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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尚

1、【花 15.8元买到过期火腿肠索赔 1000元 超市拒绝接受采访】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中国食品科技网

时 间：2015-11-09
摘 要：电话中，消费者张先生告诉记者，他和朋友刘先生在位于铁西区北二路上的欧尚

超市分别购买了一根火腿肠，结账后发现已经过期，找超市服务台要赔偿，可超市“没搭理

我们”。“要不是看到火腿肠有点发白，或许我们不会去查生产日期。”11月 5日，在欧
尚超市门外，张先生说，仔细一看生产日期是 8月 6日，保质期 90天，恰过期一天。

二、竞争对手

1、【家乐福成都店被查出开米贝芬洗手液不合格】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成都全搜索

时 间：2015-11-16
摘 要：成都卫生监督信息网公布 2015年全市消毒产品抽查结果，其中成都杏林医药连
锁的艾丽卿皮肤黏膜消毒液被查出卫生安全评价报告等不合格；蜀南生物医疗保健品厂的宝

肤康软膏、藏苗肤王不合格；重庆家乐福商业有限公司成都分店被查出开米贝芬新泡沫洗手

液、伊康美宝妇炎洁产品无卫生安全评价报告。

2、【家乐福超市因地面有积水 六旬老人摔成骨折需住院治疗】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南京龙虎网

时 间：2015-11-14
摘 要：今天上午，一位叶先生向龙虎网求助称：“13日上午，我的母亲在家乐福超市大
行宫店购物时，因超市地面有积水，不幸摔成骨折。超市工作人员为老人办理住院手续时交

了 5000元，现在就不管了。”今天下午，在民警的调解下，超市相关负责人答应再拿出两万
元交到老人的住院账户中。

3、【2015重庆零售业服务技能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重庆华龙网

时 间：2015-11-13
摘 要：昨（12）日，由重庆市商业委员会主办、重庆市零售商协会承办、重庆家乐福、
重庆日报协办的“2015重庆零售业服务技能大赛”的决赛在家乐福南坪上海城店举行并圆满
落幕。

http://www.tech-food.com/news/detail/n1249926.htm
http://opinion.chengdu.cn/2015/1116/1742082.shtml
http://news.longhoo.net/2015/yuanchuang_1114/13689.html
http://cq.cqnews.net/cqqx/html/2015-11/13/content_35756602.htm?j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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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尔滨家乐福食品检测实验室向市民开放(组图)】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网易

时 间：2015-11-13
摘 要：作为食品安全的一道新防线，哈尔滨家乐福超市多年前就建立了企业自检实验室，

所有蔬菜、鲜果、豆腐、鲜肉等，进入超市后，均要经过全面检测合格方可最终上架。11
月 13日，这一神秘的食品安全实验室向公众开放，在永平店卖场内开放展示食品检测过程，
并启动“食品安全教育”大课堂，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

5、【昆明家乐福“小善大爱”走进寻甸 捐赠物资 2万余元】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搜狐新闻

时 间：2015-11-12
摘 要：11月 12日，昆明家乐福“小善大爱——寻甸撒米洛金秋行”走进寻甸县回族彝
族自治县河口镇撒米落寄宿制完小，为学校 400多名师生带来一批价值 2万余元的生活用品
和文体用品。

6、【家乐福 2015秋季葡萄酒节开幕近 700个品种亮相】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人民网

时 间：2015-11-12
摘 要：据家乐福湖北区总经理邹国发介绍：今年是家乐福（中国）入华 20周年。为庆
祝家乐福 20周年生日，家乐福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葡萄酒节是其中之一，本次的“2015
年秋季葡萄酒节”整合优质资源，将法国文化与葡萄酒文化融合，集“吃喝玩乐”于一体，

为大家带来一场充满法国风情的精彩体验。据悉，此次秋季葡萄酒节将于 11月 12日—11
月 16日在家乐福武汉洪山店举行。

7、【紧握海博会商机 家乐福精英团队现场寻觅合作伙伴】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金华网

