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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桃 品质好
品牌价值入围全国百强

龙泉驿区现代桃的种植历史
已有80多年，培育了白凤桃、皮球
桃、晚湖景、五月脆、北京24号、北
京25号等几十个早、中、晚熟优良
品种，目前主推的有20多个品种。

“我们村的水蜜桃种植面积有

1000多亩，早、中、晚熟品种都有，
要从 5 月一直卖到九十月。”茶店
镇长丰村村支书卿梅说，进入水蜜
桃采摘季，农户们每天起早贪黑忙
不停，全村 400 多户，到目前为止
水蜜桃已销售了 500 多万斤，“主
要是零售、批发，也有电商渠道。”
她说，6月中旬开始上市的白凤桃
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品种，它属于

蜜肉型桃子，有很浓的桃香味，果
肉吃起来非常清甜，含糖量也比较
高，可达到15%。接下来还有春美、
晚湖景、北京25号、京艳等品种陆
续上市。

龙泉驿区农村发展和林业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龙泉驿区地处成
都市东郊，“四时花不断，八节佳果
香”，是全国闻名的水果之乡，也是
中国水蜜桃基地。先后获得了国家
工商总局颁发的“产地证明商标”
和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原产地域
产品保护地理标志”。多年来，龙泉
驿水蜜桃以其独特的品质畅销全
国，近年来还远销新加坡、马来西
亚、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今年5月9日，龙泉驿
水蜜桃还荣登了2018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
百强榜。

气候好 口感佳
龙泉驿水蜜桃续写新篇章

由于气候好，今年龙泉驿水蜜
桃的品质和口感都很不错，七八月
销售旺季尚未到来，国内外果商已
开始抢订龙泉驿水蜜桃。而今年，除
了传统的销售渠道，龙泉驿注重通
过“互联网+农业”的方式来打通网

上销售渠道，让更多的消费者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即刻享受到来自龙泉
驿的水蜜桃。目前，京东成都馆和买
够网微信店率先上线开启龙泉驿水
蜜桃销售，接下来包括成都伊藤洋
华堂、微商联盟等多个线上线下渠
道都将开始销售龙泉驿水蜜桃。而
在省外广州等地，龙泉驿水蜜桃还
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产销对
接、电商营销等推广活动。

据介绍，6月26日的发布会由
龙泉驿区人民政府、成都市统筹城
乡和农业委员会指导，龙泉驿区农
村发展和林业局、梦里桃乡水蜜桃
产业园推进办主办，成都商报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承办。届时，国内外
水果行业专家、知名商超代表、水
果营销企业代表、微商联盟以及供
销社代表等嘉宾，将共同见证龙泉
驿水蜜桃产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现场不仅将发布更受市场欢迎的
网红爆款龙泉驿水蜜桃，还将举行
优秀合作社与五大商场的对接签
约仪式。

新思路 新发展
农旅结合“桃”上做文章

龙泉驿水蜜桃之所以多年来
热销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产品和

技术上推层出新。2018年，龙泉驿
区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高标准、高
水平地规划建设了“梦里桃乡”水
蜜桃产业园。

该产业园位于龙泉山脉中段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内，规划范围为
同安街道红旗村、山泉镇桃源村、柏
合镇长松村、茶店镇前锋村等水蜜
桃产业基础较好的4镇21村。园区
里严格按照行距6米、株距2米的布
局规划成形，每亩只种植45株桃树，
这与传统种植方式有很大不同。此
外，整个园区通过智能控制感应系
统来实现全域自动灌溉。

龙泉驿区农林局果技专家介
绍，该园区种植了紫玉、红玉、早
脆、霞辉8号等8个新品种水蜜桃，
从技术和品种上，全面打造全区水
蜜桃新品种新技术集成综合运用
的示范基地，推动该区桃产业迈上
新的台阶。

此外，龙泉驿区也在积极思考
如何做大做强跟龙泉驿水蜜桃相
关的农旅融合产业。在选择桃品种
上，将充分考虑观赏桃树与结果桃
树，早中晚品种等的搭配，适当延
长园区桃花花期和水蜜桃成熟周
期，为农旅结合、产村相融发展打
下基础。

