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五

广告
热线

工

金牛搬家公司诚聘

驾驶员 2 名 4000-5000 元；搬运工
3000-4000元，
包吃住+奖金68217038

63306561 68391008

关上修理厂高薪诚聘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

岛津公司于1875年在日本京都创立，
公司本着
“用科学技术为社会做贡献”
的宗旨不断开发生产运用于分
析测试、
医疗、
航空、
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高科技产品。现岛津昆明分公司因业务需要，
诚聘以下人才：

◇分析仪器事业部

销售工程师

◇色谱质谱应用工程师 1 名

1名

岗位要求：1、年龄 35 岁以下，化学、生物化
高薪聘请执业满 5 年的
学、药学、仪器分析、分析化学等相关专业，本科
（含）以上学历；2、熟悉光谱、色谱和质谱等分析
口腔医师做负责人
诚聘小区收费员
仪器；3、三年以上同类行业销售工作经验，熟悉
15198779049、13808750197
勤奋敬业，已婚优，薪 3-5 千元，保
高校、研究院行业资源；4、有较强的执行力及沟
官渡大型诊所诚聘
险双休13987688559、
13987387475
通能力，吃苦耐劳；5、工作细心、踏实、责任心
广告
口腔医生、中医理疗、护士各 2 名，
强；6、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承受压力和挑战；
诚招客服专员
热线 ： 63306561
待遇优厚。18213935816
25~45 岁，
工资 3 千~5 千，
保险双
7、适应经常出差。
官渡区诊所招聘
●陈师注册注销代账报税15388881110
休。13608859652、15912580175
主要职责：1、负责区域内光谱、色谱、质谱
内科法人，
寻内科医生注册（上班时
全线产品的销售；2、负责与区域内代理商的配
间不限制）。15987187314
合协作；3、维护现有客户，积极开拓新客户；4、
昆明市南屏口腔医院招
接受并完成上级交代的其他工作。
广告
梦想园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 护士 2 名(具有执业资格证书)、办公
工作地点：
云南省
热线 ： 63306561
聘儿童训练老师，47 岁以内的爱心 室人员 1 名(党务，政务具体工作)，
待遇面谈。0871 一 63165498
薪资待遇：
8k-10k，
“五险一金”
齐全
妈妈。13888619891

管

车间维修主管、
汽车维修中工、
漆工、
波箱维修技师。
待遇面谈。13888756665

理

个人求职

教育·学校
医疗·药品

北市区社区综合门诊聘

持证全科、内科、外科医生及护士、检验师、妇
幼专干；口腔、针推、妇科合作13368852962

法律服务

六甲某社区服务站招

内科负责人要上班，
另招计免护
士。18468244578

振国医院招聘

大板桥焦化厂 6300m2

左右厂房出租，
独门独院，
三通。电话：
15559660777

厂房仓库住房出租

黑林铺昭宗路66号附1号，
三
通15987151723

五华区13亩厂房、仓库招租 茨坝片区厂房或仓库分租一半

离 市 中 心 20 公 里 ，在 路 边 ，交 通 便 600㎡，
三通（有动力电，停车方便，
捷，
水、
电、
路通，
绿化好，
环境优美，
带办公室）非诚勿扰 13658856635
配备办公室。13888868799 王小姐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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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昆明走廊56㎡餐饮旺铺转让
小吃带技术转让。
13668721197、18716833108

因本人有事，现将新闻路正新鸡
排加盟店整体亏转，有意者面
谈，非诚勿扰 13700666619 刘

市中心160㎡临街餐饮旺铺转让

金马碧鸡坊旁，新店，人流量大，租金
便宜，全新装修、设备，人员也齐。接
手即可经营。电话：13759136563

土

地

小石坝经开区仓库出租
2000平方米可分租价格面议
李18388134006丁13808799230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厂房、写字楼
出租、出售13708845434杨老师

教育·学校
北市区高端舞蹈培训机构合作
或者转让。李先生15908802220

私家庄园用地租转 幼儿园转让(昆明机场附近)

位优。13648801498 15925226103、15208714093

果园出租或转让

大块红土林地，
160亩已种桃树、
药材和绿化
树，
待开发林下长块菌，
建有水窖、
生活、
养殖
用房，
交通方便。详询：
15887786665

百亩苹果种植基地转让

富民周边,证齐,8 年盛果期,环境好,水电
路三通。现在可进园摘果,18064870998

休闲娱乐

医院·诊所
官渡区诊所转让

另聘内科医生护土各一名。
联系电话：
13529335295

求购医院或股权合作

赛灵集团寻求具有一级医疗
资质的医院进行股权合作或
骨科相关专科医院
北京路羊肠村地铁 B 出口，豪华装修， 翠湖周边，豪华装修，可做美容、 整体收购，
优先考虑。13577164939
设备齐，转让费 48 万 18628166967
餐厅、酒店、茶室 17387416278

