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巢蜜未经人为加工，比分离蜜具有更

高级的营养，且不易造假和污染。常吃巢

蜜可以润泽皮肤、清洁口腔、保护牙齿，减

缓并清除口腔溃疡和肿痛。

S4

三大认证

品质保证

成都商报买够网车厘子直供

基地位于汶川县， 种植园海拔高

达1700米。基地车厘子拥有“中国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绿色食

品”、“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三大“认证”。 同时，基地也

具备三大特色优势：

一、保证安全，土壤空气无任

何污染

基地土壤、空气无任何污染，

真正具备“绿色”、“有机”的条

件。车厘子不使用农药，保证水果

天然、安全。

二、保证品质，车厘子喝雪山

泉水长大

基地的车厘子， 喝的是高山

雪融化后的山泉水。

三、保证糖分，生长在高山光

照充足

基地位于海拔1700米以上的

高山上，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

这对汶川车厘子来说， 日照长温

差大， 糖分也越足， 味道也越好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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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购

成都也能吃到

正宗重庆莽子火锅啦

在重庆，莽子火锅是很有名的，

重庆的莽子火锅分为两种， 一种是

口味比较重比较辣的花市店， 适合

年轻人前往， 还有一种是渝中区中

兴路的店，口味比较适合大众，稍显

温和。火热的重庆街头，一群又一群

帅哥美女纵情地在重庆莽子火锅吃

得汗流浃背， 他们倡导的是吃得豪

情，讲的是耿直，关键重庆人要的就

是这种感觉。

目前， 成都也能吃到正宗的重

庆莽子火锅了，在活水公园对面，一

间大约200平方米的店面，用实木制

作的土灶火锅桌增添了一份清新的

感觉。 从重庆过来的师傅有着标准

的重庆口音和热情的服务， 会让你

有在重庆吃火锅的感觉。 锅口肯定

是标准的九宫格锅， 火辣翻滚的火

锅底料烫出来的新鲜毛肚是亮点，

鸭肠还能吃出鹅肠的感觉， 又脆又

大；坨坨牛肉分量足又新鲜，其他时

令蔬菜就更不摆了， 吃的时候再来

一瓶啤酒简直霸道惨了。

地址：东城拐下街

27

号附

11

号

人均消费：

60

元左右

订座电话：

84305757

1

、扫码订购：

用手机扫描刊登在产品旁边的二维码， 直接进入下单

页面，即刻下单，坐等商品到家；

2

、在线订购：

登录买够网（mygo.chengdu.cn）,在线完成下单；

3

、电话订购：

拨打028-86626666，告之您所需产品的数量、配送地

址以及联系方式；

4

、到货时间：

一般情况下，您将于下单后3日内收到订购的产品。

更多实惠正宗产品， 敬请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

chengdu.cn�

扫二维码 同城快递有优惠

同康快递除了提供高水准门

到门同城快递服务外，还提供代收

货款、保价、冷库保鲜、委托收件等

多项增值服务。 在4月5日到5月5日

期间， 关注成都同康快递有限公司

官方微信，扫码成功的，同城快递首

重1公斤从原价8元变6元立减2元，

续重1公斤从5元变2元，立减3元。

详情可咨询

:84304468、84304478

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

指定快递公司：

成都同康快递有限公司

上买够网mygo.chengdu.cn

300元/桌 赏桃花吃“田园风情宴”

黄老五花生糖、 花生酥

凭其经典的口味征服了一拨

又一拨好吃嘴， 成为休闲旅

游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之一

！ 买够网正在热卖的黄老五

零嘴组合包括一袋花生酥

228克、一袋米花酥238克，市

场价33元， 扫码购买只要25

元。爱上酥脆的味道，快来订

购黄老五零嘴组合吧！

黄老五超值组合

（

1

袋花生酥

228

克

+1

袋米花酥

238

克）

市场价：

33

元

扫购价：

25

元（三环内包邮）

极品蜂巢蜜

(500g/

瓶

)

