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330m2 餐饮旺铺出租

火车站旁永平路 9 号，
适合多
种经营。13888820804 夏

销量稳定蛋糕店整体转让

63306561 68391008

土 地

大板桥开发区房子整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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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种 植 。 13529386491

寻甸县乡村土地转让
证件齐一宗 300 平米起、每平米
1000 元。13095338325

诊所·医院

房屋出售

呈贡新城地标写字楼出售
青年路金鹰 B 座旁 东市区门诊口腔科寻求出租或合作
招聘康复理疗师，
护士数名， 2 年内租金可观，131-350m ，单
待遇面谈。18787491496
整栋出租或转让
价 9800 元/m ，15368899978 张
2

2

写字楼

餐饮证件齐全，交通方便。

13888212023、13529076965

抚仙湖新建海景客栈 1700㎡整体出租

公路旁孤山对面，距湖边步行 2 分钟，
环境好，共 6 间门面 5 层半 40 间房。
电话：
13577756676 胡先生

玉溪商场租售

一、位于东风东路 149
号红房子综合楼四楼
出 租 ，可 做 桑 拿 、足
疗 、办 公 写 字 楼 、舞
厅、餐厅等用途，室内
面 积 1450m2, 外 送
1000m2 同层露天平台。
二、综合楼附楼三间办公室出
租，
20m2／间。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18087373030

新闻路商铺招租

180㎡篆新农贸市场附近，位
置好，
拒餐饮。13629632578

西华路 26 号旺铺优租

180㎡（两间）可分租，
租金低。
13808710962

13808708811 王、13064285052 彭

金马立交桥 500㎡
学府路 70㎡旺铺直租 一楼带二楼直租
云上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对面集果轩，
适合多种经营。房东：19908856623

广福路铺面出租

前兴路口 1000㎡业态不限，
13888266638、
18669058755

二楼铺面出租

云大医院对面大观街口，
有独立
通道。适合做餐饮、
足疗、
小型医
院、
办公室等。13987187863

房屋出租

市政中心 5A 写字楼急售

131-300 平，均价 9500 元，也可整层买，交通
极为便利，投资自用均适，18687202906于

昆明繁华地段，位置优，南屏街写
字楼出租，1500 元/月（含水电费，
带办公家具）13698726880

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 租租
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租
招招

招 租

玉溪市中心商场三楼平层 3500m 低价租售

1780㎡写字楼招租

人民西路云投财富广场 B 座 10
楼，
70 元/㎡/月。13888405529

四层建筑面积2400m2，空地1200m2，独院，
可做酒店、办公，40万/年。13658899199苏

旺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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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平米优租。18087325619

黄土坡滇缅大道蛋糕店带设备带客
源 整 体 转 让 ，正 常 营 业 中 ，看 铺 前 请
提前电联。杨女士 18487100746

百亩苹果种植基地转让 面积 600㎡，办公、酒店、

富民周边，证齐，8 年盛果期，环境好，
水电路三通。13888396368李

北京路花园5楼写字楼

经营不限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精装写字楼招租或出售
东风东路 80 号地铁口国联大厦 7 楼
310m2、8楼310m2、130m2。13888223678

350㎡（三层）办公室出租
人民东路 569 号大树营立交桥旁

电话：13688705255、13708872332

精装写字间出租

市中心小西门旁，736㎡、16㎡、330㎡、
210㎡，好停车，18184880804

13888191551 拓东路世博大厦写字楼

金殿叠加别墅优价急售

带车库车位，端头毛坯，证 274㎡，位置
户型好，189 万元。13888631275

北京路多个商铺出售

租金稳定，二手商铺直接过户，总
价 40 万元。钱师：13629481341

精装公寓带租约急售

900 多㎡大型饭店出租

出口加工区汽车城车管所对面，家具配套设施齐全，精装修，开火就可
以做生意，有意者前来面谈，13608873451、15287133885、13987604418

中信·嘉丽泽独幢别墅出售

别墅建筑面积 650.76㎡，花园占地面积约 500
平方米，
临水环境优美，
是投资置业的良机。
联系电话：
18787140144

版筑翠园500㎡培训场地出租

紧邻建设路地台寺与虹山东路一二一大街，周围名校
云集，场地位于四楼，两条消防通道，独立观光电梯，
可做教育培训、办公等项目。热线电话：65517286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成熟地段，
有市场前景，
可分层，
可按揭