时 间：2015-11-11
摘 要：2015广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于 10月 29日—31日在东莞市广东现
代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会共有 1394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吸引了众多采购商前来参与。
家乐福也派出专业的采购精英团队到现场参观调研，为家乐福寻觅优质的商业合作伙伴。

8、【家乐福将推出 24小时营业超市】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欧华报

时 间：2015-11-11
摘 要：2015年 12月底前，家乐福计划在马德里挑选旗下的超市，将部分超市的运营时
间延长至 24小时并且周日无休。目前，初步确定的试点是位于 Lavapies和 Cuatrocaminos
的两家大型家乐福超市，这两家超市现在的营业时间为早上 7点半到凌晨 2点。贯通这中间
的 5个半小时，可以说在马德里大型超市行业史无前例。

http://news.163.com/15/1113/10/B8A0DG6F00014AED.html
http://mt.sohu.com/20151112/n426282433.shtml
http://hb.people.com.cn/n/2015/1112/c202353-27086120-3.html
http://www.dghuarong.com/shanghui/20151111/118013.html
http://news.ouhua.info/spain/2015/11/11/20840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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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乐福网上商城加入双十一电商大派对】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凤凰网

时 间：2015-11-11
摘 要：“双十一”不再是光棍的专利，而成了全民狂欢的购物节。大战未临，硝烟四起，

互联网电商巨头各显其能。作为欧洲第一大零售商家乐福在中国的电商品牌，家乐福网上商

城也加入了双十一电商大派对，支持购物卡线上直接支付，推出“家乐福 20周年庆”系列
活动，一系列举措回馈消费者。经过近几年的市场培育，“双十一”作为购物狂欢节已经被

众多年轻人接受，其辐射时段从之前的十一月十一日拓展至前后一个月，众多电商从十月开

始就提前启动了预热、促销。家乐福网上商城从 10月 27日起启动“家乐福 20周年庆”活
动，并连续推出“每天四款 1.1元”，“满 118元送 118券”，“买一送一”等活动。

10、【零售商家乐福(Carrefourl)推出虚拟试衣间服务】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服装网

时 间：2015-11-11
摘 要：法国超市零售商家乐福(Carrefourl)推出虚拟试衣间服务，40件 Tex品牌新女装系
列商品在网路提供消费者“虚拟”试穿。新工具由新创立的公司 Fitle开发成 app，允许用户
使用四张自己的照片，连同他们的尺寸资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创造虚拟 3D影像。

11、【家乐福严控供应链管理】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盟网

时 间：2015-11-11
摘 要：对于家乐福而言，中国市场的意义举足轻重。今年 3月份，家乐福全球总部做出
决定，将实现 20%以上销售增长的中国区交由集团总部直接管理。这意味着中国市场在家乐
福的市场版图上，将成为除法国本土外，唯一享受“直辖”待遇的区域。

12、【昆明家乐福新疆干果上架 价格便宜 15%到 20%】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中国行业研究网

时 间：2015-11-10
摘 要：家乐福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疆特色农产品节”，来自新疆的葡萄干、核桃、大

枣在云南的 11家家乐福门店上架了，市民可以品尝到正宗优质的新疆干果。为了给昆明市
民带来最优质的产品，昆明家乐福向新疆鄯善、吐鲁番、阿克苏、哈密等地的农民合作社采

购了 11种共计 22吨特色农产品。昨日上午，家乐福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疆特色农产品节”，
来自新疆的葡萄干、核桃、大枣在云南的 11家家乐福门店上架了，市民可以品尝到正宗优
质的新疆干果。

13、【家乐福 20周年庆骑行接力福州站启动 下一站莆田】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福州网