900㎡中餐旺铺转让 翠湖旁大型会所转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旺铺出租

穿金路与白云路交叉路口二楼，
30 元／m2，
13888931266 代师

333m2 写字楼招租

滨江大厦，精装修18669071277李女士

临街旺铺整体出租
二层，300㎡，金马碧鸡坊周边
电话:13187831112 张先生

小康大道尚家营内1000m 请客房出租
2

可做餐饮、仓库厂房使用，位置佳 ，人
流量大，13888249323、18787140109

昆阳佰味美食城整体对外招租
麟都路万帮建材城隔壁13708441587 陈

一环优质商铺，开发商低价直租

房屋出租
小石坝经开区大楼出租

宾馆·旅店

腾冲市中心酒店出售

占地面积 5 亩，建筑面积 4500㎡
13708758888、13619670511

写字楼

盘 龙 区

西 山 区

昆明市景泰街厂房仓库招租

占 地 约 2300m ，建 筑 面 积 约
1500m2，现用于汽修厂，因租赁
新建框架标准厂房低价出租 到 期 另 行 招 租 ，该 厂 房 交 通 方
海口工业园宽地坝光学片区，二层独院， 便，位置极佳，适用于汽修、仓储
等，价格面议。13808721147 王
带电梯，1200㎡、650㎡。13708712864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盘龙区上马新村诊所转让

因诊所负责人另有事要做，诊所现在无人
管理，急需转让或者合作18008700017

口腔专科优转

非诚勿扰，
15887219946
18314160458、15812102217

大型诊所转让

地段好，生意稳定，价格面谈；另招
聘医生、护士。13759429026

市内二级医院低价转让

建筑面积 7000m2，
新装修，
有医保，
13888274074

铺

面

38㎡旺铺转让

官渡区东华路 69 号，此路段适合
做餐饮。电话：
13808711993 李

招

租

昆明机场海航商务酒店对外招租

位于长水机场祥鹏航空基地内，
现酒店布草洗涤、安保服务寻求
外包公司，酒店客源量大且稳定，
设施完备，
合作洽谈请联系
谢经理：
15988852580
范经理：
18144311790

寺瓦路美食街旺铺招租

①临街 180㎡、300㎡商铺两间，已装修，设
施、设备齐全，层高 6.5 米，接手即可经营。
②非临街停车场边 300㎡商铺层高 6.5 米，
动力电，设施、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三面临街 6000 多平米带地下室，现
在经营医院，电话：13518767073

土

地

新亚洲体育城中心地段
一、二、三楼有场地出租或合作等
可招酒店宾馆饭店文化娱乐
颜师：
15125111888
娄师：
13888593388

经营面积 120 平米,带包房，有意
招租或联营。14736469050 钟

酒店二楼400㎡招租

人民东路与环城东路交叉
口，
云蔓酒店二楼。

13008659116、13312525472

房屋出售

精装高端住宅，首付15万起

县

7000㎡厂房、办公楼出租

65 亩工业用地，使用期 40 年，有
意者联系 13911210223 王先生

呈贡三岔口仓库厂房出租
三通 13529085555

500㎡市中心旺铺合作·转让

汽车后市
600㎡营业中洗车场转让

位于一环内，客源稳定，设备齐全，接手
可经营，有意者面谈 13398856863

宾馆·旅店

酒店转让

1388874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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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环城南路酒店转让
带停车场、餐厅，客房 130 间，价格面议， 单机店转让或承包
非诚勿扰！电话：18183529569 关师

（单 机 低 价 转 让）
18187821585、13187811558

盘龙区东风广场附近酒店急转 生态园大棚餐厅转让或出租

证件齐全，经营中，33 间客房，68
万优转。13577002823 李先生

交通学校对面宾馆转让

独家经营，有事急转15812106752

营业中酒店急转

曲靖陆良板桥镇新建餐厅十余亩，环境优美，
配套设施齐全，接手即可经营13354638995

建筑公司带资质安许证转让

资质为：建筑、市政、机电、环保、地
基、古建筑三级。陈13888919847

经开区面条加工厂对外承包合作

营业餐厅，三层木制特色阁楼大院
15398710777

繁华地段，租金低，设施新，转让即
可接手经营。李师 13378711440

或转让，证照齐全（含食品安全许
可证）。17898719916 杨女士

独幢五层住房急售

花之城酒店急售

同德昆明广场旁临街商铺出售

麻园片区，
位置佳，
可做旅馆、 49-69㎡，产权清晰，均价 11000 元/㎡， 北京路主干道，地铁口，10~60㎡可
年租金 6 万，原购价急售 13888531521 托管可自用。18787470803 梁师
餐饮等。15096678489

式住宅，邻地铁，南北通，13619689379

市中心 13888499252
独栋商用房屋出租

2

郊

更多厂房仓库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厂房仓库频道 厂房仓库、场地、大棚出租或转让
呈贡马金铺，1900㎡，可做农业、花卉、
https://www.yndfl.com/yncfck/ 苗圃、仓库等。13888876258 唐师

