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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购

放心跟团游 赔付有保障

“跟团旅游，游客最怕强制购物，遇
到需要赔付的情况，一些旅行社的‘拖
字诀’处理方式让游客很头疼，但是成
为买够网会员，报名参加港澳五天四晚
观光游，大家绝不会在这方面吃亏。”蚂
蚁旅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推出的
旅游产品都是基于支付宝技术平台研
发的旅游服务基础数据库和应用，可谓
是精选路线，经典行程。在旅游赔付方
面，蚂蚁旅游联手阿里旅行（航旅事业
群）提供第三方监管，全面保障旅游过
程中的服务质量、价格体系、支付安全
等，真正实现安全旅游，放心旅游。

该负责人表示：“简单来说，游客报
名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在跟团游过程
中一旦发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蚂蚁旅
游通过核实后将在24小时内对客户进
行支付宝先行赔付。”

成为买够会员 享旅游福利

除了赔付无忧，买够网还给大家送
来超级福利——只要成为买够网会员，
就能以999元的团费报名参加原价2680
元的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

“打开支付宝APP，在搜索栏输入
蚂蚁旅游，即可进入专区，里面有蚂蚁
旅游推出的几条线路，其中，港澳五天
四晚观光游的价格是2680元，已售出将
近800份。”蚂蚁旅游方面表示，这次与
买够网合作，主要想打开市场，提升知
名度，因此才给予买够网会员999元团
费的特惠价。

“买够网推出的多款旅游产品都受
到大家好评，我们选择合作公司相当谨
慎，要多方面考察资质，还要确保售后
服务。”买够网产品团队负责人介绍，这
次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的行程安排非
常经典，一次玩转香港澳门的主要景

点，而且在香港还
特别安排了游览海
洋公园，光是这个公
园的门票就是300多
元。考虑到游客的
跟团游体验，行程
路线安排也不是特
别紧张。 （余兰）

开年以来，买够网各款旅游产品火爆得不行，多
条线路名额早早售罄。应广大游客要求，本周起，贯穿
山西、内蒙古、宁夏、山西的空调双卧10日游增加6月
15日出发团期，感兴趣的市民可到买够网咨询、报名。
行程线路

成都-临汾-壶口-平遥-太原-五台山-大同-呼
和浩特-包头-希拉穆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包头-
银川-中卫-陇县-关山大草原-陇县-宝鸡-成都
线路特色

1、全程尽享黄河、古刹、石窟、草原、沙漠、民族风
情等全方位不同特色景点。

2、火车贯穿山西、内蒙古、宁夏、陕西，饱览祖国
中原大地和塞外无限风光。

3、特别安排全程空调旅游专列，不走回头路，无
强制消费，经济实惠。

4、特别赠送草原烟花篝火晚会（价值180元/人）、
五台山特色素斋（价值50元/人）。

全省统一特惠价：
硬卧：上铺：2180元/人 中铺：2380元/人 下铺：2580
元/人
软卧：上铺：3180元/人 下铺：3380元/人
预计发团时间：6月15日（以具体通知出发时间为准）

烤出来的海鸭蛋
个大流油 蛋黄沙软

端午美食，粽子要香，鸭蛋
则要油爆——敲开蛋壳，咸鸭蛋
黄要有流油翻沙的感觉。到哪儿
买这么油爆的咸鸭蛋？买够网给
您推荐来自台山海岛的烤海鸭
蛋。这款产品上架买够网一个多
月，已被众多挑剔的粉丝买来亲
口鉴定过，确实是个大流油、蛋
黄沙软的美味。

海鸭蛋是海边红树林区域
涂滩养殖的散养海鸭所产的蛋。
烘烤后的海鸭蛋，蛋白微微泛
黄，没有普通咸鸭蛋的腥膻味，
取而代之是淡淡的五香味，吃到
嘴里是浓郁的烤香味道。

端午送礼发福利
买够网帮您搞定

端午是中国传统佳节，
最能代表思念和团圆味道
的美食，非粽子莫属。于是，
很多朋友都会提前备好粽
礼，给亲朋友好送去，一些
单位也会选择粽子礼盒作
为端午福利发给员工。

应市民朋友的要求，买够网今年开通了端午礼盒
团购服务，除了目前已经上架微信店的五芳斋粽子礼
盒，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出四川佳禾食品的经典粽子礼
盒。佳禾粽子，口口相传25年，精选的食材，十足的馅
料，又糯又香的口感，令其畅销市场。由于省去了中间
层层加价的经销环节，和市面同款礼盒相比，我们的
销售价格更为优惠，其中，佳禾粽子礼盒团购价在市
场价的5~6折。有团购需求的市民或者企业，可以致电
买够网热线028-86626666咨询相关情况。

温馨提示

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
等各款旅游产品正在接受
咨询、报名。咨询报名地址：

1、成都市金牛区花
牌坊街185号（省档案馆
隔壁），可以乘坐4、7、37、
62、340路公交车抵达附
近。自驾前往，有停车位。
2、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
街1号亚太大厦7楼。

咨询热线
028-86626666

五天四晚玩转港澳
成为买够网会员 团费只要999元

去太平山俯瞰“东方之珠”的
美丽景色；去海洋公园看海豚、海
狮的精彩特技表演，还能玩转各式
惊险刺激的机动游乐设施；乘坐游
船欣赏维多利亚港的绚丽夜景；去
澳门看古老的妈祖阁和大三巴牌
坊，乘车游览澳门的主教山……这
就是成都商报买够网“够旅游”携
手支付宝蚂蚁旅游为您特别推出
的不一样的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

