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 A12

春城招聘

2018 年 5 月 9 日 星期三

高薪诚聘

门诊高薪招聘

执业医师一名、护士数名，
待遇优。15987180902

招聘内科医师做诊所负责人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另 DR，
麻醉机，
手术室设备等（九
成新）低价处理 17387595689

医疗·药品

有证全科医生、护士数名，
包吃住，
中医科兼职或合作 15087164415

官渡门诊诚聘
妇科医生一名
13759572417

五华区社区门诊高薪诚聘

高薪诚聘

口腔科、内科或中医科医生做诊所
负责人，待遇面谈。15969417927

内科医生 2 名、医助 2 名、护士 3 名
13099910988、
13529695527

北市区综合诊所招聘

口腔科合作或承包均可，
须有证。
电话:13888897667

医院寻求合作

有意者请致电：18725091117

管

理

北市区社区综合门诊聘

昆明巷美酒店招聘

社区医院招聘

昆明福林创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招聘

持证全科、内科、外科医生及护士、检验师、 前台:18-35 岁，形象好，沟通能力好月薪:3
妇幼专干；口腔、针推合作。13368852962 千以上+双休+绩效+年终奖13888639030李

昆明云医大医院
诊疗静脉曲张
就诊可享 500-1000 元援助金

0871-68337339

官渡区诊所招聘

云南中医学院门诊部高薪招聘

诚聘

证 妇 科 医 生 ：13577061311 ◇办公室文员：3名（大专）3200-4600元/月
社区卫生服务站招聘 有
头皮针、妇科护士：15198875291 ◇停车场管理员：5名（初中）2300-2800元/月 咨询热线：
北市区司家营片区，诚聘内科医生 2
◇工程水电维修工：3名（持电工证）3000-4200元/月
云南中医胃肠病医院诚聘
门诊急聘全科医生
人民西路 349 号（梁家河地铁 A 出口即到）
内科副主任医师、内科主治医师、 名，有证护士多名。18087458063
◇绿化养护人员：2名（有经验优先）2500元/月 地址：
内科医生，护士各数名，包吃住，寻 地址：昆明市五华区宝善街福林广场 5
内科医师各 3 名，
18468055576 王
（西）
（西）医广【2018】第 03-26-01 广告
官渡区诊所诚聘
牙科合作，
待遇面谈，
15908800119 楼 505 室。电话：0871-66112006
内科医生 1 名，
待遇优。
13577113133
中医执业医师:证满五年 招聘彩票销售员 2 名 加入我们实现梦想走向人生巅峰
内科医生 2 名、护士 2 名。
御足天下养生会所面向社会
的当负责人13708881660
限女性，
年龄 20-45 岁
电话：
13708843317
中 医 药 师: 需 有 证 工作地点:关上 13708765998 招聘以下精英:
◇足疗技师 ◇火疗技师各(80 名)
护士多名。电话：18287172869
招聘内科全科医生
优先学会即可上岗
药业公司高薪诚聘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学徒：
广告
一名，
另有诊所转让
薪资：
底薪 4500 元+提成(包吃住)
社区门诊诚聘
药品销售区代经理、业务员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15388800759
东风东路 306 号，
18725174258
输液护士数名；
另妇科寻合作
热线
联系电话：
13708730513
刘医生
电话：
13888880109
云南逸神生态茶业有限公司招聘
官渡区某诊所招聘
安宁大型门诊部诚聘
●昆户会计兼职、工商年检 13678709037
驾驶员 2 名,45 岁以下；仓库管理员 2
医生护士数名 待遇从优
妇科、内科医生各一名，
包吃住，
待
待遇面谈！13759165881
电话 13529335295
遇面谈。13888393055
●手工易学 80 元起／天，日结 63186713 名,会电脑；薪资面谈13808799230丁 ●专做小企业账报税 13987161859

个人求职

技

招聘医生护士数名

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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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道疏通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疏通 优价 清沟 改管

