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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高老酒收购价格 此时变现正当时!

北京著名老酒鉴定师
昆明怡和老酒收藏馆

驻

昆明饭店

免费上门
鉴 定 、收 购

186 6902 9999

活动时间：每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咨询电话：
活动地址：昆明饭店一层会议室（公交路线：2、5、23、47、50、52、63、71、78、83、89、105 东风广场站）

钱老师专辅中考数理化

9 年实战经验，一直专注于中考数、理、
化的教学及命题研究。18987151030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交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提醒：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北校区

招生培训
●快拿专本科 65198578、13888174771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交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
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
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提醒：

汽车维修、汽车美容、汽车铜漆
工、汽车电工、电喷等。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茨坝
龙欣路 25 号
电话：0871-65817338
网址：www.ynxxnzx.com

纯钢花园写字楼租售

新区万达对面 5A 标准 9000 元/㎡起，单间
45-275㎡，200 米标高+4.1 米层高+首创空
中花园+12米挑高大堂。18213998420

华尔顿大厦20楼176.5m 办公楼出租
2

展示厅，超市，康体健身、教育培训、餐饮糕点
房等 13577083402 赵、15812129960 张

房屋办公楼仓库场地招租

经开区普照汽车城 300㎡-3000㎡仓库
场地，
24小时进大车，
办公楼出租，
交通便
利，
价格合理，
手续齐全13888765999

商铺招租

旺铺出租
商铺出租或转让

电话：18213853690 黄

一楼二楼三楼招租，适合做餐饮
足疗等。电话 13888439758 徐

西站工人医院旁商铺出售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穿金路成熟地段大酒店招租

环城北路茶花宾馆临街旺铺招租

建筑：174.14m ，后面带140m 仓库，六道卷帘门，现
2 层 743㎡，已装修，可做办公、
年租33万元，售价495万元15368062887 独立
餐饮等行业不限。13987666352陈
2

2

约 400㎡旺铺招租

寺瓦路美食街商铺招租

交通便利（地铁口），
地理位置优越，
可整租、
可分租，
证照齐全。面积约
①临街 180㎡-350㎡-530㎡餐厅直租，
5000㎡，
18608772910 骆女士
已装修，设施全，层高 6.5 米，接手可经营。
②非临街 570㎡餐厅直租，已装修，设
施全，层高 6.5 米，接手可经营。
③前旺路营业中洗车场转让，接手可经营

写字楼

拓东路世博大厦写字楼
80㎡-2300㎡出租

房东 13888611956 周

63104606、13987638733

环城东路 18 号南方物业大厦办公室出
租，面积 73-105㎡/套。68063827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交
律师提醒：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汽车后市

房屋出租
整栋房屋出租

官南大道立交桥旁，适合开旅社宾
馆等。联系电话:15288115227

房屋出售

金殿叠加别墅低价急售

端头毛坯，证274㎡，位置户
做报纸，送网站广告+微信广告 带车库车位，
型极佳，189万元。13888631275
官网：
www.YNDFL.com

咨询电话：63306561、68391008

餐 饮
正义坊餐饮招租

南馆二楼 450㎡
电话：
13629632578

客源稳定，生意火爆13529010125

土

地

买地建房

200 亩证齐土地可建养老
6亩场地，3000㎡厂房综合办公楼招租 院、私人别墅、设施齐全、有
地址：昆明市羊方凹原钢材市场旁
温泉资源 13095338325
联系人：金先生 13577153844

