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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斋月基本信息

斋月介绍：

斋月是中东地区全年最大的销售季节，斋月期间，人们的工作时间减

少，白天禁食禁饮禁烟草，有更多时间准备节日、为亲友准备礼品，会使网

上的消费行为急剧增加。

去年情况:

以去年的活动经验，斋月比斋月前要翻一番的销售。许多小商家利用斋

月“弯道超车”一举成为日出千单的大卖。



二、活动节奏

招商顺序 招商开始 招商结束

1 3月23日 3月27日

2 3月27日 4月09日

3 4月10日 4月16日

4 4月17日 4月23日

5 4月24日 4月30日

6 5月01日 5月04日



活动节奏-后台报名流程

1 店铺后台-营销中心

2 找到相应的活动-活动报名（这里经常有商家不看类目乱填商品，对此商家商品一律清退活动商品）



活动节奏-后台报名流程

3 找到相应的资源口（ 看清资源口，有些要求是打五折的或者1元供货价的，有些规定活动时间活动库存。
报不清楚的话就太亏了，本来可以上的却因为没报对口白白浪费机会)

4 这里的信息可以查看这个活动的要求，店铺是否符合资质，和已经有哪些商品在报名，有无收到受邀商
品报名.受到运营邀请的商品会出现再受邀列表中。



活动节奏-后台报名流程

状态 解释

等待审核 商品在等待审核，此时可以修改折扣库存和取消报名

已锁定 商品已被选上活动。此时不可修改折扣。

审核拒绝 报名失败，此时可修改信息和取消报名，修改完信息保存则直接再次报名

已结束/提前结束 此轮的报名已结束



三、活动位置介绍

主要流量位置:首页，活动主会场，男装分会场

钻石流量位-首页
平台聚焦,打开APP即可看到
--闪购坑位：精选5-8款
--男装首页坑位：超级热卖的
10款



三、活动位置介绍

铂金流量位-活动主会场
--千人千面展现，男装每
周精选100+



三、活动位置介绍

黄金流量位-男装分会场
--精准男装流量，平台付费推广，

八大品类引流
--秒杀商品：每周30+
--畅销+潜力款： 每周300+



四、活动招商要求

• 基础要求
• 店铺评分和商品评分，近180天>1分
• 店铺异常率和商品异常率，近30天<5%
• 折扣 8折及8折以下
• 注意事项：
• 1.库存稳定

• 稳定供货，爆款可选择寄售
• 库存/产能告急提前通知运营

• 2.轮换时间
• 除了每周固定轮换时间，临时轮换要留意运营发出的信息，及时

报名，以免错过销售的黄金时间
• 3.降权行为

• 提高供货价再打折
• 商品填写重量远低于实际重量



四、活动招商要求

• 禁售---仿牌

• 禁售---情趣



五、品类分级

上升品类

• T恤

• 衬衫

• 短裤

• 塑身品类

长青品类

• 套装

• 卫衣

• 牛仔裤

• 休闲裤

机会品类

• 内裤

• 睡衣家居服

• 风衣

• 薄外套



六、斋月选款建议

在大促流量灌入的情况下，每个款展示的机会提高，这时候就

要提高自己的转化，让自己的款跑起来。

中大型卖家在日常测款，在大促时主推高效款，超额完成目标

小卖家则在日常把产品优化好，备货充足，质量过关，大促开

始后应对流量增长提高转化，利用低折扣引流款提高整体销售

层级



949500

斋月选款建议-明星案例

商家前期测试平销但转化高，用低价报名活动，获取大量流

量，通过此款引流给店铺带来巨大的流量和销量，活动后整

体店铺提升一个等级



4882839

斋月选款建议-明星案例

在平台大量流量灌入的情况下，商家的优质款击中消费者需

求，商家+平台双让利，实现大促超车，店铺完成逆袭



斋月选款建议

请知悉：

以下截图只是举例，禁止商家直接上架截图的同款，

截图的款式大部分为已在架的旧款，跟卖上架意义不大。希

望各位商家能开发上架符合该类型风格的产品，去开发衍生

款式以及此风格的新款，出单效果更佳！

祝商祺！



斋月选款建议-目录

T恤

衬衫

套装

裤装

塑身衣健身服



T恤-款式建议

类型 元素

颜色

拼色

鲜艳色彩（红黄绿）

迷彩

印花

字母

卡通图案

趣味印花

