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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厉害了，我的国》
获内地纪录片票房冠军
上映 11 天，昆明总票房达 270 万元

据猫眼数据，目前纪录电影《厉害了， 了，我的国》于 3 月 2 日全国上映，在同档上
我的国》上映 11 天累计票房已达 2.4 亿，超
映的几部影片中，
《厉害了，我的国》的各方
越《二十二》
（1.7 亿）登顶内地影史纪录片
面数据都表现强劲。目前，
《厉害了，我的
票房冠军。昆明总票房达 270 万元，排片
国》在昆明的排片基本维持在 7.5%以上。
占比 7.5%，场均人次 30。
记者从 SFC 上影影城永华店相关负
《厉害了，我的国》 由中影和央视联合
责人处了解到，影片自上映以来，口碑票
出品，是在央视财经频道的纪录片《辉煌中
房持续走高，且包场不断，最高一天包场
国》基础上改编而成。该片记录了过去五
达 10 场，9 日当天的包场也达到了 9 场。
年以来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
每位看过影片的观众都被深深震撼，刷新
国网等超级工程的珍贵影像，以及背后奋
了对祖国的认知，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斗在一线的普普通通中国人的生活。
《厉害 “这部主旋律纪录片以朴实无华的情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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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疏通

抽粪67382255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改管

抽粪65100884

疏通68333000
抽粪13769169619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抽粪65733768
厕所

●疏通改管抽粪 65352600、68305000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专业疏通改管修马桶钻孔 63350203
● 优 价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疏通 优价 清沟 改管

疏通马桶 24 小时

13698737350

家政服务

燃心中热血，影 片 将 大 国 与 小 家 紧 密 相
连，除了展现超级工程和国家重器外，还
从平凡人的视角展现了不畏艰苦、开拓进
取等精神”、
“ 央视之前播放了一系列关于
国家建设发展成就的纪录片，但是一直没
机会看全。
《厉害了，我的国》把我们国家建
设的成就浓缩在 90 分钟里，制作精良，无
论是故事还是视觉感受都超出了我的想
象，精彩程度不输好莱坞大片，我要给这部
电影一百个赞。”
本报记者 马军艳

清洗·保洁

卷帘门

太阳能

沙发翻新

防水·补漏

二手回收

修锁开锁

装修·设计

●仙境家政价优满意再收钱15288319515 ● 65398896 梦 想 1.5 元 保 洁 . 地 毯 ●厂家低价做修 1 3 8 8 8 4 0 0 9 9 7
● 家诺家政 64153300
●蓝月亮保洁 66922420
●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 63321639 ●同兴太标太阳能安装维修63362555 ●家具沙发维修翻新 换皮/布67264509
● 勤 实 家 政 13888729465 ●太标同乐净水器光伏电太阳能 64631083

保姆·钟点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天地专业防水堵漏 13888482685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 64128233
●慧芳家政 64166727、
15808765356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 65628730 ●备案换金点原子锁开修保险柜64133110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妇联保姆

西 站 店 65333663
篆 塘 店 64116663

金碧店63111848

电脑维修

●诚实专业上门修电脑15808841311

云红
装饰

65115156

●专业工装商铺办公室装修 18587269170
● 装 饰 工 长 15388838707

机动车服务

收购、回收报废汽车
13908866158

综 合

康复养老院
65524668、65524568

地址：小西门潘家湾 44 号

64595878

上门办理，速度最快，价格最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文化空间 100㎡小吃店优转

新闻路商业中心底商，
新装修，
人流多，
生意好，
接手可经营18608717392杨

266㎡餐厅急转

餐厅转让

因无法经营，现有一批高档餐饮设备急
需处理，种类多，可实地察看，有意者电
联：13708855789、15912564343 刘

长水机场航站楼内茶餐厅转让 肿瘤医院旁面馆转让

经营中,客流量大，证照齐全，接手即可
经营。因转向经营急转 13888597165 张

昆州路281号新装两层130㎡，年租金26万，
7年合同，水电气居民价格 15608853888

岔街35㎡经营中小吃店转让

湖畔西路90㎡清真小吃店转让

接手即可经营19987766495

营业中，客源稳定，停车方便，楼上
可住多人 13658898369 陶然雅苑

600 平米餐饮旺铺转让 东寺街步行街350㎡米线店转让

位于大板桥开发区，
位置佳，
生意好，
全新装修,可做炒菜、火锅，接手即可
南市区繁华商圈，
带全套设备正常经营，
低价
经营，
价格面议。15969552173

经营中10年餐饮老店优转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市中心就餐人多，
超低租金，
60 元/㎡，
350㎡，总 2.1 万/月，现分隔为 2 个铺
面，
也可合为 1 个。13888653461

63306561 68391008

餐 饮

67166253
68242668

书林街儿童医院旁餐馆转让

转 让
广告
热线

优惠价 180 元起

优转或分租，
13888219276、13888586626

正常经营中，证照齐全15687757993

金牛

二十年搬家搬厂

全市超低价

专业搬家搬厂、
优价收费

搬家搬厂 拆装家具

专业拆装家俱

律师提醒：

专业搬家、
办公室、
搬厂

长短途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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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预约可优惠

