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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仓库

厂房、仓库出租

位于麦冲村金殿水库右转 2.5 公里处，
车间约 2000㎡，办公室仓库约 300㎡，
总共约 2300㎡。带 10 吨行车和 5 吨
行车，带 400 千伏变压器，水电路通。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13095322188、13888669708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交
律师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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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华 区

郊

县

1650㎡标准厂房转让

配套设施齐全，有意者请致电或面谈
地址:晋城镇俊腾达工业园 C19 栋-1 楼
联系人:13888128888 郑先生
13888137808 陈先生

官 渡 区

盘 龙 区

1600㎡厂房出租

三通，
带 5 间房，
六甲福保路大
清河旁。13888527343

大板桥老工业园区厂房出租

大小均有，
适合食品企业，
可办证。13888070119

厂房出租

经开区巨力物流园旁 1900㎡，可
做厂房及仓库，大车 24 小时通行，有产
权，通三项电。13888211598

穿金路云山452号厂房出租 西三环2300㎡厂房场地房屋出租 500-2000㎡仓库出租 4 万平米厂房出租

5000㎡，招:美食城、海鲜农贸市场，办 海源寺公交车场旁，三通，适合汽
公楼，网吧，汽修厂等13908717165
修、
加工、
仓库。13888690164吴

转 让

学校食堂档口转让

已经营七年多的老店，含 10 个月房
租及设备技术，客源稳定，转让费八
万块。联系电话：
18388121538 罗

小板桥王家营铁路西货厂旁。

电话：13759444929

关上65㎡铺面转让

综合诊所急转

昆明走廊龙口位置，接手即可经营，
转让、承包均可。13987122300 篆新农贸市场旁，电话17665328067

交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对交易风险由双方
律师提醒：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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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区 1000㎡仓库出租

位于江东丽景园 267 号（车行天下旁）。整租、分租
均可，可提供货物代保管服务。15388843582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成熟地段，
有市场前景，
可分层，
可按揭

热线电话：
13888925262 翟
澄江种植养殖基地转让 保利中心公寓酒店急转
30 个房间，
证件齐全，
70 万。

内设内、妇、口腔科，月收入稳 土地 400 余亩，现有杨梅、蓝莓、大
定。杨 18388164340
樱桃、樱桃、油桃、黄金桃等，养殖

关上海明路，人流量大，现经
营业中550㎡火锅店出租转让 营时尚女装，可多项经营。 大学城综合门诊合作或转让

广告
305 号。证照齐全、设施完善、接手可营
电话：13708760492 陈先生
热线 ： 63306561 北京路
业，租金便宜、停车方便15288119765 苏小姐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交
律师提醒：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市中心 143㎡餐厅转让 新闻路沿街旺铺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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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水机场保税区附近，可做仓储、
物流、宾馆等 15988924991

厂区 5000 多 m2，肉牛 60 头。水
电路方便，小型水库一座，变压器
科室全，证照齐，仪器全，500㎡， 一座。可用作庄园建设。欢迎实地
非诚勿扰 15555152222 刘医生 考察，非诚勿扰。13529078278

医院转让及部份设备低价出售

D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麻醉机，手术
室设备，动力发电机及部份办公用品
等。
（九成新可现场看）17387595689

A13

广告

汽车后市

电话：
13888356637

云县12000㎡星级酒店转让

祥临二级路口，120间房，带会议室、餐厅、
停车场配套设施，客源稳定13658818520

超 市

经营中洗车美容店转让
230㎡火锅店转让 茭菱路537号25㎡铺面转让 医院转让、合作、托管 三间店铺，150㎡，接手即可经营， 临街超市转让
一环内，证照齐全，租金低，客源稳定。 房租 2.3 万/年，可经营奶茶、卤菜专卖、
呈贡斗南。蒋师 15889524846
位于禄劝县城，500m2。13888056620
2
牛奶专卖等，拒餐饮。13278729276
13888351400
电话：
14787485501
500m 营业中餐厅急转
1000㎡优质汽修厂转让
海埂路万达广场旁，环境好，地段优，停车

餐 饮

方便，接手即可经营。18687762022师先生

市中心60㎡火爆小吃店转让

学校·培训

300㎡潮牛火锅转让或承包 明通小学附近。电话13708722993杨 中、小学辅导学校转让或承包、合作

世纪城珥季路大澡堂正对面，地段好，房
租低，停车方便 15908808832 蔡女士

关上和甸营村120㎡餐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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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面

官渡区知名品牌火瓢牛肉店转让 穿金路 80㎡旺铺转让
带商标带技术带团队转让接手可经营，
成熟市场人流量大，因本人还有其它品
牌无心经营，非诚勿扰 15198726320 胡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机电二区商铺，现经营茶室，周边多个
小区，可多种经营。15559882051