“熟悉跟团游产品的朋友都晓
得，高品质、无强制购物的港澳五天
四晚观光游，市场价在2000多元不
等，但是只要您成为买够网会员，就
能以999元/人的团费购买这个旅游
产品，可以说是相当划算哦。”买够
网产品团队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
买够网向市民朋友推出了许多好玩
又实惠的旅游线路和产品，比如夕
阳红专列、游轮旅游等等，受到一致
好评。今年，买够网产品团队继续整
合资源，给市民送出旅游福利。继带
来专属体验的定制旅行之后，买够
网这次与支付宝蚂蚁旅游强强联
手，为了回馈会员粉丝，特别推出了
超值价参与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活
动。

话说，现在正是春夏之交的好
时节，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呼朋引伴
去“东方之珠”感受国际大都会的
繁华，去澳门看酷似欧洲古堡的古
炮台城堡吧！

地道的食材，丰富的口感，经
典的搭配，就是这种老字号出品的
江南糯米粽子，在上周俘获了大批
蓉城好吃嘴的心和胃！

上周五，买够网上架了今年首
款端午美食产品——来自浙江五
芳斋的经典粽子礼盒。短短一周时
间，四款粽子礼盒就成为买够网微
信店的热销产品。好多市民都说：
“不管时代怎么变，还是青睐老字
号出品的端午粽。”

负责这款产品的买够网产品经
理张喜说，在买够网内部举行的几轮
试吃会上，五芳斋粽子都获得一致好
评，其礼盒包装大方美观，与传统节
日氛围非常搭配，无论是买来自己
吃，送家人送朋友，都非常不错。本次
买够网给市民精选的4款粽子礼盒，
搭配不同口味的粽子，价格丰俭由
人，从68元/盒到388元/盒不等。

36道制粽工序 传承经典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五芳斋，传承
的是千年的食粽文化，同时也传承着
宝贵的传统技艺。用心做粽，五芳斋坚
持做“守艺人”，将36道精细制粽工序加
以延续传承。为了保持口味的纯正，对
于一些重要工序，五芳斋摒弃机械化
机器生产，仍然坚持纯手工制作，用手
的温度呵护传统食品的生命力。2011
年，“五芳斋粽子制作技艺”被列入“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为了选择更优质的原料，五芳斋
建立了东北稻米基地、江西箬叶基地
两大原料产地。吃过五芳斋粽子的朋
友都这样评价，其成品形态美观别致，
箬香芬芳和润，肉质酥烂嫩鲜，肥糯可
口不腻，若用筷夹分四块，块块见肉，
具有江南独特风味。 （余兰）

甄选礼盒推荐

珍情五芳礼品粽
买够价：68元
包含：五 芳 鲜 肉 粽
4*140 克，润 香 豆 沙
粽4*140克

情系五芳礼品粽
买够价：89元
包含：火腿鲜肉粽
1*140克，五芳大
肉粽1*140克，蛋
黄 鲜 肉 粽 1*140
克，红烧排骨粽1*
140克，香菇鲜肉
粽1*140克，栗子
鲜肉粽1*140克，
蜜枣粽1*140克，
珍味八宝粽1*140
克，飘香甜豆粽1*
140克，润香豆沙
粽1*140克

和家五芳礼品粽
买够价：139元
包含：蛋黄鲜肉粽
1*280克，台式烧肉
粽1*280克，粗粮豆
沙粽1*280克，椰香
栗蓉粽1*280克

盛世五芳礼品粽 买够价：388元
包含：红烧排骨粽1*100克，五芳鲜肉粽1*100克，润香豆
沙粽1*100克，香糯蜜枣粽1*100克，鲍汁牛柳粽1*100克，
干贝鲜肉粽1*100克，甜豆枣泥粽1*100克，桂花豆沙粽1*
100克，五花风肉粽1*100克，蛋黄鲜肉粽1*100克，绿茶枣
香粽1*100克，飘香碱水粽1*100克，香菇笋肉粽1*100克，
栗子鲜肉粽1*100克，紫糯栗子粽1*100克，花生莲子粽1*
100克，莲蓉原味粽1*100克，多彩香豆粽1*100克

美味端午 粽情有礼
买够网精选推出浙江五芳斋经典粽子礼盒
有团购需求可致电86626666咨询

老字号出品 香粽荟萃

浙江五芳斋粽子有着“江南粽
子大王”的美称，其品牌已有近百
年历史。早在1921年，创始人张锦
泉先生就在嘉兴城内的张家弄开
设了首家粽子店，取名五芳斋，寓
意“五谷芳馨”。近百年来，五芳斋
特有的绝活和独门的秘方，造就了
五芳斋粽子“糯而不糊、肥而不腻、
肉嫩味香、鲜甜适中”的显著特征，
成为了江南粽子的经典代表。而五
芳斋品牌也是国家商务部认定的
首批“中华老字号”。

港澳五天四晚观光游
第1天：各地飞往广州/深圳，后

乘巴士前往深圳，抵达后入驻深圳酒
店（不含餐）。

第2天：从深圳乘车前往香港游
玩，含早中晚餐，住香港。

第3天：白天在香港游玩购物，晚
上乘船前往澳门，住澳门，含早中晚餐。

第4天：白天在澳门游玩，晚上出
关住珠海，含早中晚餐。

第5天：早餐后游览参观，乘车返
回广州/深圳，再乘坐交通工具返回
温馨的家。含早中餐。

线路特色：
1、团费包含行程中所列景点门

票（具体可咨询客服）；2、五星级导游
讲解；3、无强制消费，经济实惠；4、有
侵害游客情况经核实后通过支付宝
先行赔付。

特别说明：
报名本款旅游产品，游客年龄要

求为21周岁～65周岁。2～20周岁补
全额差价。特殊情况及参团详细要求
请先拨打86626666电话咨询。

烤海鸭蛋
规格：20枚

买够价：36.8元

坐空调专列
奔向塞外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