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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超市藏玄机 且买且谨慎

“偷换概念”、“瞒天过海”……也许你想象不到，

这些兵法计谋会出现在超市的各类营销手段中。 近日，

湖北媒体报道了一些超市中暗藏的玄机，在业内和消费

者当中引起广泛关注。

对此，成都商报记者花费一周时间，对成都的6家

大型超市和7家社区连锁便利店展开调查，发现各类看

似平淡无奇的营销手段中，的确潜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

玄机， 这些玄机在有意无意间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多

少会让原本单纯的购买过程有些变味。

4月2日，在红旗连锁岳府街3

号分场的冷藏柜中， 成都商报记

者发现， 鲜牛奶的摆放次序几乎

都遵循着“先来后到”的原则。生

产日期靠前的被摆放在最外面，

当天生产的鲜牛奶则被放在最里

面。对此，红旗连锁相关负责人表

示，超市正在寻找更好的方式，让

消费者更好地享用新鲜食品。那

么能不能严格把握各店数销售数

据，按店按量上新，保证只有最新

鲜的当天上新食品？ 红旗连锁负

责人回复说：“以我们公司来说，

目前1500余家门店所销售的商品

都可以根据其销售情况在内部调

配， 公司有专门的信息部对于分

店销售情况做数据分析， 基本保

证店内配送的保质期较短的食品

在配送当天或者第二天就会销售

完毕。但是只能尽量做到，没有超

市能百分百做到。”

