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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艳光洁，一入眼就让人垂涎欲滴。
甜浆溢齿，再入口更让人欲罢不能。智利
车厘子越洋将抵成都，带你在冬日感受
一把此时南半球盛夏的缤纷滋味。

红艳的色，浓郁的香，鲜脆的甜，钻
石级的智利车厘子从内到外都散发着一
种出众的气质，好看又好吃。娇艳红润的
外皮包裹着坚实饱满的果肉，肉厚核小，
汁水充足，甜蜜怡人。

鲜甜脆爽，细腻多汁，一年仅一次畅享

冬季车厘子的机会，买够网为您精挑品质。
“朋友圈里每天在晒车厘子，真是太火爆
了！”果粉王女士表示。而且，如珍宝的车厘
子含铁量富裕，能够
有效帮助补血养颜，
尤其适合爱美女性。

圣诞节来临，买
够网又送礼了，今天
扫二维码下单，智利
车厘子立减10元！

1个橙子 1个鸡蛋
将橙子放在桌上揉揉（会更好取出果肉），对切取出果肉，橙皮
备用。尽量挑出橙子的白筋膜，然后用料理机打碎，鸡蛋打散，
将打成蓉的果泥和鸡蛋混合一起，将混合好的蛋浆分别倒入
刚才掏空的橙皮内，中火蒸上7分钟左右就好了。

嫩滑的鸡蛋，透着橙子的酸甜，闻起来香吃起来美味。（余兰）

酿酒所用猕猴桃来自大
邑西岭雪山，生态无污染的水
果配以西岭雪山的清澈山泉，
古法精酿，成为了大邑县知名
旅游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成都商报买够网推荐：大
邑西岭雪山猕猴桃酒 380ml

（杨艳艳）

寒风乍起，金堂11万亩脐橙到了最
甜的时候。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进入金
堂的田间地头，层层叠叠的山坡上满是
青翠的脐橙树，金黄色的果子缀满枝头。

不是只有褚橙才好吃，金堂橙子也
是系出名门——金堂是全国著名的柑桔
之乡、四川省优质柑桔生产基地，柑桔栽
培历史悠久，年产量达12.6万吨。

成都人，吃金堂橙！现在，皮薄味美、
甘甜多汁的金堂阳光脐橙登录成都商报
买够网，果园直供，大手笔优惠——9个
大果39.9元、12个中果29.9元。

枝头保鲜 现摘现发货

金堂脐橙的味道就不用多说了，成
都人有口皆碑。个头大，皮薄无核，果面
光滑，色泽鲜艳，果肉细嫩化渣、汁多味
浓、有香气，每 100 毫升含糖 9.5 克，酸

0.898克，维生素C51.2毫克，可溶性固形
物12%，营养价值极高。

最重要的是，金堂脐橙新鲜。近年
来，金堂大力推广脐橙留树保鲜技术，将
已经成熟的果实继续留在树上一段时
间，适时采收，即采即售。您在买够网下
单之后，果园才会去枝头采摘，采下来立
即发货。您完全不用担心果子靠各种保
鲜剂存放了很久。吃进嘴里，仿佛还有阳
光雨露的味道。

绿色种植 天然成熟

果农引泉水灌溉，用绿色肥料给土壤
培肥，在橙子成熟的巅峰期采摘，现摘现
送。不洒药、不打蜡、不催熟，保证您吃到
的每一个橙子都是安全、健康、新鲜的。

因为坚持一贯的科学种植，金堂脐
橙“荣誉加身”。1989 年，金堂脐橙首次

参加国家农业部组织的全国果品评优，
获优质产品奖；1991年获北京菜篮子工
程展园林金杯奖，1995年获中国第二届
农业博览会金奖；1997 年，“维丰牌”金
堂脐橙获第三届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
产品称号；1999 年，中国第四届国际农
业博览会再次认定金堂脐橙为国优产
品；2000 年，被国家农业部柑桔及苗木
质检中心授予“全国优质脐橙生产基
地”称号；2002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无
公害农产品（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县称
号；2005 年，被中国果菜产业发展论坛
组委会评为“中国脐橙产业龙头县”；同
年，金堂脐橙在第二届四川·中国西部
国际农业博览会上获银奖。

在咱们成都就有这么好的橙子，何
必舍近求远去买外地橙子呢？支持物美
价廉的本地橙，请扫描二维码下单吧，它
的味道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成都人
吃金堂橙
金堂脐橙正在买够网热销，皮薄味美、甘甜多汁，12个仅售29.9元

优质橙果色呈橙红色
果面光滑，颜色清新

弹性
用手指轻压果皮

有弹性的感觉，果肉饱满

5位成都美食大腕
5种橙子打开方式

茴香豆都有4种吃法，高大上的金堂脐橙当然不仅仅只有十字斩劈开
吃掉或者一圈圈削皮剥开吃掉这类缺乏技术含量的吃法，买够网遍邀成
都美食大腕，分享5种稀奇的金堂脐橙的打开方式，简直是又拉风又优雅。

橙子1个 38°米酒350ml 冰糖适量
橙子冲洗一下，表面撒盐，搓洗干净。擦干橙子表面的水，去
皮，橙皮切成丝，果肉分瓣。玻璃容器里加入果肉、橙皮和冰
糖，倒入米酒，密封好。冰糖的用量约为水果的三分之一到二分