办公室出租

旺小吃店优转
安康路，证照齐全，接手可经营
15969513526

经营中特色餐厅转让

双地铁现铺出售

单价 6500/㎡，如 50 平米优惠完首付只
需 10 万，售楼部沈经理 15198733561

独幢五层住房急售

麻 园 片 区 ，位 置 佳 ，可 做 旅
馆，
餐饮等。15096678489

起价地理位置、户型好13888023037 张师

呈贡云医大旁商铺出售
面积 149 平米，
12000 元/平米
联系电话：
18687813465

铺面
旺铺转让

土桥村饺子馆 44㎡转让
联系电话：18208817853

广福路干洗店优转

优质连锁品牌布兰奇干洗店客源
稳定接手可经营。13398843411

珥季路凯姆德酒店一楼洗浴中心转让
电话:15808714635

官渡区游戏室转让
证照齐全，营业中13888476750

前福路旺铺优转 K丅V、酒店、足疗转让

13529048597、13888771015

北市区金实小区280㎡餐厅转让

休闲娱乐

宾馆·旅店

400㎡品牌火锅店低价转让

600m 桑拿对外承包或转让

招待所转让

租金低人气旺，稀缺位置，适合
农家菜、火锅、串串香等多种项
目。26万转让13888362982

长水机场旁商铺转让

西城时代150㎡餐厅转让

先到先得，免费赠送技术13987179282

位置绝佳，130㎡做餐饮，接手
即可营业。15877996016

市中心和平南路知名小吃店转让

可做中餐、串串香，旁边草墩炒菜天天爆满，面积
180㎡（可用360㎡），租金2万/月15559787818

2

黎明路，
接手可经营，
证 周边多个批发市场，
客源稳
定，
环境好。15911616170
经开区云南国土资源学院对面， 照齐全13888358188

餐馆因事低价急转

非诚勿扰 18388202722
珥季路 300㎡餐厅转让出租

小板桥华潮水产，
位佳，
租金低，
接
手可经营，因本人有急事需转让
18788478493、
18183875791

一楼酒店正门入口处右侧 22㎡
商铺出租。谢绝餐饮、
珠宝。

联系电话：63179097、13648859770

4.5米层高甲级写字楼急售

位于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万派中心，
二层面积 1006m2，六层面积 503m2，可
拆 分 搭 建 两 层 使 用 ，手 续 齐 全 。

联系电话：13183665555、13888898870

上门办理，
速度最快，
价格最低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东航投资大厦甲级写字楼招租

市中心高档茶楼转让 财经大学旁招待所低价转或租 单机带地址优转

有停车场，经营正常，有稳定客源，因合伙
股东意见不合转让18687434888 余

餐 饮

旺铺招租

新精装修、豪华包间、全新雀友麻将机，设 证照齐全，客源稳定，有意者垂询
施齐全，房租低，转让费低13619692726 13648813195、15808710991

北市区洗车场营业中转让

转。有意者请联系15912475635

大型医院出售

昆明都市枫林花园联排別墅

广福美食城240㎡餐厅，设备齐全、证齐
全接手即可经营15288129002非需勿扰

世纪城300多㎡洗车美容店急转 营业中。电话18387142291
客源稳定，证照齐全，低价 6 万急

急急急急

5700 元/㎡，现铺，地铁口，可做餐 碧鸡路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75000
饮，售楼部直销。13008657406 平共 4 栋售价 3.6 亿，王 15288288873

低首付旺铺出售 面积：单个工位、20㎡-2000㎡及整层均可租赁 详情请扫二维码
短租和长租模式的自由选择；
首付 10 万买总价 100 万现铺，月 ★风格多样的商务装修，
★开放或私密的共创空间、只需带上电脑，即可
供 3000 元。范 13529073139
在甲级商务写字楼环境中享受创业、办公的乐
趣及东航客服的五星服务；
★多家知名企业入驻，高出租率、地理位置优越、双地铁站；
一套，4 层，使用面积约 380 ★国有优质资产，产权独立，管理成熟，不受面积扩展的局限。

地理位置优停车方便，可带技术转，转让费
面议，经营面积：170㎡18988414581

证照齐全

一带一路投资

海口滇池温泉大型土地承包租转 平方米，现急售，有意者电
68020666、
68021666
七 月 开 业 ，花 海 旅 游 ，休 闲 ，山 庄 ，
话联系 13908864828
昆明市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107A室（春城路站）
养 种 植 ，大 型 寺 庙 。 13529386491

960㎡餐厅转让

地 址 ：官 渡 区 民 航 路
400 号 城 投 大 厦 A 座
一楼 A1-6（后停车场）
电话：
18087112333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云大医院对面房屋出租
云南绿洲大酒店
适合做餐饮、足疗、小型医院、办公 拓 东 路 80 号 ，