广告
热线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官渡妇科诊所低价转让

高聘司机搬运工各一名

搬家搬厂、
全国州市货运

搬家搬厂24小时服务

货 车 全 天 入 城 67158660

全国连锁、
全天入城

小康搬家
春苑
68235988
春天搬家
搬家·物流
迁和搬家 顺迁 64182211 65356568
63306561 68391008
鸿信搬家 65817781
和顺搬家
65366088
全国连锁
顺福搬家 64108602
63199828
顺达
诚信单位 68212778
超低价骆驼搬家 65188818

铺 面

大学旁宾馆转让

15 个标间，
1 楼 2 楼商铺，
房租
低，
非诚勿扰 18288612728

30 间房，证齐，客源稳定，因家里特殊原
因转让，接手即可经营。18988153180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zszr/

宝善街17㎡旺铺转让 保利大家温泉酒店转让
李小姐:13700617357拒餐饮

茭菱路西段17m2 旺铺转让

6千平米、7年合同、8层临街，138间客房，双
电梯带餐厅停车场，豪华装修18388289109

珥季路大澡堂旁酒店转让

拒餐饮。13888113326 56 个房间，四周 KTV 众多，证件齐全，价
格合适，有意者面谈15808886662邓师

东寺街中段优质铺面优转
北市区 1800㎡经营中 十五年老店客源稳，
位置佳，可空 高铁南站旁宾馆转让
28 个全标准间，
位置好，
紧邻
经营范围不限15125488417
大型火锅店转让 转，非诚勿扰。13888670599 杨 新装修，
师范大学和理工大学，有意者可实地
考察。联系电话：
18988462210
设备证照齐全；另宜良经营中独立
中餐厅整体转让或承包
酒店转让：有 90 个标间及会议室 全新精装修铺面转让或出租
春城路和环城南路交叉口百富琪商业
安康路脑科医院旁，280m2,地段好，客
源稳定，接手可经营。18213558443

广场,500m2,经营中 13888225581 杨

千人学校食堂窗口转让或合作

大商汇希望汇两餐厅转让

①面积 1300m 、②面积 150m
2

2

棋牌室，设备证照齐全，有固定客
源，接手即可经营，13888961108

珥季路世纪水汇旁，122㎡,行业不
限。15877742004、15877729969

建设路100㎡餐饮店低价急转 房租低，位置佳，客源稳定，因公司 地段好临街150㎡旺铺餐厅转让 万达广场附近铺面急转
100㎡餐饮小吃店一间，
上下两层，
靠近新建设电影院,人流量大,装修时尚,适 业务调整，现寻找有实力的人接盘。
合服装、美发、餐饮等13099407866李

电话：13577131118 李小姐

日新中路 52㎡小吃店优转

船房路西华园附近，新装修，客源多，设
备齐全，接手可经营。15912409916

44㎡饺子馆转让

经营中150㎡旺铺转让
位于吴井路与环城南路交叉囗，

近南亚，证照齐全，接手即可经
营，外卖首选。13888806703

土桥新南界 18314517617

五华区大型火锅店转让

接手即可经营，
证照齐全。有意者
联系 13529068662 非诚勿扰

90m2 小吃店转让或转租

有意者请致电：13529174048

医院·诊所

丰宁小区。13888522804杨

车行天下旺铺转让
有意者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708726645 余女士

更多搬家物流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生活服务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sht/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或承包,非诚勿扰13888029269
医院和大型门诊合作或转让 黑林铺昭宗路宾馆急转
玉溪口腔科寻合作或承包。
13808717105

65658883

全日入城，
高聘驾驶员

超 市

超市转让

新开超市，位置好，房租低，带住宿，
因家有急事现优转。15912132387

土 地
嵩明县城边有近60亩土地转让

有土地证、厂房、仓库、办公用房，可分割
转让，价格面议。电话：18288792616

休闲·娱乐
昆明梁友温泉桑拿转让或合作
可多种方式合作，有意者面谈13888190462梁

五华区麻园片区小型KTV转让

或 400㎡旺铺转让，
有意者面议。
15911608737、13608810956

汽车后市
洗车场转让，带证
电话：13708866200
优质汽修厂租转或合作
北站隧道北京路主干道，2000㎡。
13330449229 毛

综 合
双龙商场附近中通快递经营权转让
电话 18987490234

单机优转或承包

13187811558（微信同号）
另有项目寻合作

品牌加盟水站转让

经开区人民医院旁18887488445

200 亩特色水果及养殖基地 度假区圆通快递经营权转让
西山区城中村诊所转让
低价转让或出租，
配套设施齐全。
详情电话联系张师13577013122 非诚勿扰
经营中，位置佳，租金低，客源稳定，证 13518785119
电话：
13708477752 郑先生
照齐全，环境优美，停车方便，因家有急
主道路边大型酒店转让或转租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双机店承包或转让
8 年诊所转让

事转让，接手可经营。18082786071

宾馆·旅店

招儿科医生、
护士
联系电话：
18213467415

155间房，
建筑面积8600㎡，
五星旅游
酒店，
有意者面谈13888719568陈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zszr/

另: 单机转让。
电话：18087061185，158120683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