5000平方米可做酒店宾馆用价格面 保利开发，
房屋出售
议 李18388134006丁13808799230 均价 9000，精装三房，首付 15 万起，板

海口滇池温泉大型土地承包租转
65882146、13095355345
月 开 业 ，花 海 旅 游 ，休 闲 ，
房东直租13888611956周 七
山 庄 ，养 种 植 。 13529386491
船房繁华地段二楼商铺豪装出租
可经营教育培训、网吧、茶室、美容 龙泉路某餐厅二楼棋牌室招租
养生等多种行业。13708736508

朱家村立交场地1200㎡

放大型设备佳，房6间13888291133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交三桥650㎡独栋整租 国际会展中心对面临街铺面急售

东风东路建业大厦一楼1455m2 商铺出租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可 分 租 ，适 合 做 银 行、黄 金 珠 宝 销
售、售楼部、名车销售，产品展示、餐
饮等业态不限 13529194278 梁师

诚邀各界符合上述条件的有识之士加盟岛津公司，有意者请认真阅读职位要求，将中日文简
历或中英文简历、身份证及学历证明发送给我们，请注明应聘职位、目前薪酬、希望薪酬。公司接
简历后，
适合者将电话通知，
安排统一面试。

租售

出租·出售

290m2 写字楼出租

岗位要求：
1、具有分析化学、药物分析或相关专业硕
士 以 上 学 历 ；2、有 2 年 以 上 色 谱 质 谱（LCMSMS、
GCMS）使用经验，有扎实的色谱、质谱基础知识；3、实
验动手能力强，能独立完成实验项目；
4、具有良好的语言
表达能力，
能独立完成培训工作；
5、
英语良好，
能流利阅读
和翻译英文科技文献；
6、热爱仪器分析应用工程师工作，
有责任心、有热情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主要职责：1、负责色谱质谱联用仪售前售后的应用
支持工作；2、负责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应用方法开发工
作；3、按照培训计划完成用户培训工作；4、独立完成委
托样品分析；5、仪器分析热点的追踪和开展合作研究；
6、主要负责仪器种类：
LCMSMS,GCMS 等。
工作地点：
云南省
薪资待遇：
8k-10k，
“五险一金”
齐全

简历投递邮箱：
skmwch@shimadzu.com.cn
联系人：
人事总务部吴小姐
传真：
0871-63152991 地址：
昆明市青年路 432 号天恒大酒店 908 室 邮编：
650021

官 渡 区

63306561 68391008
五 华 区

合法注册、各种疑难债务咨询，成功付款

医生 10 名、
护士 10 名
电话：
13108660768 王医生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金兴财务咨询

诚聘

技

春城招聘

A13 广告

12-60m2，单 价 16000 元 起 ，层 高 5.4
米，格局方正，13888645630 田女士

房屋出售

顺城街顺城 B 幢 23 层写字楼 6 套，面积
1237.47㎡；
滇池路蔚蓝印象独栋别墅2套，
面积591.54 ㎡、431.35㎡；
安宁城区酒店3
幢 ，建 筑 面 积 33309.80 ㎡ 、9533.35 ㎡ 、
1219.78 ㎡，
接手可经营；
宜良汤池春城湖
畔联排别墅一套，
面积200 ㎡；
武定罗婺彝
寨商铺多套面积72-931 ㎡，
墨江国际双胞
胎小镇商业一幢6层，
面积16449.26㎡；
安宁
财兴盛 30 套写字楼，
面积 86.04㎡-172.08
㎡，
一楼商铺1套，
面积158.86㎡，
4套公寓，
单套面积37.49㎡。电话68698206李先生

古滇码头附近别墅出售

360万买400平联排别墅，
意向
登记中！王：
15288288873

现房出售

昆明经开区石龙路 3808 号有
厂房 9500㎡两栋；写字商住
房 12500㎡四栋，五证齐全，
可分栋出售，位置优越，价格
低廉。电话：13708713999

80-101m2，昆明超低价8600-9500元/m2，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价格洼地，西亚山庄旁，13678780867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①昌源中路综合办公楼 50~1000㎡
②滇池路别墅及别墅式会所和办公 350~600㎡
③ 富民县别墅 240~300㎡、商铺及办公楼 16㎡~1 万㎡
无中介，电话：13888093571、13888080049

学校食堂超市对外承包

学校占地千亩规划满容 8000 人，望有
实力资质的公司来电来人咨询考察，具
体事宜面议。13759565114（杨老师）

新建庭院式花园餐厅对外招租

连云宾馆新建独立院落庭院式花园餐
厅，幽雅宁静，面积 1800 多平方米，停车方
便，全新精装修，设施配套齐全。毗邻翠
湖、圆通山、五华山生活圈。

巴帝家具城四楼6000㎡卖场招租 招租有实力的企业及品牌餐饮集团承租洽谈。

诚招：
整装、
家装、
办公、
医院、
酒店、
教育
万达双塔写字楼出售 高校优质小吃档口招租
培训、
歌厅、
桑拿、
展厅、
运动馆等，
软硬
云南工商学院2.5万在校学生，价格便宜。
13888638282 邓
1.5万/㎡ 13629442425 王经理 吴老师18213000026、胡老师17787000898 件配套齐全。电话：

13700669890、65156661-3917 娄
另有 450㎡大开间办公室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