时 间：2015-11-09

http://nb.ifeng.com/qyxw/detail_2015_11/11/4546272_0.shtml
http://news.efu.com.cn/newsview-1139250-1.html
http://www.chinawuliu.com.cn/xsyj/201511/11/306878.shtml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51110/144909176.shtml
http://www.chinairn.com/search.aspx?xsearch=%E5%86%9C%E4%BA%A7%E5%93%81&hidBigId=5&xsearchtbn=%E6%90%9C%E7%B4%A2
http://www.chinairn.com/search.aspx?xsearch=%E8%91%A1%E8%90%84%E5%B9%B2&hidBigId=5&xsearchtbn=%E6%90%9C%E7%B4%A2
http://www.chinairn.com/search.aspx?xsearch=%E6%A0%B8%E6%A1%83&hidBigId=5&xsearchtbn=%E6%90%9C%E7%B4%A2
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1109/5640519ded4a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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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5年是家乐福进入中国 20周年，为庆祝入华二十周年，家乐福发起了一系列
庆祝活动，其中，一项名为“家乐福 20周年骑行”的活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11月 9日，
“家乐福 20周年庆骑行接力”福州站启动。据悉，这是该活动在华南区的首站，也是家乐
福海口福建区的第一站，旗帜将陆续传递到莆田及厦门的各个门店。

14、【哈尔滨家乐福狠抓消防安全工作 及时开展演练活动(组图)】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网易

时 间：2015-11-09
摘 要：在全国第 25个“119”消防日到来之际，哈尔滨家乐福超市有限公司积极组织开
展消防安全培训、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和火灾实战应急处理演练等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宣传普

及消防知识，增强消防安全查改技能，切实提高岗位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防火灭火能力。

15、【家乐福、稻香园等上济南 10月行政处罚黑榜】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大河网

时 间：2015-11-09
摘 要：近日，济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 10月份行政处罚信息，济南家乐福商
业有限公司、山东稻香园商业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上黑榜。据悉，济南市家乐福商业有限公

司主要违法事实是“未按规定贮存食品，拒不改正”，济南市食药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七条作出罚款的处罚决定。

1、【金龙鱼沃尔玛摊上事了】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搜狐新闻

时 间：2015-11-14
摘 要：购买金龙鱼调和油后，发现是“转基因食品”，而提示信息却不显眼、不醒目。

近日，厦门一家企业以此为由将生产商益海嘉里和销售方沃尔玛等告上了法庭。导报记者了

解到，目前，思明区法院已经接收了该企业递交的起诉材料，但最终是否立案还需等待审查

结果。

2、【关于沃尔玛与亚马逊的较量 所有人的判断都错了】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头条

时 间：2015-11-14
摘 要：然而，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指出，批评沃尔玛的人忽略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即，

沃尔玛有着庞大的连锁店网络和广泛的配送中心。

这一庞大网络让沃尔玛在与亚马逊的长期对抗中占据优势。这是穆迪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指

出的。“沃尔玛要在网络销售方面追上亚马逊，比亚马逊在实体店销售方面追上沃尔玛要容
易些，所以说，沃尔玛仍将是世界最强的零售商。”分析报告中说。

http://news.163.com/15/1109/14/B803GG1U00014AED.html
http://news.dahe.cn/2015/11-09/105959195.html
http://mt.sohu.com/20151114/n426444304.shtml
http://m.jiemian.com/article/434157_touti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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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解百双 11促销遇冷 沃尔玛、家乐福、乐购都倒下】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广州赢商网

时 间：2015-11-12
摘 要：一年一度“双 11”，考验的不仅是消费者的“剁手”值，更是诸多实体业者的
抗击打能力。命运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如同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由电商和实体业

者共同出演的“相爱相杀”剧情逐渐演变为融合共存。在杭州，许多百货、超市希冀通过“触

电”解脱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上演一出华丽的逆袭。

4、【黑色星期五沃尔玛用“简单策略”吸引顾客】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腾讯网

时 间：2015-11-12
摘 要：据市场观察网站报道，沃尔玛没有像去年的那样把黑色星期五的活动持续 5天，
只是从感恩节下午 6点开始在卖场对电视、DVD、睡衣这样的商品上进行大幅打折，直至售
完。沃尔玛计划在此次黑色星期五活动中的打折促销时间会更长，但折扣幅度有所减少。