地铁口/市中心，均价 7990 起，面积
29~60 平米。0871-65152396

热线电话：13888925262翟、13888144765裴

云纺商业区产权公寓出售

万派中心甲级写字楼现楼租售

均 价 7500 元/m2，面 积:26~
65m2，
详询:18388412871

昆一中门口学区铺急售
15-100 平米，单价 2 万，无公摊
张女士 14787816762

位于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4.5 米层高。

电话：
13888898870

东聚小车汽配城商铺出售 丽江古城区房屋出售
建筑面积 200㎡，三层共 660㎡，

丽江市古城区吉祥路有连体商住楼 2 幢，一至三楼建筑面积

四楼加层 200㎡，售 860 万。 2000 多 m2，占地近 3 亩，正面五间商铺，证件齐全。现正经营
年收益稳定 13602771100 刘 豪华 KTV，后院停车方便，附近有客运站，人流量大，商户云

餐饮旺铺加精装酒店公寓急售
价格美丽，30-100m 。
呈贡老街中心广场 80㎡-2300㎡出租 北市区高校旁，
详询致电：13888645630 田女士
美食夜市旺铺招租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昆明同德广场商业街铺出售
项目位于城中心，人流量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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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美食、时尚饮品、烧烤、海鲜大
排档、啤酒、演艺等都可进驻。
联系电话：
13211654775 梁先生

A13 广告

63104606、13987638733

10-200 平米，最低首付 15 万/套，收益稳
定，投资自用均可 18487173371 姜师

精装办公写字楼整层出租

综 合

集，紧挨沃尔玛超市、祥和商业广场、周边有多个小区，是未
来发展不可多得的繁华地段。电话：13908885400 非诚勿扰

祥云县厂房出售

祥云县太鼎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位于刘厂镇大波那村龙山脚下，
企业
王家桥菜市场旁2楼场地出租
约 3000㎡，
带停车场，
适合酒店、医院、
昆明市经开区牛街庄片区
学校等，
一楼可做餐饮(约 500 平米)。
240㎡，
经营不限。
拥有国有划拨土地 50 余亩，有完整的
电话：
15812000052、15887085116
电话：
15969450809、13388773111
写字楼出售
餐
饮
一条水泥粉磨生产线。生产区、生活
（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约 3000㎡）写字
2600m2 独门四合院出租
楼建面约 7200㎡（含 700㎡临街铺面），已
歌舞厅转让
人民东路 471 号，适合办公、幼儿园、餐 独栋餐饮旺铺（原烧烤城）出租 换不动产权证，满租收入可观，价格面议。
区各 25 余亩，中间有龙泉公园相隔。
饮、足浴，带 40 个停车位 18987559500
东风东路铁路边13888068165 电话：13668738927 郎先生 证件齐，无实力者勿扰15288175985 生活区有三层办公楼一栋计 24 间，
职
昌宏路127号星河宾馆
工宿舍楼三栋计 110 间，家属楼二栋
二楼 1000 平米出租
适合办公、餐饮、网吧。
计 16 套，并配有相应的餐厅、地磅、仓
另有一楼 100㎡超市转让。
一楼 1000㎡、二楼 1200㎡，不限行业（小吃 库、化验室等附属设施。本企业适宜
电话：
13987112981 曹师
13108789781 保师
煮品除外），可以分租。13708806212 建设敬老院、学校、人工密集型企业、
因拓展经营项目，诚招：
更 多 租 售 转 让 西餐、
酒水合作伙伴，全 市内 1000㎡写字楼招租 单位家属区、
办公区等。
信息，
请查阅
城东主干道临街独院房屋招租

学府路临街酒店物业招租

一楼大堂 100 多 m ；小吃店 70m ；办
公室 130m2。吴 17387590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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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银海尚御
800㎡咖啡厅招租

