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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 14 日 星期四

大幅提高老酒收购价格 此时变现正当时!

喜迎
国庆
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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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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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

县

西 山 区
3700㎡厂房出租

西山区海口农机修造厂，
动力电，
三
通，900㎡车间带行车，办公楼 3 栋
13985444918、
13888887008

呈贡标准仓库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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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后市
东站大型停车·洗车·修车·铺面转让

15187020100无实力者请勿打扰
世纪城300多㎡洗车美容店急转

客源稳定，证照齐全，低价 6 万急
转。有意者请联系15912475635

餐 饮
小西门160㎡中餐厅出租转让

精装修，设备证照齐全，低价转让，18388154086、
13099999696、18669023048

官 渡 区

闹市区营业中餐厅出租或转让
550m2，
租金低停车方便，证
照齐全 13700652668

位 于 昆 明 空 港 经 济 区 大 板 桥（里
长路旁）。带现成住房，办公室，鱼
塘，
菜地，
水池，
且绿化好，
是企业发
展的好地块(可分租)，
三通。可根据
需 求 进 行 新 建 ，扩 建 ，或 者改造。
15925234419李先生、13608889077邢先生

餐馆因事低价急转 西城时代150㎡餐厅转让

先到先得，免费赠送技术13987179282 非诚勿扰 18388202722
长水机场旁商铺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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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小吃店优转
安康路，证照齐全，接手可经营
1596951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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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面
旺铺转让

土桥村饺子馆 44㎡转让
联系电话：18208817853

经营中特色餐厅转让 广福路干洗店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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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报纸，送网站广告+微信广告
官网：www.YNDFL.com
咨询电话：63306561、68391008

380㎡餐馆低价转租 400㎡品牌火锅店低价转让
经开区云南国土资源学院对面，

广福路与金广路13888656984杨

经开区顺通大道旁厂房，仓库招 大小均有，
适合食品企业，
租，
水电路三通13888257300罗 可办证。13888070119

独门独院，交通便利，三通，80 千瓦变压
器两台 15887011007、13629483578

仓库出租

干海子有仓库1000㎡出租

每平方 12 元。有诚意者电话联系
13577008881、13759581311

大板桥厂房、
仓库出租

6500㎡可分租，有住宿，可做行调车间，
三通，可进大车，适合各类型厂房仓库

13888786318 翁、13888952538

北市区金实小区280㎡餐厅转让 半山温泉浴场低价转让
营业中。电话18387142291

优质连锁品牌布兰奇干洗店客源
稳定接手可经营。13398843411

现有安宁市温泉镇一高端泡澡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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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6 年房租，转让费面议。

联系电话：18208779261

680㎡厂房仓库招租 大板桥老工业园区厂房出租
黄龙山粮库内 500-1500㎡;云大西路
昆明学院旁 150-2000㎡，单门独院，交
通便利，安全境优。13116220598

上门办理，
速度最快，
价格最低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成熟地段，
市场前景好，
可分层，
可按揭

热线：13888925262 翟 18687138137 李
欧式豪华温泉酒店转让

金马路主干道临街独栋 7 千多平 141
间客房，
有餐厅停车场，
免水电费。
电话：
13759525319

天城宾馆急转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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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高档茶楼转让 环城南路酒店转让

新精装修、豪华包间、全新雀友麻将机，设
施齐全，房租低，转让费低13619692726

130 间客房,有餐厅，带停车场，
价格面议 18183521819 王师

珥季路凯姆德酒店一楼洗浴中心转让 四十三医院后门客房急转
电话:15808714635

27 间房，证照齐，生意爆，因改行
急转。电话:13648719700

K丅V、酒店、足疗转让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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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旅店

休闲娱乐

单机带地址优转

唐师 18087259816

南亚对面船房新村水站急转
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
联系电话:18108853665

医院·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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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龙商场附近中通快递经营权转让 官渡区大型诊所转让或合作
电话 18987490234

南亚风情宾馆急转 承龙桶装水站低价急转
前福路旺铺优转 证件齐全，客源稳定，新装修，因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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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扫码咨询

220㎡厂房出租
中林建材城旁、三家村、另有住房
100㎡可办公用、小套间、有动力
电 150 干瓦。15877979398 张

龙院村临街 960㎡
13064279260、13888699635 马金铺1200㎡厂房出租

4.8 亩厂房出租 空地·生产车间招租

位于高峣小康村，办公楼 1600㎡，
钢架大棚 2000㎡，配备 200 千伏
变压器，水电齐全。适用于生产、
仓库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 办公、综合基地、仓储养老机构等。
13888180898
越，详情咨询 15087775969（孙师） 联系电话：

转 让

五 华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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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18314336360

土

地

急转15877962313，18314178035

因家有急事 15887839739

农大旁蒜村招待所转让

做报纸，送网站广告+微信广告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官网：www.YNDFL.com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标间15个，普间4个18725113564

咨询电话：63306561、68391008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租金低人气旺，稀缺位置，适合
交通学院旁酒店转让
农家菜、火锅、串串香等多种项
普吉路临街8层独栋138间客房，豪华装修、大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目。26万转让13888362982 证照齐全 13888874823 堂气派、两部电梯、合同期长18388289109 可供规模化大、中、小型种养殖选择，三通养殖证照齐。18288957175