之一就行了。
脐橙泡酒是下火的，泡的酒比较香，浸泡两三个星期后酒味较佳。

成都资深美食评论家 九吃 脐橙果冻
橙子2个 果冻粉50克 温水50ml 柠檬汁5ml

橙子洗净后擦干，对半切开，用刀挖出橙肉（橙皮留
用），把橙肉放入搅拌机搅打成泥。果冻粉用40度左右的温
水（50ml）溶解后放入锅中，再倒入橙子泥和柠檬汁，大火加
热煮开后自然冷却。待温度到60度左右时，将液体直接倒入
橙皮碗中，自然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4小时后口感最好。

这款果冻口味比较清爽，酸酸甜甜的有橙子的本味，不建议
再添加白糖了。作为零食很好吃，作为餐后的甜品，还有解油腻的作用。

烂李子 知名甜点师脐橙煮醪糟
橙子1个 酒酿3勺 水1碗
把水倒入锅内，煮开。把橙子一瓣一瓣剥开，切小块放入水中
煮两分钟，加3勺酒酿，再煮3~5分钟。
淡淡的酒香，甜甜的，酸酸的，晚饭后来一碗，真是吃不胖的好

甜汤。

成都美食名家、美食记者 王二小 烤橙子
橙子3个 铁锅一口

将橙子洗净晾干，放铁架上离火苗约10cm，并不停翻
动，果皮变干微焦即可。也可像炒菜一样在锅里炒橙子，使
橙子均匀受热，和烤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烤橙子与鲜橙子比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橙子皮含橙皮
甙、挥发油、果胶、胡萝卜素等成分，通过火烤，燥烈之性消除而
药性仍存，由于鲜橙水分较大，火烤橙子就等于单味陈皮水煎。同
时，橙子的果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而陈皮煎剂与维生素C并用，可以说是
药物与食物结合的“神来之笔”。

陈敏 成都知名美食记者香橙蒸蛋

世界级美味珍品 智利车厘子下单立减10元

来京东成都馆、淘宝成都馆
抢大邑特色产品啦

2016 年 1 月
15日～16日，第二
届成都优质特色农
产品网购嘉年华将
在东郊记忆举行。届
时，大邑县将组织成
都老农王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成都佳源
大繁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成都万良
菌业开发有限公司
等7家县内优秀农
业企业参加此次集
聚全成都优质农产
品的线上线下盛大
活动。

为满足部分没
时间逛嘉年华的市
民需求，大邑县农林
局与成都商报买够
网合作，以京东成都
馆、淘宝成都馆、成
都商报买够网官网
为核心，在线下嘉年
华开展之前，让消费
者在线上就能买到
厂家直供的大邑特
色农产品。一键下
单、手机一扫、快递
小哥送货到家，轻轻
松松在家享新鲜、抢
“相因”。

选用大邑农家养殖的优质兔，
配以多种上等配料和调料，采用独
家秘制配方，经过精心加工而成。产
品集麻、辣、鲜、香为一体，口感极
佳，回味无穷。

京东成都馆推荐：大邑县兔状
元兔头礼盒 420g五香麻辣兔头

嘉年华优惠价：55元

本产品精选产自成都蓝莓
博览园的优质蓝莓鲜果为原
料，采用国际先进的独特工艺
精制而成，口感醇厚，果香浓
郁，是果汁中的上品。本品富含
蓝莓果特有的抗体氧化醇、花
青素、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钙、
镁、锌等人体所必需的矿物质，
营养价值极高。

淘宝成都馆推荐：大邑县
蓝莓汁礼品装8瓶 300ml×8

嘉年华优惠价：144元

在成都很多地方，无论街巷小
店还是大型商超，都会售卖色泽油
润、鲜香回甜、咸淡适度的大邑县唐
场乡出产的地方名特产——“唐场
豆腐乳”。不仅四川人喜欢吃，而且
还把它作为走亲访友时必带的土特
产送给对方品尝。很多人品尝后都
觉得清香、可口，回味无穷。

淘宝成都馆推荐：百年老字号、
四川名特产唐场豆腐乳160g

嘉年华优惠价：13.59元

大邑红标鸡全部用
植物配方的饲料养殖，
皮下无脂肪，胶原蛋白
含量高。红标鸡长期自
由放养，其肌肉中肌纤
维直径小，密度大，而肌
纤维越细，肉质越嫩，肌
纤维越密风味越好。

淘宝成都馆推荐：
大邑县万物生红标鸡四
川 鸡 肉 粒 鸡 翅 组 合
800g大礼盒
嘉年华优惠价：259元

百年老字号
四川名特产唐场豆腐乳

大邑县蓝莓汁礼品装8瓶

大邑县万物生红标鸡四川鸡肉粒鸡翅

西岭雪山猕猴桃酒

兔状元五香兔头

大邑特产大邑特产11

大邑特产大邑特产22

大邑特产大邑特产33

大邑特产大邑特产44

大邑特产大邑特产55

果径65~70mm
12个装 29.9元
果径75mm

9个装 39.9元

请打开微信扫一扫

嘉年华优惠价：
112元

请打开手机
淘宝APP扫码购

请打开微信扫一扫

请打开手机
淘宝APP扫码购

请打开手机
淘宝APP扫码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