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 3月欧洲商务学习和考察》 

主办方：中国自有品牌联盟、知了壳   时间：2017年 3月 2-13日 

 

 

 

 

 

 

 

 

 

 

 

主题：参加零售展会，学习世界零售，展望未来中国。 

由“中国自有品牌联盟”成员共同参与的 2017年欧洲商务考察将于 3月 2日至 13日期间前往欧

洲学习和考察。作为此次商务考察的主要内容： 

（1）参加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零售业展览会（Euroshop），看国际零售业的新科技、新产品、

新设计，直接与厂商和生产企业沟通对话，走在行业的前端，抓住国际零售行业的脉搏，成为国内零

售行业的突破者。 

（2）考察欧洲生鲜供应链，到荷兰农场实地参观和学习，体会生鲜供应链的精髓，发现生鲜供应环节

中的突破点，寻找国内外合作的机会，为国内零售企业生鲜供应链的开发创造先机。 

（3）参观和深入学习欧洲著名的连锁超市，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会请到欧洲零售业丏家（外籍丏家）随

行，带领我们参观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各种业态的超市，体会在激烈竞争中零售经营者的核

心竞争力，同超市管理层相兲人员认论，并深入学习。



 

一、行程安排： 

时间 内容 

3 月 2 日 

星期四 

北京-法兰克福 航班 

入住酒店 

3 月 3 日 

星期五 

 

参观“生鲜供应链”：荷兰甜椒生产基地 
荷兰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强国，荷兰蔬菜出口额

居世界第二位。荷兰的新鲜蔬菜出口至全世界 150 个

国家，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国家的商店销售来自荷兰

的水果与蔬菜。中国有多种番茄和彩椒种子及种植技

术均引自荷兰。 

丰收联盟，荷兰最大的种植者联盟之一，2015 年

的营业额达六亿五千万欧元，由 69 家水果、蔬菜种

植企业组成，总种植面积达 822 公顷(合 12,330 亩），种植番茄、甜椒、黄瓜、西葫芦、

茄子等多个品种。玻璃温室无土栽培，电脑智能管理，周年生产。联盟旗下共有两个番

茄物流中心，四个甜椒物流中心和三家销售公司。 

3 月 4 日 

星期六 

 

参观和学习德国的超市：Lido，Aldi，Edeka 
阿尔迪（Aldi）：2006 年 7 月，沃尔玛宣布全面撤

出德国市场。据悉，其在德经营的 8 年间，累计亏

损过亿美元。而在德国重创沃尔玛的正是本土的老

牌连锁超市——阿尔迪。目前，阿尔迪的年营业收

入超过 300 亿美元，已成为德国最大的食品连锁零

售企业。而在《福布斯》公布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中，

阿尔布莱希特兄弟曾以拥有 256 亿美元资产位居第三，并再次蝉联德国的首富。 

做企业有时并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是把看似简单的经营理念付诸实践，做到极致罢了。

在这些似平常的经营行为里，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大到足以让阿尔迪这家德国超市，

将超市巨头沃尔玛斩落马下。 

 

利德（Lido）：LIDL 是德国发展迅猛的一家零售商，

它与 ALDI 一起将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赶出德国，仅

此一役，使其名声大振。随着沃尔玛在欧洲的势微，

在整个欧盟地区，它的发展势头甚至已经赶超老大哥

ALDI。目前，LIDL 在全欧洲的连锁分店的数量第一

次超过了 ALDI 达到 7271 家分店。但 LIDI 超市的食

品售价比 ALDI 还是要高出一截。ALDI 的一贯主攻方向是某一地区的分店集中布局，而

LIDL 是遍地开花，以高于 ALDI 两倍的速度在全欧洲境内开设分店。 

 

艾德卡 （Edeka）：EDEKA 是德国最大的食品零售商和批发商，成立于 1898 年，总部位

于德国汉堡，拥有超过 12,600 个零售网点，经营超市、大卖场、折扣商店、药店、食品

加工厂和酒厂、出版社等，其核心业

务是全面覆盖的超级市场业务，由自

身的零售商经营。 

Edeka 引进了一种“指纹付款”方式。

也就是说，进店购物的顾客交款时只

要把手指在指纹扫描仪上按一下就

可以了。作为采用“指纹付款”的首家超市，艾德卡成为德国超市付款方式改革的先驱。 



 

3 月 5 日 

星期日 

 

参加 2017 国际零售业展览会（Euroshop） 
国际零售业展览会 EuroShop 创办于

1966 年，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是全球规模

和影响力最大的零售业，广告业和展装业综

合博览会，每三年举办一届。目前是世界上

最大的与零售业相关的设施、设备、技术展

览活动，是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行业盛

会。2017 年的 EuroShop，全球的零售行业将会聚集在杜塞尔多夫。在这里有来自世界各

地最专业的零售业专家，与其共同商讨合作计划。在这里，能感受到商场用品行业的最

新动态，以及最新的营销理念。该展会聚集了世界零售行业的各大主导品牌，引领业内

的潮流和趋势，高度的国际化和供应的多元化为参展商和参观商构筑了一个交流平台，

EuroShop 不仅是开拓市场，寻找商机的良好平台，更是一个开拓视野，学习的绝好机会。 

为了适应零售行业的不断发展，2017 年展会将创新性地分为 7 个模块，分别为：焦

点营销、博览会营销与事件营销、零售技术、照明、视觉营销、车间装配&店铺设计和

食品技术和能源管理。新布局一方面以观众需求为导向，迎合了不同领域的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2017 年的布局设置也将灵活第展现未来零售行业的发展趋势。 

