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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

云南中医学院门诊部
耳聋耳鸣
本月优惠治疗
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咨询电话 0871-

63359120

节假日不休

地址：昆明市尚义街与白塔路交叉口
即到，尚义街 166 号进门左侧耳鼻喉科
（盘龙）医广[2017]第 06-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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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低价疏通改管 65352600、68305000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抽粪65733768
疏通优价 清沟 改管

搬家·物流

信诚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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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进城、
搬家搬厂
起重设备、
单位搬迁

13888959540

●28 年社区中老年婚介 13888214801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0871-63306561
●好姻缘 200 元起服务到牵手 63165107 咨询电话：

顺迁 64182211
搬家搬厂 拆装家具

25 年信誉 全天入城

餐厅急转

西山区前卫西路润城七区北侧，100㎡，
营业中餐厅急转或出租。厨具、餐具齐
全，经营用途不限。电话：13987678250

白云路 240㎡火锅店急转

水电路通，价格面议。
电话：13888217638 李

65701002
63119111
招驾驶员，包吃住月薪4500元左右

顺美

专业搬家搬厂、
优价收费

64108602

添喜搬家

全日入城 优价

官 渡 区

市中心300㎡旺餐厅转让

顺达

67166253
68242668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金牛

65366088
63199828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15000㎡厂房出租

搬家搬厂200元起，第三方物流

小坝仓库厂房出租
2200 平米整租优先
电话：
13888700099

厂房、仓库对外出租

长水机场保税区附近，
可做仓储、
大板桥秧田冲，4 万多平方米，有
物流等；
另出售 1.8 米宽五层纸箱
证、可分租 13888783666 张先生
生产线一条。13759100173

小街昆明三十一中旁，
独立院子，
动力电，
三通 。13759525579 张

信息产业基地，价格面议。
电话：13708459525 张

珥季路大澡堂旁酒店转让 某大型诊所转让或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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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m2 品牌火锅有事转让

滇池路南亚附近，客源稳定，房租
低，停车方便，电话：13759155488

适合会所、特色餐饮、公司总部
等多种用途。13888362982

宾馆·旅店

另聘护士两名，医生一名，
电话:13099968288

养生·美容

中医馆转让股份或寻合作

市中心五星级酒店养生馆转让

教育·学校

15808892265

铺 面
海源寺骨伤科二校区旺铺转让

精装修别墅花园餐厅带停车 二饭堂冷饮奶茶店转让,学校现有学
生五千左右 18214642300 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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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面转让

安康路，位置好，周边生意火爆，有事
急转15288184227、13888700601

生意好，房租低，位置佳，人流量
大，带楼可住人。15912132387

医院·诊所

电话:13529021011

幼儿园 3 层楼一幢转让
小学寻求合作，招老师。
18787075731、19987627535

2

陪驾·陪练

●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修锁开锁

取名·改名

二手回收

装修·设计

迁和搬家
专业搬家、
办公室、
搬厂

货车全日入城

超低价喜发搬家

优惠价 180 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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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苑68235988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招驾驶员 1 名

和顺搬家

临街，整栋，16 个全标间，带空调，生
意稳定，转让费面议。18388126991
保利大家温泉酒店转让

证件齐全，正常营业中，价格面议，

本门诊转让或者科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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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厂房仓库出租

环湖路新国贸中心旁1000m2 厂房仓库出租，
交通方便、环境好，水电齐全13888592880

盘 龙 区
北市区厂房出租

松花坝带起重设备厂房优租。
13888138869

土 地

市

易门标准厂房出租出售

价格面议 13769182639
更多厂房仓库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厂房仓库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cf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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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自建可接受预登记，欢迎实地考察。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综 合

电话:13095338325

超 市

双机店转让或承包 阳光北路22㎡便利店转让
多年老店，接收即可经营19987839202

临沧酒店对面13658824267

汽车后市

电话：13700652668 电话：13628717711

百余亩苹果基地核桃基地、养殖用地急转

五华区大型火锅店转让

金鑫财务咨询 工商咨询
法律服务 各种疑难债务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州

经营中，位置佳，租金低，客源稳定，证
星级酒店内足浴、棋牌室转让或合作 照齐全，环境优美，停车方便，因家有急
接手可经营。18082786071
证全，客稳。13888854138 事转让，

电话：14787485501 证照齐全 13950297882

6 千 平 米 ，7 年 合 同 ，8 层 临 街 ，
妇科医生、护士，工资
138 间客房，双电梯带餐厅停车 招聘内科、
面议，联系电话：13888759823
场、
豪华装修 。18388289109