动物图案

其他元素

ip相关

变形仿品（仿品不售）

侧边条纹

主图类型

欧美模特

摆拍

3D立体

袖长
长袖

短袖

参考如下：

1. 主要印花为主，夏季热卖印花

2. 卫衣印花，可拓展成T恤



1、元素类型-拼色

拼色系列：
长袖/短袖皆可，黄色/红色系



2、元素类型-3D印花

3D印花：趣味图案/动物图案/笑脸



动物印花：狼/狮子等图腾

3、元素类型-动物图案



趣味印花：防水/反光/趣味性图案等

4、元素类型 - 趣味图案



运动服：修身，有热血/健身图案，通常展示健美身材

5、元素类型- 健身图案



棉麻材质：感官上舒适感强

6、元素类型-棉麻材质



7、可参考其他网站 – 植物印花



8、可参考其他网站 – 趣味印花/文案



9、可参考其他网站 – 人物图案

真人头像为沙特禁止售卖，可上架卡通图案/变形款



10、可参考其他网站 – 摇滚/Punk

影视/热门明星，其他展示图案



11、可参考其他网站 – 扎染/纯色

简约版型，扎染图案



衬衫

商务衬衫休闲衬衫 民族风衬衫



1、休闲衬衫-夏威夷风格

中东地区海滩较多，中东人夏天喜欢旅游度假。衬衫夏季热销元素之一印花。主要元素有涂鸦拼接、复古
印花、扎染花衬衫、热带植物（棕榈、椰树、菠萝、香蕉）、清新果蔬、动物纹设计（豹纹、虎纹、斑马
纹、蛇纹）
以短袖为主，建议供货价30-40以内

⭐重点推荐



2、休闲衬衫-麻料衬衫

⭐重点推荐

麻料衬衫特点为宽松透气，多为短袖，主要是纯色，多为糖果色系
半开襟或全开襟，无领。建议供货价在50以内



3、商务衬衫热卖元素

修身版型 纯色

热销商务衬衫展示注意突出修身版型，并结合单色多色展示。布料多为
牛津纺、纯棉、光滑缎面。
供货价在50元之内。

光滑缎面质感



4、民族风衬衫热卖元素

中国风 阿拉伯风格 巴洛克风格

民族风系列衬衫动销客观，斋月期间民族服饰更受青睐
建议供货价在40-50以内



套装

基础简约 运动休闲 趣味搞怪专业健身



1.1)风格分类-运动休闲

卫衣套装：热卖卫衣印花开套装、T恤套装等

常见元素：字母、趣味文案、拼色、人像、logo等等



1.2)风格分类-简约基础

休闲套装：连续三年热卖套装
常见元素：立领或圆领、款式简单，颜色多为净色



1.3)风格分类-专业健身

专业健身：紧身／修身套装，速干或者吸汗面料多在健身房穿着
常用元素：迷彩、纯色、热血图案



1.4)风格分类-趣味搞怪

趣味套装：可跟随趣味卫衣元素
常见元素：反光、发光、3D、热门IP等元素



2.1）元素类型-颜色

拼色 不规则、拼色、民族风

颜色分类 鲜艳颜色 黄色、红色、绿色

迷彩 迷彩、军绿色



2.2）元素类型-立领修身

休闲套装：连续三年热卖套装
常见元素：立领、款式简约



2.3)元素类型-拼色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拼色：黑白／黄色／红色等



2.4)元素类型-织带／侧边条纹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拼色：黑白色／织带／条纹，建议条纹优先参考



2.5)元素类型-IP元素

版型：常规卫衣、连帽卫衣套装
常见IP：纸钞屋、堡垒之夜、TIK TOK、欧洲足球队等



3.薄厚程度

棉短袖款
长袖卫衣款
棉麻透气款

斋月期间中东地区气温较高，基本以
轻薄-中等厚度为主售方向



4. 领型-连帽、立领、圆领、衬衫领

领 型 ： 连 帽 、 立 领 、 圆 领 、 衬 衫 领
套装主要是印花，领型均可尝试



重点推荐元素-斋月

（目前开斋商品已经陆续热卖，需快速准备）

➢新月图案（新月/清真寺/祝福语组合形式最佳，下图仅供参考，建议网页搜索）



➢ 祝福语

重点推荐元素-斋月

1、Ramadan Kareem رمضان كريم

这是在斋月期间最常用的祝福语。这句话在平面广告、邮件、网站、视频广告、
手机短信中随处可。施舍是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之一，“kareem”即为慷慨之意，
这个祝福语可以理解为：“希望您度过一个慷慨和祝福的斋月”。

