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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包车：平台提供 7~54 座
多种车型的短期包车服务，商务
车、旅行车、大巴车，车辆安全可
靠，提供专业的客车驾驶员，包车
价格低到700元/天起，全方位满
足单位用户集体出行用车的需要。

旅游直通车：旅游直通车可以
点对点发车，直达最美的景区，减
少旅游出行途中的换乘烦恼。目
前旅游直通车业务主要覆盖毕棚
沟、鹧鸪山、西岭雪山等景区。

直通车业务提供出行、住宿、
门票、美食等多种服务，无任何购物

安排。同时每周还有超低价拼团出
游活动，如近期的“核桃坪火锅趴”
一日游，价格58元起，不仅包含了
来回的车费，还为您提供一场免费
的火锅午餐，全程还有专业行车助
理带您一起玩，无任何其他费用开
支，让您花最少的钱，操最少的心，
度过一个愉悦而放松的周末。

接送机/站：提供私人、商务接
送机业务。用户填写航班、高铁动车
信息、接送时间即可非常方便的下
单订车。不管是一人还是多人，都能
预订接送机/站服务。 （广告）

“门到门”专车服务
“易来客运”助返乡游子轻松回家

临近春节，大家最关心的
一个话题无疑是回家过年，无
奈春运的汽车票与火车票实在
太难买。今年过年为大家介绍
一种轻松回家的新方式，帮助
那些家在四川省内的不同城
市，至今还未买到车票的朋友
们，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上搜
索“易来客运”微信公众号，或
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易来
客运”APP，就可以马上预定到
回家的车票。专业运输公司安
排的七座高级商务车、上门接
送、安全、舒适、便捷，让回家的
旅程变得轻松愉快。

提到“网约车”，大家通常
都会想到那些“共享经济”模式
下的出行服务。“易来客运”和
以私家车、挂靠车为主的“网约
车”服务不同，它是由四川省多
家骨干运输企业联合投资打造
的互联网官方出行平台，拥有
根正苗红的“专业运输公司”基
因，同时也是四川省首批获得
网约车牌照的正规出行平台。

体验过“易来客运”服务的
用户反映，“易来客运”脱胎于运
输企业，但是完全没有传统客
运站“赶、挤、等、乱”现象，每次
乘坐的感受都出乎意料的好。
它的价格与客运大巴的价格相
差无几，就算多几块钱，但是包
接送，乘坐的舒适感高了不止一
个档次，还节省了大量中途转换
交通工具的时间。

安全正规：7座高级商务车，宽
敞舒适，所有车辆都来自于正规运
输公司。所有的驾驶员都是运输公
司的专职驾驶员，安全意识到位，
驾驶技能熟练，服务态度端正。

上门接送：提供“上门接送服
务”，省去了排队买票、等车、转车
的麻烦。下单后，“易来客运”就会
保证 100%来接您，就算只有 1 个
人也照样发车。行程结束后，为您
提供正规的运输发票，满足商务
出行人士报销的需要。

舒适便捷：提供安全座椅、矿
泉水、纸巾、充电器等贴心服务。
使用微信、APP都可以在线订票，
时间、地点自由选择，价格透明，

一键下单。而且最重要的是方便
游子——“春运不加价”。

“易来客运”城际专车的“门
到门”服务，让城市之间的出行更
安全、更舒适、更快捷。目前在川
内主要城市之间已开通几十条线
路，具体详情可在APP上查看。新
注册的用户都会免费赠送39元
的优惠券。从成都到绵阳、成都到
乐山都只需要48元，去富顺也只
需100元，让您真正体会到只用
拼车的价格就能享受专车的待
遇，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信息就是
——“春运不加价”！
安全第一，拒绝“黑车”、“顺风车”！
今年回家，选择“易来客运”！