抽粪67382255

鸿信搬家
专业搬家搬厂、
优价收费

64108602

关上利群
搬家、拉货

67166689办公室、仓库

全天入城、
价格超低

67166253
68242668

全天进城、
搬家搬厂
起重设备、
单位搬迁

13888959540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餐 饮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人气正新鸡排店转让

20 平米，全套设备，证照齐全，
可做小吃。18988498741
福德旧货市场旁小吃店急转

位 于 官 南 大 道 ，房 租 低 ，有 车 位 。
另富民县罗免镇有 40 亩山地转让。
电话：
18987459482

保姆·钟点

滇池路南亚附近，客源稳定，房租

白云路 240㎡火锅店急转 低，停车方便，电话：13759155488
位于餐饮一条街，
房租便宜，
周边住宅
集中，
有学校、医院，
人流量大，
生意稳
定，
转让费面谈。13658816507

新兴路102㎡小吃店转让

近新迎小学门口，位置好，证照齐全，
营业中，
接手即可经营13708405925

精装修别墅花园餐厅带停车
场优价转让、出租、项目合作

中餐厅整体转让或承包

金殿水库一乘驾校旁绝佳位置，
适合会所、特色餐饮、公司总部
等多种用途。13888362982

市中心300㎡旺餐厅转让

价格优惠，客源稳定。年租金 2
万 4 千元。电话:13108697862

春城路和环城南路交叉口百富琪商业
广场,500m2,经营中 13888225581 杨
安康路，位置好，周边生意火爆，有事
急转15288184227、13888700601

官城路玫瑰湾小吃店转让
转让费10万元，面积140m2。15911639622

经开园区大型食堂转让
清真小吃店转让

昆明水逸康桥 8-32 号
13888130717马总、18508857299 何总

63311837 、65621725

云途68237255
搬家搬厂200元起，第三方物流

春苑68235988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取名·改名

清洗·保洁

修锁开锁

防水·补漏

货 车 全 天 入 城 67158660

金牛

搬家搬厂 拆装家具

医院·诊所
二级医院寻求合作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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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万元转让大酒店

玉溪市中心成熟地段，
102
个标间，
租金低、
租期长。
18487719797、
18487719799

市内二级医院，建筑面积约7000m ，租期长，新装 珥季路大澡堂旁酒店转让
修，设备齐全，医保已开通。13888274074 56个房间，成熟商业圈，证件齐全，价格合
适，15808886662邓、15812125757陈
2

综合医院低价转让或托管

诊所转让

有意者面谈 13708852802

铺 面
营业中旺铺转让

汉堡炸鸡奶茶店带设备带技术转
让，28m2，年租金 52300 元，周围有
多所小、
中、
大学校，
18213476326

某大型诊所转让或承包 海源寺骨伤科二校区旺铺转让
另聘护士两名，
医生一名，
电话:13099968288

二饭堂避风塘冷饮奶茶店转让,学校现
有学生五千左右 18214642300 黄生

中医馆转让股份或寻合作

汽车后市

电话:13529021011

宾馆·旅店

保利大家温泉酒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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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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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学院西门整层450㎡宾馆转让

二手回收

电脑维修

● 理想搬家搬厂全天入城 63583008

货车全日入城

陪驾·陪练

●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装修·设计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效果图、施工图制作 15288253754
●工装家装商铺办公室装修 18587269170

粤滇装饰

装修装饰
防水工程

贰级资质

专业团队，确保质量，价格实惠
0871-65955702 13888531033

福顺

67196896
65346188

搬家搬厂 专业低价

65366088 超低价喜发搬家 春天搬家
63199828 67158660 65356568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招驾驶员 1 名

300㎡潮牛火锅店转租 主道路边大型酒店转让或转租
可做火锅中餐早点，新装修，世纪城

350m2 餐厅 珥季路。联系电话:15908808832
超低价转让
2
市中心商场内，中介勿扰。 市中心圆西路150m

太阳能

●太标同乐净水器光伏电太阳能 64631083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沙发翻新

搬家搬厂、品牌服务 超低价骆驼搬家 65188818

300m 品牌火锅有事转让 电话：
14787485501
2

金碧店 63111848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 65628730 ●好雨伞高科技防水补漏15887002582
●社区熟练保姆钟点老幼陪护 63569956 ●专做各种疑难房屋漏水 13888782331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 64128233 ●天地专业防水堵漏 13888482685 ●诚实专业上门修电脑15808841311

