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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招聘

振国医院招聘

医生 10 名、
护士 10 名
电话：
13108660768 王医生

技

工

昆明神工床垫急聘

A13 广告

云南迈卡汽车俱乐部急招

前台收银接待、店长、销售主管、专业
机修、铜漆工，待遇：3000-10000 元/月，
也可寻求合作伙伴。15368096766

招募售后专员、客户经理

25~40 岁，发展空间大，福利保障全，
节假双休，薪资面谈 13708879254

个人求职

关上修理厂高薪诚聘
车间维修主管、
汽车维修中工、
◇市场拓展运营总监
漆工、
波箱维修技师。
待遇面谈。13888756665
●陈师注册注销代账报税15388881110
年薪 30 万元。(带团队奖
励 5 万元)。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资深会计师做账报税 13888122644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特别提醒：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社区卫生服务站诚聘 ◇ 业 务 经 理 ：20 名 ，底 薪 咨询电话：0871-63306561 ●多名会计师兼职做账报税15974819573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会计师求兼职可每周至 13658826200
3000 至 5000 元加提成，
公卫专干、预防接种、妇儿
梦想园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专干。致电 13888548507
月薪超过一万元。要求:
聘儿童训练老师，47 岁以内的爱心
有家具销售经验，熟悉云
妈妈。13888619891
高薪诚聘内、儿、妇科医师
船房新农村门诊招聘护士
南市场，能吃苦耐劳。
昆明达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诚聘 广告
需有证。另有两个门诊口腔科长 医生，工资 3000-5000 元/月。专兼
◇出纳、会计,电话营销员
期合作 18313776661
◇前台办公文员2名，年龄40岁以下，
职均可。13888123489
热线 ： 63306561
各 2 名，待遇面议。
性别不限，身体健康，品行端正，高
中以上学历，会办公软件操作。
官渡区诊所聘注册医师多名 和平诊所招医生护士 ◇营业员 20 名
北市区综合诊所招聘
包两餐，工资待遇面议
底薪 2000-3000 元加提成 马师 13688701889、
李师 15912451580
内科医生一名，待遇面谈，口腔科 需要有内科执业医师证，上班时间 月薪内妇儿科主治医1万护士4千+提成
13888579955 赵先生 地址：北京路 408 号达阵广场
不限制，待遇从优。13708843317 奖包住，上1天休1天。15987189639 电话：
承包有证。13888897667
●高中初中小学各科高分精补 63347208
广告
热线

63306561 68391008

教育·学校

门诊招聘内科、口腔科医生、护士

多名。另有妇科，牙科承包，诊所转
让，位置佳，人流量大 13529293086

管 理

教育培训

医疗·药品

家教·辅导

转 让
广告
热线

工人医院旁100㎡便利店旺铺转让

63306561 683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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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宾馆·旅店

超 市

200 平米餐厅转让

昆州路梁源派出所前公交车站旁，证件设施设备
齐全，停车方便，接手即可经营13888269191

西城时代中心底商80㎡小吃优转

带设备技术13211710541

因家里有事餐厅带设备优转 27.86㎡经营多年小吃店转让
电话：18206798407

昆医附二院正对面，滇缅大道 701 酒店
一楼便利店旺铺转让，地理位置优越，
接手可经营 13708868005 非诚勿扰

铺 面
昆明走廊两间旺铺急转

共 110m ，可 分 租 可 带 技 术 转 让。
18716833108、1366872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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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糕店旺铺转让

环城北路临街天和大厦，证照齐
全，
接手即可经营14769268356

位置佳，人流量大，客源稳定，接手
即可经营，详询 18087193561 浦先生

临街 110㎡，可接手经营，也可做自己的
品牌，诚意转让者详谈。13888654323

教育·学校

大观商业城13354913191

关上134m2 成熟餐饮店转让

北市区高端舞蹈培训机构合作

日新路银海森林餐饮店旺铺转让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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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滇池景区铺面出租