■优质好李
地处北纬30°的丹棱县，位于四

川盆地的中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
润气候，日照充足，李子苗在种下的
第一刻就开始享受着阳光的沐浴。这
里的土地多以浅丘为主，土壤中含有
丰富的微量元素。再加上高山巨大的
昼夜温差，李子更是尽情地享受着糖
分深度积累的快感。

■传统种植
丹棱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成千上

万斤的李子。每年二月，山坡都开满了李
子花，香味儿弥漫了整个村庄。从那时候
起，大家都盼望着李子成熟的时刻。

为了种出更好吃的李子，村民们
从不施化肥、不打农药、不催熟、更不
会打蜡。他们严格按照传统种植方
法，全部施用农家肥，引山泉水灌溉。

喝着纯天然山泉水长大的脱骨李甜
度更高，汁水也更加充沛。
■新鲜直供

买够网已经连续几年销售 5 月
脆李子，今年我们也是在丹棱的核心
产区精选了一家果园进行直销合作，
大家在买够网下单的李子，每一颗都
是果园的农户人工采摘、精心挑选，
带着新鲜直达您的手中。

金堂小丑梨，虽然它其貌不
扬，但是味道却一级棒。

金堂县龙泉山东麓，光照充
足，土壤肥沃，非常适合小丑梨生
长。小丑梨系选用优质梨树新品种
翠冠梨和龙泉梨杂交培育而成，在
生长过程中，按有机方式进行种
植，使用农家肥，不套袋，不用激素
膨大剂，原生态种植，无农残。由于
不套袋，外观布满果锈，样子很丑，
所以也叫小丑梨。削去皮，果实就会

呈现出汁液丰富的净白果肉，犹如
冬天里纯净的雪花，所以也叫“6月
雪”，又称魅梨！

去年，买够网就曾销售过这款
水果，许多网友都成为了小丑梨的
粉 丝 ，说 的 是

“ 在 天 气 炎 热
的 夏 天 ，冰 镇
一 下 小 丑 梨 ，
吃起来简直不
摆了！”

大蒜是家中常备的调味剂。本周，买够网上新了来自
温江的大蒜。这是温江著名的农副产品。国家质检总局
2006年批准对温江大蒜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温江大蒜蒜头扁圆形，形状整齐，外皮淡紫红色，是国
内罕见的优质品种，具有“细嫩味浓、清脆化渣、瓣肥脂重、
余香悠长、辛辣汁稠”的特点。“大蒜是个宝，常吃身体好。”
大蒜的食疗价值也主要是其中的大蒜素在起作用，大蒜素
通常在大蒜被切碎、磨烂和损坏的时候形成出来，而温江大
蒜的大蒜素含量高，在有着好味道的同时，更能满足更高对

“杀菌消毒”的期待。

温江大蒜
国家地标产品
蒜瓣饱满
味浓辛辣
■规格：2斤/4斤
■买够价：19.9元/25.9元

澳芒是闻名世界的芒果明星，
金黄色的澳芒，汁甜如蜜，香味非
常浓郁，肉质细滑鲜美，一口满嘴
是芒果的香味。不过，本周买够网
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热带的泰
国香甜澳芒。每年，这款水果的上
市时间仅有2个月，其圆滚滚的外
形和外皮浅红的颜色让它看起来
非常可爱。

泰国地处热带气候，年均气温

达到 25℃以上，降水 1600mm 以
上，种植成熟期早晚温差达15℃以
上。从许多粉丝的反馈来看，可以
说，泰国澳芒的品质一点也不输澳
大利亚。从口感上来说，泰国澳芒
的果肉饱满多汁，细滑绵密，极少
有纤维感，非常可口。

澳芒果实都比较大，单果重约
1斤，捧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果形
状似苹果，外表光滑靓丽，果皮金