65333898
诚信
信诚搬家
顺迁 64182211
顺达
25 年信誉 全天入城

西 站 店 65333663
篆 塘 店 64116663

●65021997 低价优质 13887178245
●实惠满意为准65322273、
64184777 ●红木家具 /沙发翻新换皮/布67264509
●取名老字号 13388805063
●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 63321639
● 家诺家政 64153300
● 勤 实 家 政 13888729465 ● 65398896 低价家政，地毯、沙发灯
●备案换金点原子锁开修保险柜64133110
●备案开锁换金点原子 C 级锁 65177775

二十年搬家搬厂

律师提醒：

疏通65111999
抽粪68333000

妇联保姆

专业拆装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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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粪65733768

博洁

家政；玻璃、外墙、地毯清
洗；
专业美缝 65655622

工

长短途货运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家政服务

顺发

搬家·物流

●低价疏通改管 65352600、68305000

提前预约可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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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306561

全国连锁、全天入城、搬家搬厂、全国州市货运

和顺搬家

68212778

全国连锁
诚信单位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教育·学校

带店双机转让

幼儿园 3 层楼一幢转让

干洗店

小学寻求合作，
招老师。
18787075731、19987627535

综 合
穿金路双机店优转

13888180729 周先生

电话：13700652668

双机店转让或承包

多年老店，接收即可经营19987839202

电话：
13628717711 联系来电 13095338325

兴苑路汽修厂转让

官渡区金马路汽修厂转让

位置佳、环境优，交通方便，二类汽
修手续齐全。电话：13987110031

养生·美容

加盟品牌干洗店优转

本店位于高新区，手续齐全，已经营多年，地段好，客
源稳定，因经营多项，无暇顾及13769162509

休闲·娱乐

棋牌室转让或合作
双机（市区）带店转让 星级酒店内足浴、
证全，客稳。13888854138

黄土坡大型洗车场转让 农村商业银行股金转让
消防中队对过，西山区，位置佳的经营中汽
修厂，办公家具高档13759468851王先生

17787169486

乡村休闲养老产业

有温泉，交通便利，有证土地 200 余
亩，批建手续齐全、寻实力投资、个人
自建可接受预登记，欢迎实地考察。

电话:13095338325

超 市
超市转让

生意好，房租低，位置佳，人流量
大，
带楼可住人。15912132387

土 地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澄江种植养殖基地转让

土地 400 余亩，
现有杨梅、蓝莓、大
樱桃、樱桃、油桃、黄金桃等，养殖
2
船房步行街服装店转让
厂区
5000
多
m
，肉牛 60 头。水
两 层 ，铺 面 30m2，楼 上 40m2 住 电路方便，小型水库一座，变压器
房，
带小仓库，
房租 6500 元/月， 一座。可用作庄园建设。欢迎实地
有意者面谈。13708713132
考察，
非诚勿扰。13529078278

18987475356 临街餐饮旺铺转让13529022102

26 个房间，客源稳定，有事优价急
转，可实地考察。18208794246

穿金路 72㎡小吃店转让

万宏路金星东门宾馆优价转让 市中心五星级酒店养生馆转让 百余亩苹果基地核桃基地、养殖用地急转
临街，整栋，16 个全标间，带空调，生
15808892265 昆明境内45分钟车程，手续齐全，林权证70年，水、电、路三通。18288957175
意稳定，转让费面议。18388126991

成熟地段，
八面风，
带仓库。
13987672557

教育培训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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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辅导

●小/中/高考作文提高分 13987676286
●26 年中小学各科高分精补 63347208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贷款·典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办理资金短借

上门办理、
现场办理
138887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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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服务 金鑫财务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各种疑难债务咨询

1996915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