳手机壳、无线充手机

壳等

● 5000-7999CLP：T500plus手环、D18、触屏笔、智能手环、平板电

脑套等

● 8000CLP以上：品牌手环、儿童智能手表、触屏笔、手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