市场价：

200

元

扫购价：

80

元

买够网

mygo.chengdu.cn

推荐火锅品牌

本期扫码购产品认购方式

码上扫购

码上扫购

家住蓝谷地的余先生日前通过《社区电商周刊》抢购

到一台“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其父母使用后明显感觉

睡眠好了,肩膀疼的症状缓解了不少,于是他还想再买一台

孝敬岳父母。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为买够网健康定制系列品牌。

研发团队负责人介绍，该治疗仪可以智能模拟中医手法，根

据使用者身体症状或病情的需要进行对症穴位的电子针

灸、按摩、推拿、捶打、揉捏，保障身体经络通畅；也可以通过

对电磁手雷足疗、远红外热疗、纳米激光、负压电极的配合

使用，保障身体气血充盈、循环有力，从而实现对身体虚弱

者的保健调理和老颈椎、老腰椎、老肩周等老毛病患者的治

疗作用，集“按摩师”、“理疗师”、“老中医”三大健康专家

于一身。

五六牌气血通络治疗仪

市场价：

5999

元

扫购价：

999

元

码上扫购

车厘子挂果啦 首批爱心礼物也到啦

95元/3斤，“汶川车厘子爱心大认购”进入倒计时

“飞飞球队”收到女明星江一燕赠送的T恤、书包

预订突破2600箱

爱心雪球越滚越大

您每预订一箱，我们将以您的名义捐出

5

元给汶川的小学添置足球运动器材

果子快熟了 梦也快实现了

车厘子快熟了，汶川娃娃的足球梦也

快实现了。果农的孩子、汶川雁门小学9岁

男孩马正飞在世界杯年有个小小的心

愿———“我想有个自己的足球、 一双球

鞋、一套运动服”（成都商报《社区电商

周刊》4月11日、18日曾连续报道）。 为了

帮飞飞和他的小伙伴们圆梦， 成都商报

《社区电商周刊》、买够网、红旗连锁联合

发起了“汶川车厘子爱心大认购”活动，

市民每预订一箱车厘子，我们将捐出5元，

为汶川全县的小学生添置足球运动装备。

近日， 女星江一燕了解到飞飞的故

事后， 为飞飞和他的队友们准备了一份

礼物———5件T恤和5个书包。

飞飞球队已获得首批捐赠

最近，江一燕很忙，她正在准备主演

由尔冬升执导的3D武侠片 《三少爷的

剑》。工作之余，江一燕特别热衷公益，她

还在淘宝上开了个义卖网店———“流浪

的爬行者”，收益主要用于助学。这次，江

一燕为“飞飞球队”准备的礼物是5件T

恤和5个书包，也来自这个网店。

目前，5件T恤和5个书包已经从北京快

递到成都。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了江一

燕赠送的礼物，书包是军绿色的，上面写有

“爬行者”三个红色字样，而T恤则是白色

的。虽然“飞飞球队”目前暂时只有4个小

伙伴，但江一燕还是特意多送了一份礼物。

多余的1件T恤和1个书包，将留给未来的五

人制球队的另一个小伙伴。与此同时，江一

燕还为飞飞和他的足球伙伴们题字送上祝

福：“祝愿飞飞足球队，在爱中飞翔”。

“江一燕姐姐等很多好心人关心我

们，我很受鼓舞，感到很开心很幸福。”腼

腆的飞飞说，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回报大

家的关爱。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已

经整理好江一燕送出的礼物， 近期将转

交给飞飞和他的小伙伴们。

成都商报记者 王可然

20日，成都商报买够网车厘子直供基地传出好消息：汶川车厘子已经开

始挂果啦！基地负责人说，一个月之后，鲜美、脆甜，还带着“爱心味道”的汶

川车厘子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当然，预订越早的朋友，越早尝鲜。

车厘子成熟在即， 爱心认购也进入倒计时，5月12日将恢复为110元/3

斤，别再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登录mygo.chengdu.cn下单吧！

预订故事

公司端午节发福利

不选粽子选车厘子

101箱汶川车厘子！这是安盛天

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

司4月22日给予汶川孩子们的一份

爱心。该公司徐女士说，汶川车厘子

成熟时间和端午节接近， 公司领导

看到成都商报《社区电商周刊》的

汶川车厘子爱心预订活动后， 决定

购买，“一方面给员工发点端午福

利，一方面也为汶川孩子献爱心。”