旺铺出租
新迎小区田园路400㎡旺铺直租

休闲娱乐
官渡区游戏室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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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楼
高新区二环西路精装写字楼
1260㎡、75㎡优租，可分租。
13658875420

阶对面），商业用途。13518767073

地铁旺铺出售

昆明众辉机动车检测站

旺铺招租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六甲街道办小康路口福
保路边（海丽宾雅酒店旁）18987461301张

何女士 电话：13888550083

330 ㎡ ，精 装 修（带 两 车 位）
35 元/㎡。18669055399

土

地

托管或转让18869137158(刘主任) 有土地证 13187654321 陈

茶花宾馆临街旺铺招租

云玺大宅别墅出售

独立一层，
313㎡已装修，
可办公、餐饮、
端头别墅，证上面积 241㎡，送 120㎡花
医馆、超市等，
行业不限，
价格面议。
园，售 530 万。王 15288264520
13888379100 龚、13888600500 杨

利，
价格合理，
手续齐全13888765999

环城南路临街商铺招租
商铺二间：
27 平米、45 平米
15912116581

围是住宅生活区 15912153568 苏经理

电器、摩托车、鞋业、快递仓储物流、农超
市场。临近螺蛳湾欢迎广大经销商加盟
吴：13629605155、王：13888670885

房屋出售

市中心繁华位置洗车场转让

综 合

承龙水站转让

南市区商铺出售

宾馆·旅店

双机带店转让

13150757673

小哨周边大型现代化养鸡厂低转
长水机场旁酒店转让、出租 总面积
180 亩，因业主有事急转，其中有 10

共 700㎡，一楼饭店，2-5 楼
住 宿 ，急 转 ( 三 十 万) 或 出 租 幢养鸡厂房，可以同时养 20 万只蛋鸡、种植
蔬菜大棚90亩，还有一个14亩养鱼塘无需抽
(十二万)每年。非诚勿扰。 水，水资源好，证照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3668793008

综 合

有经济实力者面谈。15587228168

云大医院对面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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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有多块养殖用地流转

养殖证照齐，
均属三通一
纯一楼，层高 3.3 米。均价 2.3 万。现 有几十亩到上百亩不等，
在正式对外发售。13888023037 平，
可直接建场，
欢迎实地考察。18288957175

急售中央金座附一楼铺面一间
78 万出售 13888776065

昆明学院附近铺面招租

金殿叠加别墅低价急售

成熟地段、人气旺、全装修，可用于多种经营，有
意者前来面谈。13987604418、13759522129

房屋出租

二环边现铺出售

带车库车位，端头毛坯，证274㎡，位置户
型极佳，189万元。13888631275

新亚洲康盛商贸城市场
调整部分旺铺对外招租

大观商业城五星电器三楼，已装修好，适 地址：广福路体育城对面
合教育、培训、办公等 13211654775 电话：0871-67375888、67375666

东城片区商铺租售

新证已批，可营业13888476750

西双版纳勐腊县大型门诊部 大板桥工业园区内土地转让

呈贡万达旁小面积餐饮现铺，首付 12 万坐 长水机场五星级酒店招租
收租金，独立产权。陈经理18313875630 健身房、水疗、足疗、KTV 等配套设施，周

白塔路办公写字楼招租 小西门 850㎡学校出租
1000㎡，环境优越,交通便利。

体育城星都总部写字楼出租

医院·诊所

北站隧道北京路主干道，
接手即可
经营。电话：
13330449229 毛

新亚洲体育城片区，每月 8 千左右桶
生意好，房租低，证照齐全，位置佳， 水，转让费 15 万左右 15198999732
店主有事急转。13888687069

优质美容美发学校转让

适合餐饮、小型医院、诊所、办公等，价格 房屋办公楼仓库场地招租
300㎡-3000㎡仓库
面议13987436818高、13908717761贾 经开区普照汽车城
场地，
24小时进大车，
办公楼出租，
交通便

交 民航路 60㎡成熟旺铺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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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门面，
两面临街，无转让费，
（融城金

18064869419，15398632991

地段好，
环境优雅，
设施设备齐全，
资源
丰富，
营业中，
现有在校学生数十名，
现
对外承包、合作。13888517082

离菜市场一百米，位置佳，房租 7 万一 500㎡独栋餐厅转让
年。13529376433，15912186200 客源稳定、证照齐全（全免税）,接手可 办学资质设备齐全，接手即可
经营。电话：
15398444307
经营、房租 12 万/年。13888271838
旺小吃店优转

