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樱桃除了好吃，营养价值也非常

丰富。它的含铁量特别高，常吃樱桃可

以补充人体内对铁的需求，促进红蛋白

再生，增强体质，健脑益智。此外，中华

医学认为， 樱桃具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它全身都可以入药， 鲜果具有发汗、祛

风、健脾和胃等功效。

莲雾杨桃 千呼万唤上市啦

“还有好久才能吃到海南的莲雾呢？”“杨桃得不得卖呢？”从上周开始，许

多心急的市民就纷纷致电买够网客服热线86626666咨询自己感兴趣的热带

水果。

“买够网做生鲜水果，从来都只挑选最好的。”产品经理罗扬表示，海南

是热带水果的天堂，一年四季都有许多好吃的水果，买够网会根据季节挑

选最好吃最优质的水果进行鲜果速递。上周，海南陵水产的小番茄因为到

了收获季尾品质不如之前好，买够网已将其下架不再销售。本周，海南果

园那边传来好消息，又有三种好吃的水果上市了，包括莲雾、杨桃和澳

芒。澳芒有芒果王子的称号，莲雾、杨桃在沿海地区是非常受欢迎的水

果，许多吃过的朋友都觉得口感非常棒。

成都商报记者 余兰

一次尝鲜三种

海南水果组合特价118元

海南水果组合1

规格：4.5斤以上，包括莲雾（约1.5斤）、

杨桃（约1斤）、木瓜（约2斤）

市场价：156元

买够价：118元

喜欢这个组合的小伙伴们，估计都是莲雾、杨桃的粉

丝吧。

莲雾的外形小巧玲珑，就像是一个挂着的铃铛，它的

表皮为深红色，且富有光泽，让人一看就有咬一口的冲

动。莲雾果肉呈海绵质，略有苹果香气，吃一口下去全是

果汁，淡淡的甜味中带点酸，吃后口齿留香。莲雾的营

养价值很高，它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B2、维生素B6、

钙、镁、铁等，此外还含有许多水分，在食疗上有解热、

利尿、宁心安神的作用。在沿海一带，有小孩消化不

良，一些家庭会用莲雾伴食盐来吃。

黄绿色的杨桃看起来非常清新， 皮薄如膜、 纤维

少、果脆多汁，甜酸可口，有一种清香味道。杨桃的营养

成分比较全面，果汁能促进食欲，有帮助消化、治疗皮

肤病的功效。

海南水果组合2

规格：6斤以上， 包括澳芒

1.2~1.5斤、 香水菠萝约3斤、

木瓜约2斤

市场价：156元

买够价：118元

这个组合的亮点在于澳芒， 它是芒果家族中的

“贵族”，原产澳大利亚，目前海南也种植了很多澳

芒。和其他芒果相比，澳芒个头很大，金黄丰满，并带

有红晕。皮薄多汁，口感细腻，一口下去，没有芒丝，

毫无纤维感。而香水菠萝和木瓜兼具美容养颜的功

效，女性朋友简直不能错过哦。

释迦果

规格：约2.5斤（2~3个）

市场价：110元

买够价：88元

许多人对释迦果情有独钟， 主要是因为其独

特的口感，释迦果的种子是黑褐色椭圆形的，果肉

呈乳白色，吃起来口感绵密，非常香甜。释迦果含

有大量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维生素C、钾、

钙等，营养价值高，可以有效补充体力，还有养颜

美容之功效。

贵妃芒

规格：6斤以上

市场价：90元

买够价：69元

正宗的贵妃芒表皮至少有红黄青三种颜色 ，

是真正色香味俱全的水果。贵妃芒个头小巧，每斤

约2～3个，它比普通芒果成熟得快，汁水丰富，从剥

皮的时候就开始流水了。贵妃芒吃起来有一种沁人

心脾的醇厚香味，非常浓郁，吃完后也能感觉到余

香犹存。

青芒

规格：5斤以上

市场价：90元

买够价：75元

青芒是海南的主栽品种之一， 其维生素A含量高达

3.8%，维生素C含量超过橘子、草莓。青芒还富含蛋白质、钙、

铁等营养成分和人体所必须的微量元素。

香水菠萝

规格：7斤以上

市场价：116元

买够价：88元

口感清甜，水分多，没有刺头，无需开槽，现切即食，无需再泡盐水。

红心木瓜

规格：6斤以上

市场价：88元

买够价：60元

树上自然成熟，果实大，果肉呈红色，清甜香浓，软滑多汁。

温馨提示：

想购买海南水果的朋友可直接扫描本版产品二维码进入买够网微信

店或登录mygo.chengdu.cn下单， 此外还可以直接到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7楼

买够网办公室交钱下单。第四批订单截止时间为下周二（4月7日）18：00。下周三海

南当地工作人员将进行采摘，预计下周四你就能收到货（大成都范围内包邮）。

咨询热线：866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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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攀西高原的米易黄草樱桃被