易来客运其它业务介绍

“易来客运”的特点

春见耙耙柑
产地：蒲江
规格：5斤中果12粒
买够价：59元
规格：5斤大果9粒
买够价：65元
规格：8斤中果18粒
买够价：85元
发货：春见的性价比很高，市场基本
都是十二三元/斤。果园新鲜采摘，
现摘现发，顺丰航空包邮。

春见耙耙柑
来自蒲江的味觉奇迹

咬破的瞬间，飞
溅的果汁即刻溢满整
个口腔，果肉细腻，汁
水丰盈 ，如果说“耙
耙柑是目前最好吃的
柑”，一点也不为过。

吃货最讲究的，
就是口感。而耙耙柑
的细腻多汁、轻软甜
蜜混杂着自然的香与
纯粹的甜，好味道足
以让人一口倾心。名
副其实的“甜地雷”，
让人一吃难忘。

这个耙耙柑有一
个很文艺范的名字
——春见。“春见”，萌
萌哒的名儿，顾名思
义，就是与吃货们春
天见面的水果。春天
快到了，于是要相见。

眼下，蒲江的许多果园里，金灿灿
沉甸甸的春见耙耙柑挂满枝头。来自
日本的春见，在四川蒲江种植后品质
得到进一步优化。四川蒲江，位于北纬
30°，地理位置优越，素有“天然氧吧”
之称，拥有罕见的紫色土壤，富含多种
矿物质，充沛阳光滋润，特别适合春见
柑橘的生长。这种气候和地质环境下
所产出的耙耙柑，着色鲜艳，糖分充分
沉淀，口感更好，营养价值更高。

为严格监管，蒲江出台了《关于加强
柑橘质量安全监管的通告》，明确了今年

蒲江柑橘的具体采摘时间，春见在2018
年1月20日后可采摘。严格管控耙耙柑
品质，为蒲江耙耙柑的品牌保驾护航。

蒲江特产耙耙柑，是国家地理标志
水果，是来自北纬30度的味觉奇迹。而
作为杂柑的一种，春见兼有橙、橘和柑
的营养、风味及果皮易剥等特性。果肉
细腻，汁水丰盈，远胜一般柑橘。

吃过春见的无不惊喜于它的好味
道，甘甜多汁，脆嫩丰盈，咬下去丰沛清
甜的汁水在嘴里像烟花乍放，像是吃了
一口浑然天成的橘片爽，轻软又甜蜜。

从智利到中国，19000 公里
的直线距离，空运需要3-5天，海
运则需要20来天，每一颗车厘子
都来之不易。海运时间虽长了许
多，但价格也亲民许多。从149元
到 98 元，可以说，智利车厘子的

大众畅享时间到啦！
智利地处南美洲西南部，阳

光充足，昼夜温差大，自然条件得
天独厚。买够网与知名的水果供
货商合作，从智利车厘子核心产
区的果园直采，现货已抵达国内，
所以您无需等待。成都地区买家，
当天下单最快次日即可送达。这
批果子仍然是双勾级别（果径在
28mm—30mm 之间）。果子从始
发地到您手上，全程恒温冷链，顺
丰快递确保新鲜到家。

98元/2斤 满99再减10元

好吃不贵的智利车厘子

智利车厘子
级别：JJ级
（果径28~30mm）
规格：2斤
买够价：98元
发货：顺丰包邮，当天下单最快
次日到家

1.品质出众。蒲江柑中极品，果实
大，糖度高，口感好。果皮橙黄色，皮
薄汁多，可手剥，无核。

2.口感独特。颗粒饱满，肉质鲜
嫩，柔软多汁，香甜浓郁。极多汁化
渣，风味浓郁。

3.营养价值高。蒲江耙耙柑经历
严寒自然生长，自然成熟，维 C 含量
高，有机质积累足，可食率高。

4.好吃不上火。味道清甜，大人小
孩都爱吃，而且热性低，就算多吃也
不怕上火。

春见又名春见杂柑、春见桔橙，
系清见桔橙和F-2432椪柑杂交育成
的最新品种，因高糖、优质、果大、丰
产而被推广引进，是我国目前引进的
最优良和最有潜力的杂柑品种之一。