近日， 成都鸿德集团也在买够

网下单购买了63箱汶川车厘子，公

司孙小姐介绍，“快到端午节了，公

司觉得送车厘子比送粽子更有新

意，加上还可以献爱心，因此就下单

买了车厘子”。

预订汶川车厘子

3斤只需95元

市场价：

145元/箱（3斤）

买够价：

110元/箱（3斤）

预订价：

95元/箱（3斤）（基地

特供）

预订时间：

4月11日10：00~5月

12日00：00，预订结束后，恢复为110

元/箱（3斤）。

爱心捐赠：

您预订1箱车厘子，

我们将以您的名义捐出5元给汶川

的小学添置足球运动器材。

爱心预订方式：

1

、 网络认购 ：

登录买够网

（mygo.chengdu.cn），下单后将收到

一条确认短信，凭此短信提货；

2

、本刊认购：

直接扫描旁边的

汶川车厘子预售二维码，也可实现

预订；

3

、配送方式：

第一拨车厘子预

计5月20日左右成熟，我们将按照预

订的先后顺序滚动配送。 从采摘到

您提货严控在12小时内。

咨询电话：

028-86626666

特别提醒：

近段时间以来，不少

读者打电话咨询： 能否通过电话或

者直接到买够网办公室预订汶川车

厘子？22日， 家住新鸿南路86号37栋

的胡光禄大爷专程来到买够网办公

室，表示自己不会上网，但也要预订

车厘子。虽然买够网工作人员特事特

办， 为79岁的胡大爷办理了预订手

续， 但买够网还

是提醒读者，此

次活动只接受网

上预订和扫二维

码预订， 电话仅

提供咨询服务。

江一燕给飞飞足球队捐赠了

5

套这样的

T

恤

和书包 摄影记者 张士博

20

日，成都商报买够网车厘子直供基地，青翠的车厘子挂在枝头

桃花朵朵开！ 很多市民近期都会

选择到龙泉看桃花，博瑞花园酒店、成

都商报买够网专门为抱团前来度假、

看桃花的大家庭下了血本， 现在只需

要300元/10位/桌，就能抢购到原价为

680元/10位/桌的 “田园风情宴”，菜

品相当丰富！很多去过的朋友都说，这

是他们去过最巴适的花园酒店， 菜品

味道鲜美，酒店的环境也非常好，娱乐

项目齐全， 有维多利亚夜总会、 棋牌

室、乒乓球、台球室、网球场、篮球场、

足球场、沙滩排球、儿童娱乐场、健身

房、沁馨茶坊、影

视厅。

小伙伴们快

快 行 动 起 来 ，

“田园风情宴”

限购10位， 消费

时间从4月23日

~7月23日， 先到

先得哟！

凉菜

4

款： 蒜泥白肉 辣味酱鸭 生拌花仁 蘸酱乳瓜

热菜

10

款：自贡煮河水鱼 蒜茸开边虾 传统蒸香排 农家

特色烧椒 特色肥肠豆花 农家蒸四喜 风味辣子蛙 上汤

娃娃菜 海皇瓜脯 清炒时蔬

汤品

1

款： 紫菜绿豆汤 小吃

1

道

码上扫购

博瑞花园酒店“田园风情宴”

认购网址：

mygo.chengdu.cn

市场价：

680

元

/10

位

/

桌

买够价：

300

元

/10

位

/

桌（限购

10

桌）

抢购时间：即日起

5

月

23

日

有效期：即日起至

7

月

23

日

菜品

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