黄，带有红色霞晕，十分漂亮。澳芒
成熟后会散发出浓郁的芒果醇香，
在室内摆放几个满屋都是芒果味
飘香，妥妥的馋到你口水直流。

现在通过
买够网下单，
收 到 的 都 是
人工种植、新
鲜 进 口 的 泰
国澳芒。

初夏水果上市大事件！
龙泉驿水蜜桃销售季即将来袭

6 月 26 日，“锦绣天府 梦
里桃乡”2018成都龙泉驿区梦
里桃乡水蜜桃产业园暨龙泉驿
水蜜桃电子商务品牌营销新闻
发布会，将在龙泉驿区长松村
三百梯广场隆重举行。届时，龙
泉驿水蜜桃家族中的人气佳品
和爆款新品都将纷纷亮相。对
于心心念念了一整年的龙泉驿
水蜜桃粉丝们而言，这真可谓
是初夏季节最值得期待的水果
上市大事件。

白里透红、甜蜜多汁被认
为是龙泉驿水蜜桃的特征。但
爱吃水蜜桃的你，是否听过“白
凤”、“白凤”、“五月脆”、“北京
27 号”、“晚湖景”、“吊枝白”

“松山”等名字？其实，属于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龙泉驿水
蜜桃是一个成员众多的明星水
果家族，有几十个品种，且每一
种都独具魅力。

今年究竟会带来哪些龙泉驿
水蜜桃中兼具颜值和品质的网
红爆款？下周二就将揭开答案。

丹棱5月脆李子
新鲜下树
酸甜脆爽
回味清香

■规格：5斤装
■买够价：49.9元

成都金堂小丑梨
皮薄核小 酥脆多汁 下单立减20元

■规格：12粒（净重5斤±2两）
■买够价：69.9元
■限时优惠价：
49.9元全国包邮（除偏）

泰国香甜澳芒
新鲜进口 肉甜多汁 嫩滑少筋

■规格：5斤/8斤
■买够价：52.8元/64.8元
■会员可以45元+200积
分购买5斤装，55元+200
积分兑换8斤装

在坊间，自古就有“端午
吃李子，吃了李子不打摆子”
的习俗。每年端午，老人们总
会在家里备好粽子、咸鸭蛋，
还有桃子和李子。李子的品
种有很多，但让许多好吃嘴
们爱不释手的还是要属四川
丹棱县的5月脆李子了。

本周买够网水果上新，
最想推荐给大家的产品之一
就是年年热销的 5 月脆李
子。产品经理拿回的 5 月脆
李子看起来玲珑剔透、浑圆
饱满，果皮呈紫红色，大家都
觉得甚是可爱。赶紧试吃，相
比其它品种的李子，这 5 月
脆李子吃起来肉质更加脆爽
细嫩，果味也更加浓郁多汁，
香甜的味道让人赞不绝口。
还有一点，它没有其它李子
的那种苦涩味，可以连皮一
起吃，更方便更营养。

此次我们推出的是5斤
装的 5 月脆李子，尝鲜价格
为49.9元，扫码即可预订。

山东晓蜜蜜瓜
果园直发 皮薄肉嫩 多汁味甜

■规格：大果5斤装
■买够价：36.8元
会员可以29.9元+300积分购买

龙泉驿水蜜桃7折尝鲜
果味浓郁 香甜可口 色泽艳丽

■品种：大久保
■规格：5斤大果（9-12枚）

5斤中果（13-15枚）
■买够价：49.9元/69.9元
■限时优惠：34.9元/49.9元

山东地处华东沿海、黄河下游，被称为中国温带水果
之乡。晓蜜蜜瓜外表圆润可爱，果香浓郁沁人心，果肉脆嫩
细滑，在炎炎夏日给您带来甜蜜的享受。

买够网合作的直供生态果园，远离城市，是技术标准化
种植基地，这里出品的晓蜜蜜瓜品质非常稳定。你下单后，
果园采摘的是八成熟的果子，经过人工筛选后，为您发货的
都是非常匀称的蜜瓜，而且是大果，让您吃起来更爽口。

目前正是龙泉驿水蜜桃大量上市的季节。龙泉驿水蜜
桃品种很多，此次买够邀请大家来尝鲜的是大久保桃。该
品种的特点是果形圆而不正，果皮底色乳白向阳面、顶部
及缝合处侧著红晕，果肉白色、溶质，肉质致密，纤维少，汁
液多，汁液多，风味浓郁，香甜可口，色泽艳丽。

本版采写 余兰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