南屏街三楼出租 南屏街东口100㎡餐饮旺铺租或转 昆明南市区十里长街好房出售
68、91、109、121、142、144（平米）9000元／㎡

小西门大观商业城旁二楼，适做办
祥云街口优质商圈 660㎡，可做餐
公、培训等。13085352933
饮，可多项经营。15887878980

塘子巷商业出租

品牌婚介

诚租青年路 448 号，精装景靓，含办公隔断，
室等，有地下停车场。13987187863
51元/m2，长租可议。18088121214 李 昆明水泥厂小区现有网吧、洗车场、敬老

招 租

友情提示 使用本栏信息请查验核实对
方真实有效证件，
谨防受骗，

●金百合 200 元起服务到牵手 63165107

278㎡临街商铺招租
春城路成熟地段办公楼招租 环城西路
社科大厦一楼,适用于设立公司旗舰店，商品

邻地铁火车站，共 500㎡，小间 20㎡低至
800元，可整租可分租。曹师：13700696843

东校区

因征婚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的
厨师、中西式面点、家电等
相关内容，
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金沙路 263 号
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矿业、农牧业、
电话：0871-67193481
旅游、地产、医药、新能源等。同时高
●曼菲诚信专业婚介
65667608
薪诚聘商务代表（本广告长期有效）
网址：www.ynxxnzx.com
●27 年社区中老年婚介 13529004189 13349180118 闵经理
随到随学，学会为止，颁发全国通用的资格证书、上岗证书！
邮箱：
YDYL518@163.com

院、幼儿园、医院（房屋面积1400-2600㎡，
均有独立院坝）合同到期，昆明水泥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厂物业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招租热线：0871-68417980 马先生

鑫港家居建材城，双凤路与广
福 路 交 叉 路 口 B 区 1-9 号
400㎡，除餐饮外业态不限。

微信扫码咨询

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 婚介·交友 理财咨询
一次投资学艺，十年免费进修。

63306561 68391008

家教辅导

鉴定及收购范围
1、茅台酒：1953 年-2017 年单瓶、整件都可以。
2、名优白酒：2000 年以前，董酒、五粮液，剑南春，泸州老窖、杏花
村、
汾酒、
习酒、
习水大曲、
鸭溪窖、
杨林肥酒等各种单瓶或整件的名优酒。
3、洋酒：轩尼诗、马爹利、XO、V.S.O.P、蓝带、卡穆、路易十三、拿破
仑、芝华士、威士忌。
广告

●3·15婚介全国领导领军品牌63621943
●找好对象，首选云南相亲会 66010716

教育培训
广告
热线

A15

广告

唐师 18087259816

环城南路酒店转让 南亚对面船房新村水站急转

130 间客房,有餐厅，带停车场，
价格面议 18183521819 王师

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
联系电话:18108853665

四十三医院后门客房急转

医院·诊所

综 合

口腔、中医理疗科、小儿推拿合作或整
体转让、合伙等。13987688551

27 间房，证照齐，生意爆，因改行
急转。电话:13648719700

社区卫生服务站寻

承龙桶装水站低价急转 诊所服务站转让或合作

因家有急事 15887839739 长年聘医生 13708485478

单机转让
电话 13518750369

昆明市快递一级代理权转让

昆明经营中中医馆急转或托管

地理位置优越，因无瑕管理，
一 至 三 楼 500 多 平 方 装 修 豪
华，手续齐全，如有需要，请联
系面谈 15808888811 吴师

半山温泉浴场低价转让

交通学院旁酒店转让

联系电话：18208779261

间客房，
有餐厅停车场，
免水电费。
电话：
13759525319

13187811558 电话：
18314336360

天城宾馆急转或合作

富民县周边有多块种养殖用地流转

普吉路临街8层独栋138间客房，豪华装修、大
现有安宁市温泉镇一高端泡澡浴 堂气派、两部电梯、合同期长18388289109
场，使用面积 5 亩多，租期 28 年，
每年房租 3 万元，因有事要转让， 欧式豪华温泉酒店转让
含 6 年房租，转让费面议。
金马路主干道临街独栋 7 千多平 141

丹霞路酒吧转让

证照齐全 13888874823

37 个标间，
房租 7 万/年，
周边有 600
多个工厂，
含 18 个月房租，
可续签。
18687613185、
18987880615

18087272343

单机优转或承包 官渡区大型诊所转让或合作

可供规模化大、中、小型种养殖选择，三通养殖证照齐。18288957175

没买到往期报纸？请联系我们，快递递送，轻松订购，详询：0871-63306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