永昌小区优质旺铺出租

新装修，合作方式灵活，

新闻南路 84 号新联宾馆，写字楼出租， 电话：
毕经理
可分租，交通便利，带停车场，价格优。
曹经理
联系电话：
64142476、64125020

云南大分类网
非诚勿扰。
租售转让频道 有意面谈，

https://www.yndfl.com/ynzszr/

电话：13808717958王先生

厂房·仓库

官 渡 区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西 山 区

大板桥机场边厂房、办公楼出租

共 7 万平方，可分割几家经营，适合
物流，仓储等。电话：13669710989

厂房仓库2000㎡优租（可分租）

4 万㎡厂房出租

昆明大板桥第八自来水厂旁，厂房 12 米高，住房
4000㎡，适合做物流，商场等，13669711298应小姐

盘 龙 区

东二环外仓库、冷库出租

小街昆明三十一中旁，
独立院子，
动力电，
三通 。13759525579 张
王大桥金马寺片区 15912544611

团结乡 7.2 亩场地出租 昆明大板桥新建厂房出租
水电路通，
价格面议。
电话：
13888217638 李

穿金路 195 号席子营片区 510㎡，65 元/
㎡/月，位置佳，停车方便 13888206146

1600㎡，水电路三通，地段好，动力电 40
千瓦，价格从优，13888759215 吴先生

州

市

新建框架标准厂房低价出租 小坝仓库厂房出租 曲靖8千多㎡国有土地证厂房租或售

海口工业园宽地坝光学片区，二层，每
层 1900㎡，带电梯。13708712864

2200 平米整租优先
电话：
13888700099

法律服务

金兴财务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鑫福财务咨询
正规注册、律师带队、各种疑难债务咨询
地址：
北京路摩玛大厦

合法注册、各种疑难债务咨询
地址：
北京路财智心景

招商合作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饼干生产线全套设施设备及所有证照齐
全。15388758099、15887970171

好项目寻合作

昆明云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白芨及
重楼中药材种苗，紫花三叉白芨及重楼苗
成活率高。五华区沙朗乡 15825264195

教育·培训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家教·辅导

五 华 区

50亩、30亩土地出租

五华区厂口旁边13330417260

18787503777
13988522870

公告·挂失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登报作废

土地预处置公告
近期银行将对位于石林生态
工业园区第一条工业大道以东约
108 亩工业用地折价处置，详询张
经理：
1370872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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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厂房仓库信息，请查阅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云南大分类网厂房仓库频道 ●张建美遗失护士执业证书，证
户主:朱家永，筑友双河湾小区
https://www.yndfl.com/yncfck/

郊

县

呈贡2018㎡独院厂房出租
王家营火车站附近13211778811

婚介·交友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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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征婚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
的相关内容，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品牌婚介

号：
201253005379，
登报作废。
昆明慧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5 月 12 日在华夏银行昆明
金康支行申请开立基本户，账号：
4844200001819100032435，基 本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J73100068475
01，该公司基本户开户许可证副
本遗失，
特此登报公示。

A7-2-4-1704 号 房 ，地 产 公 司 ，
昆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
合同编号：
53010120160
70800501，
首付款收据号：
B0000
467，首付款金额：379551.00，交
房收据号：JF700747，交房金额：
25195.47，
遗失购房合同、学位合
同、首付款收据、交房收据各一
份，
特此登报遗失。

● 3·15 婚介全国领军品牌 63621943

理财咨询

征婚·交友

女，未婚，1978 年生，渝籍，商学毕
业创业中。寻：大学学历、有上进
心、性格好、有一定基础的阳光男
士。18687822889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工商咨询 安徽亿通投资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28 年社区中老年婚介 13888214801 工商注册、变更、注销
●26 年小升初中高考高分精补 63347208 ●好姻缘 200 元起服务到牵手 63165107 代理记账 商标注册 资质

15877951983

制造业，特色地产、矿业、农业、种植、养殖
业、在建工程、能源等领域的投资合作业
务，诚招驻地业务代表，正式录用待遇优厚。

13470980505 赵经理
邮箱：3895590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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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