全国连锁

昆明境内45分钟车程，手续齐全，林权证70年，水、电、路三通。18288957175

综合医院低价转让或托管 官渡区电玩城转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太阳能

休闲·娱乐

正常营业小吃加烧烤店转让 万宏路金星东门宾馆优价转让

贷款·典当

打造行业精英，
铸就技术人生。

双机（市区）带店转让 黄土坡大型洗车场转让

因出国，广福路爱琴海投资超过
200 万的学校 75 万整体转让，面积 482
平米，精装修。电话：13577038137

修，设备齐全，医保已开通。13888274074 非诚勿扰！15087194219 周师

成熟地段，八面风，带仓库。
13987672557

学校地址：大板桥校区：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镇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
金 沙 校 区：昆明市盘龙区金沙小区金沙路 263 号

房租低，收益稳定18388054276
英语培训学校转让

六甲小康路，
330㎡，
位置佳， 26 个房间，客源稳定，有事优价急
转，可实地考察。18208794246
客源稳定。13629623852

穿金路 72㎡小吃店转让

电话：0871-67193481 官网：
www.xxnjx.cn

龙头街经营中幼儿园急转 双机店转让
联系电话：15096633816

二级医院寻求合作或转让 500m2 舞厅转让或合作
经营中农家菜馆转让 昆明学院西门整层450㎡宾馆转让 市内二级医院，
建筑面积约7000m ，租期长，新装

北辰大道，195㎡，位置佳，客源
稳定。电话：
13094393393

学技术，选好校，试学满意再交费！

汽车维修、汽车美容与装饰、汽车钣金与喷漆、新能源电
动汽车、汽车营销、中式烹调(厨师)、西式烹调、中西式面点、形
象设计（美容美发）、幼儿教育、电子商务、电子应用技术等。

18788182927
65817781 67158660
优质优价
鸿信搬家 昆福搬家搬厂、

56个房间，成熟商业圈，证件齐全，价格合
适，15808886662邓、15812125757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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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城路和环城南路交叉口百富琪商业
广场,500m2,经营中 13888225581 杨

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

电脑维修

妇联保姆

团结乡 7.2 亩场地出租 厂房仓库2000㎡优租（可分租） 经开区1931㎡标准厂房出售

63306561 68391008

餐 饮

防水·补漏

全国

转 让
广告
热线

律师提醒：

诚信65333898 连锁 65844588 云途68237255 诚信单位 68212778

63306561 68391008
西 山 区

沙发翻新

清洗·保洁

关上利群
搬家、拉货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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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惠满意为准65322273、
64184777
●太标同乐净水器光伏电太阳能 64631083
●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 63321639
● 家 诺 家 政·月 嫂 64153300 ●红木家具 /沙发翻新换皮/布67264509
●餐厅桌椅厨具电器废旧13888753638
● 勤 实 家 政 13888729465
●备案换金点原子锁开修保险柜64133110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65021997 低价优质 13887178245
●备案开锁换金点原子 C 级锁 65177775
家政；玻璃、外墙、地毯清 ● 65398896 低价家政，
地毯、沙发灯
洗；专业美缝 65655622
●效果图、施工图制作 15288253754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专做各种疑难房屋漏水 13888782331 ●取名老字号 13388805063 ●工装家装商铺办公室装修 18587269170
西 站 店 65333663 ●天地专业防水堵漏 13888482685
粤滇装饰 装修装饰
防水工程 贰级资质
篆 塘 店 64116663 ●专业防水堵漏楼房加固 13888530040
专业团队，确保质量，价格实惠
金碧店 63111848 ●好雨伞高科技防水补漏15887002582 ●诚实专业上门修电脑15808841311 0871-65955702 13888531033

超低价骆驼搬家 65188818 67166689办公室、仓库
全天入城、
价格超低
货 车 全 天 入 城 67158660

●社区熟练保姆钟点老幼陪护 63569956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 65628730

二十年搬家搬厂

搬家搬厂 专业低价

家教·辅导

专业拆装家俱

福顺

67196896
65346188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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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政服务

招生·培训

教育培训

长短途货运

律师提醒：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提前预约可优惠

抽粪6738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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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通65111999 博洁
抽粪68333000
保姆·钟点

●专业疏通改管修马桶钻孔 63350203
● 优 价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婚介·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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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9150716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工商注册、变更、注销
代理记账 商标注册 资质

15877951983

餐饮，
宾馆、食药、
特种
行 业 咨 询 ，疑 难 咨 询
13577125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