2、Ramadan Mubarak رمضان مبارك 

Ramadan Mubarak 意为“斋月祝福”，也比较常见。

3、Eid Mubarak عيد مبارك

这是斋月结束，开斋节时最常用的祝福语，Eid意为“节日”，Mubarak意为“祝
福”。不仅仅在开斋节，其他节日也可以使用这句话。



裤装

休闲裤 运动裤 牛仔裤



1、休闲裤-休闲短裤

主要是棉和棉麻材质的比较热销
简约风格，不要有太多图案
建议供货价35以内



2、休闲裤-阿拉伯风格垮裤

这种受欢迎的垮裤分纯色和满图案类型，满印的大多为波西米亚的风格
或者阿拉伯风格
这种款式要扩充周边款
建议供货价65以内



2、休闲裤-工装裤系列

工装长裤是四季常青款，主要是纯色
这种裤子的最大特点是裤脚为收口型，就是窄脚，显小腿
束腰模式多为弹力加拉绳，图片多为模特图
建议供货价在70以内



3、休闲裤-紧身/修身

建议用模特图，体现修身效果
建议供货价在55以内



4、休闲裤-轻商务休闲裤

一般为直筒裤型，接近西裤类型
图片要体现材质面料特点
此类型款目前站内较少，商家可尝试上新



5、.运动裤

• 运动裤（打底裤，建议供货价在30以内）

• 运动短裤（包含手机内袋，建议供货价在30以内）



5、.运动裤

• 运动裤两件套（打底长裤+梭织速干短裤）



6、牛仔裤

紧身破洞牛仔裤 商务休闲型牛仔裤背带牛仔裤

热卖程度：紧身破洞牛仔裤>背带牛仔裤>商务休闲型牛仔裤



7、牛仔裤-破洞牛仔裤系列

⭐重点推荐

牛仔长裤是四季常青款，主要款式潮流的破洞款
热销的牛仔裤的裤脚大多是收脚的，布料多为水洗做旧类型，具有弹性。
搭配贴图、绣花、亮片等增加设计感。
供货价在50-80之间。



8、牛仔裤-背带牛仔裤

背带牛仔裤也是斋月的爆发款式，
热销的牛仔裤的裤脚大多是收脚的，搭配破洞、绣花的元素。
图片在展示的时候可以多色展示。
供货价区间80-100。



9、牛仔裤-商务休闲型

基础款牛仔裤

此类型牛仔裤多为宽松直筒版型，简约设计。配合拼接、多口袋等设计。
供货价在50-80区间。



10、内裤-常规内裤

中东地区天气炎热，内裤的最重要的是展现透气，冰爽，图片要展示出来
因为中东当地风俗文化因素，在上传图片的时候尽量避免有真人模特的图
片，过度裸露产品将不能在中东地区销售，可以用假人模特或者平铺多色
展现



11、内裤-情趣内裤

普通内裤和情趣内裤要分开，购买这两类的消费者需求是完全不同，不
要乱上品类浪费流量
不能出现任何性暗示，所以此类商品建议全部不出现真人或者假人模特，
用平铺，挂拍，3D拍摄代替



塑身衣健身服

塑身上衣 塑身健身套装 塑身裤

此系列在线产品有限，款式同质化严重。鼓励商家拓展上新，平台热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展示款式。

此类目展示时注意突出身材肌肉曲线，注意突出前后效果对比！最好用动图展示使用方法。



1、塑身健身上衣-常规款

多色展示，突出身材肌肉曲线，注意突出前后效果对比！
背心式塑身衣分拉链款和套头款。
供货价在30-50区间。

背心式塑身衣带袖塑身衣



2、塑身健身上衣-腰封背带款

背带款，最好用动图来展示使用方法，
供货价30-40之间

塑身腰封/腰夹，供货价25-35之间



3、塑身健身套装-塑身套装

全方位细节展示，突出肌肉提升效果
塑身连体衣分拉链款和套头款。
供货价在70-100区间。



4、塑身健身套装-健身套装

健身房户外跑步训练紧身速干衣，布料弹性较大。
配合拼接、印花、迷彩的元素，偏简约风
供货价在80-100区间。



5、塑身裤

塑身美体裤注意突出提臀收腹塑腰塑腿的效果！
现平台上多为四角裤头，五分裤类型，卖家可多挖掘其他款式的美体裤。



运营建议

1.评分

生存的必要条件（质量和尺码）

2.产品/款式/爆款

有款就有流量，跟款永远没有创新款的好

有爆款就能带动店铺其他款

3.下架即断流

热卖款/爆款下架之后再上架不会有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