5、【沃尔玛鲜食服务获中国连锁业会议“零售创新奖”】
情感属性：中性

来 源：联商网

时 间：2015-11-09
摘 要：联商网消息：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连锁业会议上，沃尔玛以

备受关注的“省心新鲜 100％退款”服务获得众望所归的“零售创新奖”。同时，2位来自
沃尔玛的店长姚水豹与段丽霞更荣获 2015年度“CCFA金牌店长”，并受邀参加会议并分享
经验。会议期间，沃尔玛中国公司事务高级副总裁付小明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也一同在武汉

正式签约并启动“全国零售训练营”，为连锁行业输送更多拥有专业技能的新鲜血液。

1、【大润发进口汽水含非法添加物 标示不符合法规标准】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华夏经纬

时 间：2015-11-13
摘 要：台湾大润发自行进口的“美国Mtn Dew柑橘风味汽水 355mL”经台“食药署”查获含
未经许可使用的溴化植物油（BVO），被要求下架。大润发昨发表声明表示“商品标示不符
合法规标准”，昨已全面回收下架。

2、【大润发飞牛“双十一”不缺席敢比价】
情感属性：中性

http://zj.winshang.com/news-544749.html
http://stock.qq.com/a/20151112/057548.htm
http://gu.qq.com/usWMT.N
http://www.linkshop.com.cn/web/archives/2015/337113.shtml
http://www.linkshop.com.cn/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159.aspx
http://dianzhang.linkshop.com.cn/
http://www.huaxia.com/jjtw/dnsh/2015/11/4619163.html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1109/3433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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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中国网

时 间：2015-11-09
摘 要：这次“双十一”，飞牛网联合大润发共同迎战，并宣布：将在 11月 10日~12日，
对所有网站消费者作出“买贵就赔”的承诺，即若飞牛网上同款商品价格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飞牛网将以差价 3倍的金额对消费者作出赔偿。“飞牛网的比价并不仅仅针对一家竞争对手，
而是向整个电商江湖下了战书。”袁彬表示，同时借由线下优势，大润发和飞牛网的“双十

一”活动不只限于一天，而将持续一个月，让销售更均衡。这段时间内，所有飞牛网会员都

可以在站内店铺领取红包，平台优惠券会打破店铺差隔。线上线下也都推出了不同主题的促

销活动，以千万大牌真抄底价的日夜车轮战，24小时限时秒杀，让利于消费者。

3、【大润发买到问题火腿肠！ 消费者与超市多次协商未果】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滨州传媒集团

时 间：2015-11-09
摘 要：11月 4日，市民商女士通过邮件向传媒网记者反映，自己 10月 29日在大润发
滨州店购买的得利斯火腿肠出现发霉、胀袋现象。随后，商女士多次找该超市相关负责人

沟通解决，却一直协商未果。

4、【芹菜农残超标,大润发被罚一万二】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网易

时 间：2015-11-09
摘 要：6日,济南市天桥区食药监局公布了 10月份食药抽查行政处罚信息,其中天桥区的
银座和大润发两家超市分别被没收违法所得 30.57元和 51元,罚款 6000元和 12000元。

1、【华润万家 5.9元"茅台"全部下架 "被骗"市民可持小票去退款】
情感属性：负面

来 源：网易

时 间：2015-11-13
摘 要：而济宁万达广场华润万家超市对外相关负责人马升亮则告诉记者，超市之前所售

的价格为 5.9元“茅台”酒在大众网关于《济宁华润万家现 5.9元“茅台” 被骗市民发现酒竟是
滨州造》的报道发布后已经暂停销售了。至于暂停销售的原因以及下一步将如何处理，马开