 

 

EuroShop 2014 年展览面积达

116,579 ㎡，有 2229 家企业参展，其

中 63%为国际展商，共吸引了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109,496 名专业观众，展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展商满意度达 90%,观众满意

度更是高达 97%，其中有 85%的参与者在现场谈成合作。“这个盛会不仅展现了全球零售

业的动态，更显示出 EuroShop 在全球展会中领头羊的地位。”科隆零售业机构首席执行

官，Bernd Hallier 教授这样说道。“在 EuroShop 展会上，全球所有的零售商都聚集在

了一起。如此高质量的观展商在其他任何一个贸易展都是无法企及的。” 

3 月 6 日 

星期一 

 

参观和学习荷兰的超市：Albert Heijn，Jumbo，Markethal 
Albert Heijn：自 1887 年起，Albert 

Heijn 便为荷兰消费者提供优质、可靠和

创新的商品，并逐步发展成荷兰家喻户晓

的品牌，也是该国最大的线上、线下食品

零售商。Albert Heijn 拥有 966 多家商

店，主要包括三种运营模式：社区超市，

Albert Heijn XL 大型超市和 Albert Heijn to go 便利店。Albert Heijn 是荷兰阿霍德

集团旗下子公司，该集团在美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捷克共拥有 3,200 多家超市、

便利商店、药妆店、葡萄酒及酒类专卖店、食品类和非食品类网上商店。 

Albert Heijn 是荷兰食品零售业的翘楚，也是该国家喻户晓的品牌之一，其服务宗

旨是“为消费者提供实惠而非凡的商品”。现今 Albert Heijn 一如既往为消费者提供各

种独特的产品及服务，其中包括为满足特别客户群体需求而设计的自有品牌商品。目前

Albert Heijn 自有品牌约占达其总销售额的一半。 

 

Jumbo 钧宝：Jumbo 钧宝是高

度竞争的荷兰市场上的后起

之秀，原本是一家小规模的

家族企业，为数不多的单店

效益都很出色，公司总体市

场份额不足 5%，占第七位。

而荷兰市场上的领导者皇家阿霍德已经多年占据市场份额超过 30%。因为偶然的机遇和

良好的基础，从 2006 年开始，钧宝通过三次收购超过自己体量的连锁企业，迅速成长为

荷兰市场的第二大零售企业，市场份额直逼 25%，而且在经营创新方面已经超过皇家阿

霍德，赢得了越辣越多的顾客赞誉。 

 



 

Markethal 鹿特丹菜市场：荷兰鹿特丹在闹市区

新开了一家菜市场 Markethal，被誉为全世界颜

值最高，最不像菜市场的菜市场，鹿特丹的新地

标 Markthal。据说开业第一周已经吸引了百万级

人流的参观和体验。在这里，购物仅仅是其中的

一种体验，96 间提供新鲜货品的摊位、15 家食品

店、8 家餐厅、还有一家大型超市、酒吧、摊位楼上的咖啡厅等等。 

菜市场的商铺里有关于美食的一切：原料、佐料、加

工副食品、餐饮、厨具„„应有尽有，内容也包罗万象。

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产品和当地的新鲜农业产品，

让人领略到舌尖上的世界风味和健康滋味。 

3 月 7 日 

星期二 

 

参观和学习比利时的超市：Colruyt，Delhaize 
Colruyt：Colruyt 是比利时的大型折扣连锁超

市，是比利时本土家族企业，在比利时遍地开

花，也是门店最多的大型超市，其竞争对手主

要是 Aldi和 Lidl。Colruyt于 1925年由 Franz 

Colruyt 创建，总部位于哈雷，2012-13 年收入

为 53亿欧元，共有 24287名员工。最初，Colruty

把“效率”放在公司的第一位，因此尽可能的

把成本降到最低，以保持最低的价格，逐渐的公司把“效率”转化为“简单”。对顾客

的反馈尽可能的“简单”，为顾客提供解决方案。 

Delhaize 德尔海兹：比利时 Delhaize 德尔海兹集团，是一家专门从事食品和日常用品

买卖的跨国零售集团，在全球 11 个国家都有超市连锁门店。总部位于比利时的 Delhaize

集团拥有百年历史，是首个在欧洲大陆创办零售超市的品牌，也是代表欧洲最高品质的

连锁超市之一。 

Delhaize 集团 1867 年成立于比利时，目前在欧

洲、北美及东南亚主要国家拥有超过 4000 家网点，通

过“严选全球最新鲜、环保、健康的商品”，深受当

地中产阶层及以上人士青睐，是比利时人最为信任和

引以为傲的国宝级品，2014年销售额达到 214亿欧元。 

3 月 8 日 

星期三 
乘坐航班前往意大利-米兰，入住酒店。 

3 月 9 日 

星期四 

 