丹霞路酒吧转让

上门办理，速度最快，价格最低

出租·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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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南屏街东口100㎡餐饮旺铺租或转
客源稳定，生意火爆13529010125

写字楼
教场西路写字楼·仓库出租
2000㎡，可做宾馆等13669748172

写字楼出租及出售

丰园大厦16楼1119.8㎡ ，嘉诚大
厦3楼170㎡ 出租、出售。经开区
工投办公楼 2 楼 1210㎡，3 楼
816㎡出租。1591161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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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200㎡临街旺铺房东直租

环城北路茶花宾馆临街旺铺招租

独立 2 层 743㎡，已装修，可做办公、
餐饮等行业不限。13987666352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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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8213853690 黄

约 400㎡旺铺招租

寺瓦路美食街商铺招租
房东 13888611956 周

春城路证券大厦
700㎡、300㎡办公楼
对 外 招 租 ，消 防 全 覆
盖，可办学，美容店，办
公等。15969436797

江岸小区文化中心580㎡场地招租

招租项目:培训学校、公司、舞厅、美容、
美发、足疗城等拒餐饮 13908852462

海口滇池温泉大型土地承包租转

七 月 开 业 ，花 海 旅 游 ，休 闲 ，山 庄 ，

综 合

环城西路278㎡临街商铺招租

适合做餐饮、足疗、小型医院、办公
室等，有地下停车场。13987187863

社科大厦一楼,适用于设立公司旗舰店，商品
展示厅，超市，康体健身、教育培训、餐饮糕点
房等 13577083402 赵、15812129960 张

商铺招租

昆明南市区滇池路片区
环湖路片区，别墅 1 千多套面积
（160、220、280、400、521、1000） 首付 10 万买总价 100 万现铺，月
平米，价格低 13888023037 供 3000 元。范 13529073139

低首付旺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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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房屋出售

昆明都市枫林花园联排別墅

一套，4 层，使用面积约 380
平方米，现急售，有意者电
话联系 13908864828

呈贡经开区石龙路 3808 号，厂房二
2
栋 9500m（证面）
，写字商住房四栋
2
12500m（证面）
，五证齐全，可分开
出售。位置优越，价格优惠，欢迎 5700 元/㎡，现铺，地铁口，可做餐
购买。13708713999 饮，售楼部直销。13008657406

急急急急

出售幼儿园设备及证 呈贡云医大旁商铺出售
149 平米，
12000 元/平米
18988490126 面积
联系电话：
18687813465

房屋出租

大型医院出售

碧鸡路占地 25 亩，建筑面积 75000
平共 4 栋售价 3.6 亿，王 15288288873

北市区和谐世纪现有320㎡餐饮旺铺及80㎡小吃铺面直租

可经
云大医院对面房屋出租 650㎡层高 7 米铺面低价直租，

房屋出售

营教育培训、
儿童游泳馆、
餐饮等。
明 经 理 0871-66666555、13529119392

东航投资大厦甲级写字楼招租

昆明水泥厂小区现有网吧、洗车场、敬老
院、幼儿园、医院（房屋面积1400-2600㎡，
面积：单个工位、20㎡-2000㎡及整层均可租赁 详情请扫二维码
均有独立院坝）合同到期，昆明水泥 餐饮、零售 7-20 平米，11 万／间 ★风格多样的商务装修，
短租和长租模式的自由选择；
起，
昆百大物业 张15368899978
厂物业服务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租。
★开放或私密的共创空间、只需带上电脑，即可
招租热线：0871-68417980 马先生 资产处置
（可更名）

土

地

穿金路成熟地段大酒店招租 依山傍水600余亩度假村转让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一楼二楼三楼招租，
适合做餐饮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足疗等。电话 13888439758 徐

温泉资源 13095338325

办公室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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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城东路 18 号南方物业大厦办公室出
5000㎡，
18608772910 骆女士
租，面积 73-105㎡/套。68063827

招 租

200 亩证齐土地可建养老

①临街 180㎡-350㎡-530㎡餐厅直租， 养 种 植 ，大 型 寺 庙 。 13529386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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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西门大观商业城旁二楼，适做办 6亩场地，3000㎡厂房综合办公楼招租
地址：昆明市羊方凹原钢材市场旁
公、培训等。13085352933
联系人：金先生 13577153844

塘子巷商业出租

买地建房

南屏街三楼出租 院、私人别墅、设施齐全、有

位于昆明学院和骏信汽配城，各种业态均可，
药店、诊所最佳，无转让费13888909109 祥云街口优质商圈 660㎡，可做餐
饮，可多项经营。15887878980

商铺出租或转让

富民县周边有多块种养殖用地流转

土地经营期限 60 年，己开发 60 余亩，水电
路皆通 ，整体转让或出租13769880789 张

西市区大学门口临街铺面

牛街庄大麻苴别墅区多套双拼别墅
处置建筑面积 416㎡套内面积 350 层
高3层半处置价136万13987148128陈

做报纸，送网站广告+微信广告
官网：www.YNDFL.com
咨询电话：63306561、683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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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优质资产，产权独立，管理成熟，不受面积扩展的局限。

68020666、
68021666

昆明市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107A室（春城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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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