而超市这种对于乳制品摆放

的规则并非只是个例。 成都伊藤

洋华堂建设路店，生产日期为3月

16日的某品牌儿童酸奶就放在生

产日期为3月21日的产品前面；而

在好家乡超市同善桥店， 这类现

象更加普遍，4月3日记者在该超

市发现， 部分乳制品的供应甚至

只有三天以前的， 例如某品牌红

枣酸奶只有3月31日生产的商品

可以选择。

但并非每家超市都有这个问

题， 记者走访了沃尔玛SM广场

店、7-11东郊记忆店、 家乐福双

桥子店和欧尚金牛店， 这几家超

市在乳制品的摆放上并没有出现

刻意按生产日期摆放的现象。

华润万家超市翡翠城店，在

一个悬挂了8袋某品牌山楂饼的

货架上， 挂在最外面的4袋山楂

饼外包装右上角的生产日期标

明为“2013年7月19日”，而之后

的四袋则反面朝外悬挂。记者观

察发现，原来这些被反着挂在最

里面的四袋山楂饼的生产日期

为“2013年10月23日”。在该超

市的禽蛋销售点，记者也发现了

类似的问题。这里的盒装鸡蛋都

有生产日期， 货架分了几层，其

中某品牌农庄鲜鸡蛋在第一层

第二层都有， 仔细观察才能发

现，放在第一层最好拿的，生产

日期标注为“20140222”，而放

在第二层的生产日期则更近一

些，为“20140326”。而这里的部

分散装鸡蛋，甚至都没有标示生

产日期。

4月3日， 在沃尔玛SM广场

店，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超市和消

费者玩起了“价格游戏”：标签上

注明原价7.4元的海霸王虾味饺，

居然同时标明“省心价”也同为

7.4元， 实在让人不解到底 “省

心”省在了哪里？同样在该店，两

根打包优惠促销的某品牌420克

火腿肠，价格为13.6元，而摆放在

它旁边的850克同品牌同口味产

品，原价为13.9元，平均算下来，

每100克也就优惠了1分6！

在好家乡同善桥店也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 贴着大大的黄标签

标注“特价产品”的某品牌酸奶

售价5元，但仔细一看旁边的原价

标签，还是5元；在欧尚金牛店的

货架上， 某品牌的无香型杀虫气

雾剂，价格是16.8元，而旁边该款

商品买一赠一的促销套装， 无香

型杀虫气雾剂的规格相同， 不过

加送了400克多用途洗洁精，产品

的价格就变成了20.5元———不是

说好的赠送吗？

超市在晚间推出的商品打折

促销，多是针对临期食品，包括蔬

菜、海产品、面包、熟食、半成品等，

然而各个超市对临期食品的处理

方式却大相径庭。

4月3日晚9点左右， 华润万家

超市翡翠城店的奶制品区域仍然

有三三两两的顾客在选购。 其中，

某品牌的活菌型乳酸饮料正在做

促销， 透明塑料袋中共装了三瓶，

促销员告诉记者， 活动是买二赠

一。单从价格来算，确实令人心动。

记者随意挑选了一袋这种促

销装，将三瓶饮料的生产日期一一

过目后才明白这“买二送一”的玄

机。原来其中两瓶饮料的生产日期

为2014年3月22日， 一瓶的生产日

期为2014年3月16日。 而瓶身上标

明了保质期为21天，算下来，这瓶3

月16日生产的活菌型乳酸饮料还

有3天就过期了。

不过，记者也发现了一些比较

规范的临期食品处理方式。比如在

伊藤洋华堂建设路店有专设的

“临期食品专柜”，有盒装牛奶、盒

装饼干、沙拉酱、方便面等临期食

品在这里集中摆放销售，并推出不

同力度的折扣进行促销。

消费者从超市买回的食物，是

否新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标准。记

者在人人乐、沃尔玛·好又多、家乐

福、 伊藤洋华堂等大型超市了解

到，生鲜产品一般会在清早大规模

集中上新，然后根据当天的销售情

况，随时补充上新。也就是说，顾客

在清早时购物， 就抢到了 “最新

鲜”的购买时间。

而一些便利店，例如WOWO除

便当类是晚上11点上新， 其他都是

凌晨4点到6点， 保质期都是24小时；

佳士多的包子等熟食上新时间则为

每日三餐时间及夜宵供应时间，低

温奶及新鲜面包由供应商不定期供

应，根据门店需求进行适时安排。

4月3日晚上9时过后， 在华润

万家超市翡翠城店生鲜区，记者看

到冷藏柜中还有两大盘瘦肉馅待

售。冰鲜区还有不少禽肉、鱼类待

售。超市是晚上10点半打烊，在仅

剩的不到1个多小时里， 还有多少

顾客会来购买这些肉类？如果销售

不完，超市会作何处理？

市民赵女士认为，超市不可能

做到当天卖不完的当天销毁，成本

太高。她猜测，超市可能会把剩余

的肉做成半成品，比如肉馅，或者

干脆做成熟食。赵女士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不放心超市的肉馅，谁

知道是用什么肉做的，而且新鲜程

度很难保证。如果买肉馅，我宁可

买肉进行现场加工，也不会直接买

成品”。市民张女士透露，有一次

她从超市买回冰冻肉馅，结果解冻

后就发现肉馅已经变臭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超市内

贩卖的鲜肉类食品，并没有提供保质

日期的参考， 甚至不提供上货日期，

这让消费者无法明确判断商品的保

质情况。沃尔玛SM广场店表示，肉都

是当天新鲜的。 而在好家乡同善桥

店， 店员指着摆放在碎冰上的肉类

告诉记者：“可以按颜色来选。”

本次参与抽样调查的超市并非都存在问题，

大部分的超市还是做得不错。我们提出这些问题，

一方面提醒消费者引起注意， 一方面也请超市注

意改进，并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对于超市来说， 也许严格核算每日的进货

量，才是保证对消费者“最新鲜”的承诺，而不是

在陈列、促销上耍花样，表面上保证了超市利润，

实际伤害的还是超市自身的品牌形象。

最后，还是那句话，食品安全无小事，请时刻

保持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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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