亮称，现在还无法告知，需要超市领导统一回复。

三、行业信息

1、【赢回市场 不搞“互联网+”零售百货照样玩得转】
来 源：国搜财经

时 间：2015-11-10
摘 要：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任国强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这几年，

http://www.bzcm.net/news/2015-11/09/content_2094758.htm
http://news.163.com/15/1109/03/B7UUTVA400014AED.html
http://www.bzcm.net/news/2015-11/09/content_2094758.htm
http://192.168.1.126:8181/kwm/module/po_view/article_source_redirect.php?articleID=1058088212&refPageType=K&refPageID=131610&websiteNo=U5424
http://finance.chinaso.com/detail/20151110/100020003288018144711569406768681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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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零售业面对疲软的市场，一直在努力应对，有的是自己搞电商，有的和互联风大佬合作。

但这两年出现了新趋势：开始回归零售的本质本源。

2、【物美向总理建言改善行业政策环境】
来 源：红商网

时 间：2015-11-11
摘 要：11月 9日，由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在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

在座谈会上，协会副会长、物美集团董事长蒙进暹先生代表零售行业，向李克强总理介

绍了行业发展的情况，并就促进消费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降低增值税。目前部分商

品增值税率仍较高，导致商品售价高，建议分类调整，如食品税从 17%降至 10%，生鲜农产
品从平均 10%降至 5%。

3、【电商冲击传统零售业 KM逆流而上获消费者青睐】
来 源：凤凰网

时 间：2015-11-12
摘 要：最近几年来，电商上有政策扶持，下有民众支持，逐渐形成以“双 11”、“双 12”
等购物节为代表的价格联盟战略模式，令传统零售业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据悉，今年国

庆黄金周期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9.6%，为历年来首次
呈现负增长。在电商的大肆冲击下，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关店潮”，有人悲观地认为传统零售
业的春天将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发源于北欧的零售行业巨头 KM，在实体
店百花凋敝的格局中逆流而上，非但没有受到线上电商的冲击，反而持续升温，在我国各大

城市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4、【实体零售业转型升级 发力“海淘”和“村淘”】
来 源：南方网

时 间：2015-11-13
摘 要：对于实体零售业来说，迎合消费升级进行的产业升级早在进行，“双十一”则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观察窗口。在业内人士看来，发展跨境电商，不少零售企业是走出第一步，但

还主要集中在得益于跨境电商的免税政策和行邮税政策的商品上。

5、【北京版节能家电激励政策落地】
来 源：贵阳网

时 间：2015-11-13
摘 要：公告中指出，北京市这项针对节能家电产品在内的财政补贴政策，征集企业对象

是在京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商业零售企业和电商。其中要求家电零售企业在

京直营门店不少于 20家。家居建材零售企业在京直营门店不少于 3家，自行车专卖店在京
直营门店不少于 5家，超市在京直营门店不少于 10家。这意味着像国美、苏宁这类连锁企
业将受益。

6、【中国商务联合会会长姜明：互联网+给零售业带来机遇】
来 源：网易

时 间：2015-11-13
摘 要：“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正在与商贸服务业深度整合，电子商务、供应链、网络化、

全渠道流通正给零售业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11月 13日下午，在浙江宁波举行的“鄞州

http://www.redsh.com/corp/20151111/163703.shtml
http://bbs.redsh.com/forum-75-1.html
http://tj.ifeng.com/news/shangxun/detail_2015_11/12/4551427_0.shtml
http://it.southcn.com/9/2015-11/13/content_136827273.htm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11/13/content_4140675.htm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11/13/content_4140675.htm
http://money.163.com/15/1113/18/B8AQN1LI00254TI5.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5/2/5e26676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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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杯”2015中国食品论坛上，中国商务联合会会长姜明致辞时表示，这些新的趋势和问
题，有待于大家一同探讨与思考。

四、新闻的具体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