誉为“最好吃的小樱桃”，成都商报买

够网上周五推出后，短短几天，预订已

超过500箱。根据果子成熟的情况，预计

清明后，第一批成熟的米易黄草小樱桃

就开始滚动发货啦。

“我们这边的小樱桃已经挂果了，

但还没有大规模成熟。”前日，米易黄

草樱桃果园的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目前，小樱桃长势良好，不过上周一

场不期而至的冰雹打落了很多果子，果

农估计整体会比去年减产三成。

“黄草小樱桃减产，今年价格肯定

还会涨。”买够网产品团队表示，由于

买够网是与当地果园签订协议，直供成

都，因此价格比市面便宜许多。减产不

加价， 想吃正宗黄草小樱桃的朋友，赶

快下单吧！

原始方式

种出原生态小樱桃

在米易，人人都称皮薄肉嫩的小樱

桃是最“娇气”的水果，生长的每一步

都需要小心呵护。一场大的风雨，对小

樱桃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灾难。

开春后， 小樱桃开始开花授粉，除

草、除虫等工作都由人工完成，不使用

除草剂或农药。米易当地种植小樱桃的

方式都比较原始，遇到暴风雨或者鸟群

“偷吃”，果农们都束手无策，基本上是

看天吃饭，正因为如此，长成的果子都

是真正原生态健康的小樱桃。

分拣挑选

只供应A级优质果子

为了能将最好的米易黄草小樱桃

供应给成都市民， 本次小樱桃采摘后，

工作人员将分拣挑选出被鸟啄烂、雨水

浸坏或者个头太小的小樱桃，只包装品

质最好的果子。保证你收到的小樱桃都

是大小均匀、颜色红亮，甜度最优的A

级优质小樱桃。

为保证物流配送的安全，小樱桃全

部采用食品级内盒来分装，然后再和保

温冰袋一起放入定做的泡沫保温箱内。

工作人员包装时会严格称重， 保证足

量。包装好后，小樱桃将从攀枝花机场

打飞的来到成都。

红旗买券

预订小樱桃更方便

为方便更多朋友购买米易黄草小

樱桃，从昨天开始，买够网在扫码购、

网站下单等几种预订方式之外， 又在

全城100家红旗超市门店同步预售小

樱桃提货券。 你只需扫描二维码，在

100家指定红旗超市中找到离你最近

的一家，就可以轻松买到提货券。

全省包邮

省外一线城市也可购买

最近几天，省内其他地区和省外的

许多朋友也来电表示想买米易小樱桃。

经过反复验证，确定包装和物流运输能

够保证产品质量，买够网将米易小樱桃

的包邮配送范围扩至全省范围。省外一

线城市也可配送，但需到付邮费，详情

可咨询买够网热线或登录买够网查看。

成都商报记者 余兰

新 品 预 订

冰雹不期而至

打落黄草小樱桃

幸存的

颗颗珍贵

减产不加价，预订要搞快，米易最

好产区的小樱桃清明后发货

吃樱桃，懂樱桃

1、 扫码购： 微信扫描产品二维

码，立即下单；

2、在线认购：登录成都商报买够

网（mygo.chengdu.cn）下单；

3、红旗认购：即日起，可前往

100家指定红旗连锁超市认购。到货

后，等工作人员

短信或电话通

知，凭券到门店

自提。

4、买够网现

场认购： 直接到

书院西街1号亚

太大厦7楼买够

网办公室下单。

·这 /�样 /�认 /�购

扫一扫，红旗

100

家门店可买米易

小樱桃

咨询热线：86626666

米易黄草樱桃

规格：3斤

等级：A级

买够价：128元

红旗买券价：

128元

莲雾

杨桃

澳芒

红心木瓜

释迦果

贵妃芒

青

芒

香水菠萝

热带水果组合

让你一次

吃个够

澳芒、莲雾、杨桃新鲜上

市， 买够网特推海南水

果套餐，优惠价118元

成都商报买够网推出鲜果速

递后，先后上架了多款海南当季水

果，包括青芒、贵妃芒、释迦果、香

水菠萝、红心木瓜，本周还有三个

新品登场， 分别是澳芒、 莲雾、杨

桃。每种水果都那么好吃，现在的

你是不是正对着报纸在纠结到底

该买哪种呢？

Duang！Duang！Duang！

善解人意的买够网怎么会让小伙伴

们如此为难呢？从本周起，买够网在

热卖单品的基础上， 特推实惠装的

海南水果组合， 花一箱水果的钱就

能吃到多种你喜欢的水果！送人也

是不错的选择哦。

回头客来电：

买水果

去买够网性价比高

本周一，家住天府长城丽日清

风小区的陈女士专门赶到买够网

办公室交钱预订海南水果：“我和

家人都觉得上次买的青芒好吃，想

着周末就是清明小长假了，所以我

今天专门跑一趟， 在截单之前来

买，周四就可以收到货了。”

“最近我在街头看到很多小贩

在叫卖香水菠萝， 价格虽然便宜，

但是和我在海南吃到的香水菠萝

完全不一样。” 家住城南翠屛湾小

区的舒女士说，香水菠萝最大的特

点是没有刺头，现切即食，无需再

泡盐水，作为“菠萝控”的她，每年

都会买来吃，“我去一些超市看过，

也在网店比过价，综合下来，还是

买够网的价格实惠， 品质有保证，

买得也放心， 我都连下两单了，家

人都说好吃。”

买够网介绍，鲜果速递为了给

市民朋友送新鲜送实惠，所有上架

销售的水果都是海南果园直供，省

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价格自然更

便宜。

保质保鲜

海南果园

当天摘当天空运

“从采摘到顾客的舌尖，不超

过48小时。”买够网介绍，传统的水

果销售模式是海南果园采摘后，水

果进入海南的批发市场，然后经过

长途运输到达成都的批发市场，再

进入商场或零售摊点，整个环节下

来要好几天甚至十多天才能达到

顾客手上。

而买够网鲜果快递采取的是订

单发货模式， 即市民先在买够网下

单，一个预售周期（约为7天）结束

后，买够网将订单汇总，海南当地工

作人员集中到果园进行采摘， 当天

即通过航空渠道直达成都， 连夜分

拣后开始配送，“这样高效率的物

流链，能最大程度确保水果新鲜。”

（全省包邮，省外一线城市可选择邮费到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