后到

玄

机

苦恼的鸡蛋

“我出生在

3

月

26

日。作为一个充满能量的鸡蛋，我鼓足了

劲儿要在我最新鲜的时候尽职尽责地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营养。

但事情并非如我所愿。一进入超市，我就被安排在了货架的

里面。前面还站了三排比我早出生的同胞兄弟。因为这样，他们

被选走的机会大增。他们告诉我，几乎每一个新鲜的鸡蛋都无法

摆脱先站后排的命运，除非那一天需要我们的人特别多。

拥挤的货架让我很郁闷， 毕竟很少有人会把前面的鸡蛋一

个一个拿开然后优先选择我……”

现场

解密

最里面的很可能最新鲜

2

偷换

概念

玄

机

“我是一瓶威力强大的杀虫气雾剂，一心想为人们提供一个

干净、健康的居住环境。最近几天超市做活动，这让我终于有机

会来到特价商品的货架上， 还被绑上了一袋洗洁精妹子组成了

‘促销套装’。正当我信心满满的时候，却发现作为特价商品的我

们，非但没有优惠，标价竟然还涨了

3

块

7

毛。这下我郁闷了，洗

洁精妹子不是赠送的吗？”

现场

解密

特价商品，说好的赠送呢？

3

玄

机

瞒天

过海

心虚的酸奶

“从我来到货架的第一天，就一直没有顾客注意到我。还有

三天，我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等着成为废品。为了挽救我，促销

阿姨把我装进口袋，成为另外两个同胞兄弟的附赠品。于是我开

始祈祷，祈祷不会遇到眼尖的顾客，发现我的出生日期，让我可

以顺利完成使命。”

成都商报记者 魏晖 黄漫丽 李鹏程 摄影报道

现场

解密

过期商品去哪了？

临期食品用于打折促销

超市食品上新有规律

沃尔玛：

对于每天结束营业后

面包和熟食的相关处理都有一套

成熟的流程。工作人员对于不继续

销售的熟食或面包， 首先会拆封，

包装材料与食品分开进行回收处

理。随后剪碎食品，剪碎的目的就

是防止这些食品重新回到市场被

二次销售。门店会根据销售经验以

及每天的销售情况调整产量，最大

程度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家乐福 、人人乐 、伊藤洋华

堂：

对于超市内的生鲜，如果当天

没有销售完，都会进行报损、废弃、

销毁， 由各门店承担相关费用，

“每一天都会进行报损”。

华润万家超市：

会周期性对

所有商品进行排查， 一周至少检

查一次， 对于临近保质期的商品

卖场集中陈列销售， 专人负责管

理确保百分之百不售过期商品，

对于过期商品门店第一时间做下

架、销毁处理。

WOWO

超市：

“门店基础管

理规范”、“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里规定了要重点检查低温及鲜食

商品的保质期，门店必须每班次进

行保质期检查交接至少4次， 特别

是在凌晨，重点关注商品的质量以

及到期日期，对于当场检查出有异

物、破损、污染、变质的商品，以及

冷冻食品有变形、 软化的现象，也

要立即进行报废处理，所产生的损

耗都由门店进行承担。

7-11

便利店：

对于过期食品

的处理有着严格的废弃制度。店铺

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检查食

品的保质期。

舞东风超市：

国家相关法规对

食品的临期日期有具体的规定，超

市在引进食品的时候就跟供货商

签定了合同，到了临期日期还没有

出售的货品，将退回厂家，因此超

市不会出售临期食品，但如果由于

疏忽，有临期食品还在销售，超过

过期日期，超市将自主承担销毁造

成的损耗。

超市回复：严格按照规定报损、废弃、销毁

消费者存疑：会当天销毁吗？会再加工吗？

郁闷的杀虫剂

记者

手记

好家乡同善桥店某酸奶原价、优惠价的标签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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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华润万家超市翡

翠城店依旧剩余不少禽肉、鱼肉待售

货架陈列

先来后到

特价商品

偷换概念

临期食品

瞒天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