在四川，“耙”是“软”的意思。因为
果皮又薄又软，所以四川人给它取名为
耙耙柑。耙耙柑可以用手轻易剥下果
皮，比橘子食用更方便，同时细嫩的肉

汁超过橘子，粒粒果肉颗颗饱满，一口
咬下去满嘴都是如蜜般甜。耙耙柑个头
和外观堪比橙子，集合了柑、橘、橙三者
的优点于一身。耙耙柑果皮又薄又软，
拨开橙黄圆润的果皮，果汁糖度在13%
以上，最高达 17%，味极甜，风味极好。

耙耙柑不像桔类，有热性，吃多
易上火。柑类反而是相反的，所以，放
心吃吧，不会上火。

集柑橘橙优点于一身

来自蒲江的柑中极品

规格：5斤
买够价：

59.9元 泰国龙眼的美味，源于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泰国龙眼有着
黄金肉核比例，果实硕大，果核球
形，小而有光泽。果皮呈黄褐色，
薄，不开裂。果肉呈白色半透明
状，莹润如玉。果肉丰富，汁多味
甜。一口咬
下去，咬破
的一瞬间，
汁水炸开，
甜蜜从舌尖
涌上心头。

满99元减10元

蜜罐绿心猕猴桃
“长相怪异，汁多味美。确

实没吃过这么甜的绿心猕猴桃
呢！”这是一款有点颠覆我们认
识的绿心猕猴桃。蜜罐绿心猕
猴桃，也叫鸭嘴猕猴桃，果实长
得跟鸭嘴一样，扁扁的，但口感
却一级棒。
与其他绿心
猕 猴 桃 相
比，这货完
全没酸味，
果肉比黄心
的更细嫩。

规格：大果，约5.2斤
买够价：59.8元（包邮）

规格：中果，约4.3斤
买够价：49.8元（包邮）

规格：小果，约4.5斤
买够价：39.8元（包邮）
满99元减10元

4斤59.9元
（包邮）

满99元减10元

泰国龙眼

满199元减50

秭归血橙

喜欢吃橙子的人，一定知道
秭归。昼夜温差15℃，土壤有机成
分 20%以上，年平均日照时长
2500小时以上，优质的三峡水源，
造就了“中国脐橙之乡”——湖北
秭归。秭归血橙就是在这种纯天
然的环境下生长，绿色、无污染。

果园坚持原生态方式，人工除
草，不打药，物理防虫害，使用天然
的农家肥。今年血橙已经成熟了，
依旧不催熟，不提前采摘，比普通
脐橙多守候60天，让糖分充分累
积沉淀，这样的血橙才能拥有天然
的好味道。

果肉绯红、脆嫩多汁、馥郁清
新，香味伴随着果味浓郁的口感，

“当红水果”秭归血橙，皮薄汁厚，
果肉鲜嫩，榨汁率更是高达75%。

拥有天然红色的果肉，果
肉晶莹剔透，粒粒分明，像一颗
颗艳丽的红宝石，颜值极高！而
这天然的红色，只因它富含丰
富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普通橙
子的 3-5 倍。在口感上，更是将
血橙美妙发挥到了极致。带着 8
分的甜润与 2 分天然果酸味，酸
甜比例完美融合，是大自然给
予血橙的厚爱与馈赠。

发货：现摘现发，果园直供，全国
包邮，新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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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青枣
丰厚的果肉，清甜的滋味。

来自四川大凉山天然种植的青
枣，也称为号称“维生素 C 果”
的牛奶枣，白透晶莹的果肉，甜
得像冰糖一般。

阿克苏冰糖心苹果
阿克苏属暖温带干旱型气

候。冰川雪水浇灌、沙性土壤栽
培等特性，使苹果的果核部分
糖分堆积成透明状，形成了独
特的“糖心”红富士苹果。

规格：5斤
买够价：39.9元（包邮）

规格：5斤
买够价：59元（包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