米兰：参观和学习意大利的超市 
Coop 超市：意大利规模最大的连锁超市，意大利

人喜欢购物的超市，价格最划算、性价比最高的

超市。 

 

 

 

文化艺术参观 ：拱廊、米兰歌剧院、达芬奇雕像等 

3 月 10 日 

星期五 

文化艺术参观 ：多姆圆顶大教堂、斯芳斯古堡等 

乘坐大巴前往佛罗伦萨，入住酒店 

3 月 11 日 

星期六 

佛罗伦萨：参观和学习意大利超市 



 

 Esselunga 超市：是意大利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

不断开发新品种和超长营业

时间而著称，它的创意广告非

常经典。 

 

文化艺术参观（大教堂、古堡、雕塑博物馆） 

3 月 12 日 

星期日 

 

前往奥特莱斯购物村。 

乘坐大巴前往罗马，入住酒店。 

3 月 13 日 

星期一 

 

参观和学习意大利超市： 

Eataly 超市： Eataly 是一家集食品

采购、品尝、烹饪学习等为一体的意

大利美食超市，这家超市餐厅摒弃了

传统的超市或者餐厅的运营方式，将

二者结合起来，倡导慢生活的生活方

式。通过独特的用户体验，社交媒体

互动和精致的食物打动了所有大城市的消费者。人们在 Eataly 这里既可以买到比萨、干

酪、意大利面等纯正的意大利食品原料及成品，也可以现场学习制作或烹饪这些美食的

方法和技巧，是一个感受意大利“慢食”文化的大平台。未来 Eataly 的模式或将是众多

超市争相模仿的对象。 

 

罗马参观（斗兽场、威尼斯广场、梵蒂冈等） 
乘坐航班飞往北京 

3 月 14 日 

星期二 
 航班到达北京，结束欧洲考察之旅。 

 

 

二、考察时间及费用 

出发日期：拟定 2017年 3月 2-13日，共 12天。 

※ 成团人数：15人起 

 ※ 考察费用： 33800元/人（含机票、签证费、交通、食宿、外国丏家费用等） 

三、报名流程 

  

                                                                                  

  

  

 

提交签证材料，

办理签证 



 

导师介绍（部分）： 

张智强老师： 

曾任 Makro（万客隆）首批门庖庖长、北京最大的连锁企业超市发的常务副总经理。首次将“品类管理”

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国内零售企业，并承担了企业 ERP系统的更新换代工作。 

  2000年底开始，他担任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现代零售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翻译《品类管理》和《对阵：与

零售巨人竞争》等国外零售管理名著，同时组织国内零售企业进行“品类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供应

链管理”等多种培训。 

  随后，在 SPAR国际总裁 Gordon Campbell博士的邀请下，并经郭会长大力推劢，成为 SPAR国际的中国

代表，负责在中国发展 SPAR会员。在随后的五年的时间里，把 SPAR在中国的会员发展到了九家。2009到

2012年担任 SPAR北京总裁，2012年底着手创建中国自有品牌联盟，为国内零售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自有品

牌开发服务。 

  张智强大学本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丏业，硕士研究生是东北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丏业，拥有荷兰

商学院的 MBA学位，并由美国农业部 Cochran奖学金资劣，参加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供应链管理”短

期进修。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钱晓静                       联系电话：0571-87015503-836/13675885329             

 邮  箱：qianxj@zhiliaoke.com          传    真：0571-87015503-813 

  

  

  

  

  

http://dianzhang.linkshop.com.cn/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1171.aspx
http://c.admaster.com.cn/c/a12865,b200174246,c2742,i0,m101,h
http://www.linkshop.com.cn/web/ibm.htm
http://t.linkshop.com.cn/kindex_id_551.aspx
http://www.linkshop.com.cn/web/ibm.htm
http://www.linkshop.com.cn/web/ibm.htm


 

 2016欧洲商业交流考察高级学习班 

报名确讣函 

出团时间 2017/3/2--2017/3/13 考察地点：欧洲 报名截止时间 2017/1/22 

参团企业 
 

 
费用  

考察人员 性别 职务 手机 户口所在地区 身份证号码 

是否有

护照 

      
 

 

      
 

 

      
 

 

      
 

 

      
 

 

       

       

  

1、报名流程：报名确讣函签字/盖章→签订协议→汇款→确讣订票和签证信息→出团。 

2、 考察费用：33800元/人 

3、 报名成功后支付全程费用，如因个人原因不能成行，扣除报名费定金 5000元，其他部分按照合同履行。 

  

汇款账号信息—— 

户  名： 杭州知了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吴山支行 

账  号：19005801040013068   

  

  

签字/盖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