安康路，证件齐全，接手即
可经营。13888182669

新螺蛳湾诊所转让

宾馆出租

官南大道1730 号，
21 个房间。
有意者洽谈 13888439488

马街 8000㎡房屋出租

电机路大楼 1 幢 4 层楼，可做医药仓
库，超市等 13888947219 吴女士

一中旁，16000元/㎡。68390238
天天物流城铺面出租

广福路延长线与呈黄路之间，交通方便，价格优惠，有意者前来面谈。

13608873451 、
13888057873、
63932246
本公司在官渡区、
经开区有
大小商铺、住宅数十间，面 沃尔玛旁临街店铺出售
积 10 ㎡ -2750 ㎡ ，可 用 于 总 价 25 万 到 50 万 一 间 ，带 租
开店、娱乐、餐饮、仓 约。张女士 14787816762
安康路 168 号“鹤兴阁酒店”共 5 层（4 办公、
位于高新区正大紫都后鑫苑别墅一幢，面积
至 8 楼，含一楼大堂），本楼可经营 储等。另外还有一个 3400
KTV、商务办公等，
租金面议，
非诚勿扰。 ㎡的生鲜市场整体出租。
前兴路独立商铺出售 水电通，地面平整，地段好，交通便利， 700 平方米，停车方便，适用于办公司、教育培

3725㎡物业出租

郭女士13888879711、吴女士13629611116

学府路教室出租

63642881、
13888896125李

拓东路世博大厦写字楼
80㎡-2300㎡出租

即租即用，
配套齐全。

63104606、13987638733
市中心精装写字间出租

小 西 门 旁 ，面 积 736 ㎡ ，好
停车。18184880804

教场西路写字楼·仓库出租
500㎡~1000㎡，可分租13669748172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餐 饮

地

45 亩地块出租

13608844672

上门办理，
速度最快，
价格最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招 租

面积 18-40㎡，可马上经营，单 可用于堆放钢材、汽车 4S 店停放新车，
也可用做花卉苗圃市场等，价格面议。
价 1 万起。张 15368899978
地址：昆石路王家营收费站下 2 公里处

领秀知识城旁现铺出售

夏 13987268968、尹 13888154796

武定1300亩生态农场出租或转让

成熟商圈 10-200㎡，6000 元/㎡起。
咨询电话:18313709570
含小水库一个，水、电、路通，诚寻合伙
13987863676、17787880759 黄

云南旗骏专业维修市场招租 滇池康城产权车位

13577124540
彩云北路与贵昆路交叉口，云南 优价出售，
旗骏汽车服务广场正式招商，面
双地铁口现铺出售
积 10000㎡，可以分租，针对汽
人流量大，1.2 万/㎡，50㎡，首付 15
车后市场的各种中高端产业。
李 13888982007、刘 13888095518 万，收益稳定。沈俊 15198733561

别墅出租

训、驻昆办事处使用。电话：
13888261286

25000㎡楼房出租

广福路与呈黄路之间，
手续齐全，
整体出租。可用于酒店、
办
学、
医院等，
环境好，
交通便利，
四通八达，
有意者前来面谈。

13608873451、
13888057873、
13759522129

80亩土地招租或合作 人民东路综合楼整体招租
证齐，可用作养老、学校项目。

太平村地铁站口
1500㎡一楼带二楼

人民东路 522 号，距离大树营立交桥 200 米，六层综合
楼及停车场整体出租。底层临街商铺建筑面积约 500
㎡，2-6 层约 3400㎡，辅助楼 260㎡，停车场、洗车场约
昆明玉器城酒店式标准公寓急售
900㎡。适合医院、酒店、娱乐、办公等，诚寻有实力的
80 个房间每平米 2800 元现金，另有大堂
一间 130 平米。李师 13888462296
离昆明市区 18 公里处，环境优 公司或个人前来承租。联系电话:13669764968 王

13888191551

三本产权证，带租约，80 万/年，收
益稳定。15198867737 陈先生

13708482897

100亩山庄场地出租

全框架直租15元/㎡，经营不限。 西市区 300 平米商铺急售 美，内设客房、餐厅、鱼塘、歌

厅、篮球场等娱乐，价格便宜。
联系电话：13888011126 陆

昆明唐风采科技隐形无痕增发 官网：www.tangfc.com

相信我一次，
相信我一次
，自信您
信您一生
一生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
增发，
少多少，
增多少，
可做

寸 ，前 发 际 ，背 发 ，女 发 增 密 ，增 多 ，遮 白 发 。
封闭式全新学校食堂招租 毛
22 年增发技术经验 解决脱发、
白发、
秃顶及头发稀少者的烦恼！
食堂、
各类小吃、
超市等。
咨询热线：0871-63110577 63110477 地址：昆明市南屏街88号世纪中心7楼712室（家乐福旁）
电话：
13888145267

唐风采创始人唐利民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土

东航投资大厦甲级写字楼招租

面积：单个工位、20㎡-2000㎡及整层均可租赁 详情请扫二维码
★风格多样的商务装修，
短租和长租模式的自由选择；
★开放或私密的共创空间、只需带上电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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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