可 照 海 鸥 像、民 族 服 装 像 ，或 工
艺品店。电话:13888387262

双龙商场 1 期旺铺出租

1）二楼116号，2）二楼98号，3）一楼247号；另
有宝善街28号铺面，拒餐饮13888662794李师

或者转让。李先生15908802220

房屋出租
交三桥650㎡独栋整租
市中心 13888499252
出租独栋商用房屋

官渡广场附近，三面临街，6000多平米，
带地下室，现经营医院13518767073

土 地
100亩山庄场地出租

地址位于昆明市轿子雪山
专线散旦，可做山庄、养殖、机械
设备停放等，内有鱼塘，20 多间
房子、整租、分租均可，有意者请
联系：
13888011126（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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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小康大道尚家营内1000m 请客房出租 澄江新建新装宾馆、餐馆招租
可做餐饮、仓库厂房使用，位置佳 ，人
2

流量大，13888249323、18787140109

一环优质商铺，开发商低价直租
65882146、13095355345

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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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楼出租

房东直租13888611956周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宾馆·旅店

办公培训场所招租

酒店民宿租售、承包

杨林大学城大学

老民航路环城巷两个院坝（含 6
幢房屋），房屋面积 7615m2，场地 食堂内档口招租
面积 1000m2，可做办公用房等。 新装修食堂，可以做冒菜、酸辣粉、
电话：13118717977 油炸洋芋、炒饭盖饭，大饼粥饵块
等各类小吃，13529364955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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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纺片区（豆腐营）二楼 550 平米招租，适
合做培训办公等13708806212 赵

托管装修设计运营13888266051

13619674776

盘龙区东风广场附近酒店急转 口腔专科优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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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商业中心
端头商铺急售

餐 饮
烧烤旺铺招租

110平米，目前做售楼部，可做轻餐
饮，价格超低面议13518731942

146.73㎡房屋两套急售

昆明出口加工区国际珠宝城，
4楼。
15912589008、
13888178508

绝佳烧烤旺铺诚招有
实力的烧烤品牌入驻。
火车北站写字楼旁单层铺面急售
15388714306 蔡 建筑面积
75 平米，门宽 9 米，层高

综 合

5.4 米，300 万。15368899978 张

经开区汽车4S店出租

昆明壹号广场A区商铺6套164㎡、230㎡、
377㎡、524㎡、546㎡、679㎡；B区商铺3套
194㎡、506㎡、1328㎡；滇池路蔚蓝印象独
栋别墅2栋591.54㎡、431.35㎡；安宁城区
酒店3幢33309㎡、9533㎡、1219㎡；武定罗
婺彝寨商铺多套(1-3层) 72-931㎡，适合经
营餐饮客栈;墨江国际双胞胎小镇商业一幢
6 层 16449.26㎡；安宁财兴盛 30 套写字楼
86㎡-172㎡，一楼商铺1套面积158㎡，4套
公寓单套37.49㎡。电话：
68698206李先生

房屋出售

房屋出售

效益稳定的昆明公寓

开发商直售，45-70m2，证在手，直
接过户，0871-65420068 普经理

市中心白塔路109㎡商铺急售 国际会展中心对面临街铺面急售

86U2 公寓楼下，2.8 万/㎡，可多种
四星标准，二、三层客房，一楼可做餐饮，花园停车场， 用途。电话：15368066658

另配宿舍楼一栋，可整租或分租，详询：13888999308

拆，
有事回老家优转。13577115978

腾冲市中心酒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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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7787847956

东风东路建业大厦一楼1455m2 商铺出租

州市某大型门诊部低价转让

市区星级酒店内养生馆转让
电话：
15808892265

土

地

凉亭片区十亩工业用地转让

位 于 归 十 西 路 68 号 ，房 屋 建 设 面
积 3000 ㎡ ，房 产 证 、土 地 证 齐 全 ，
价格面谈。13908863538 田先生

果园出租或转让
或托管，口腔科寻合作，13648893101 大块红土林地，
160亩已种桃树、
药材和绿化

黑林铺招待所转让 诊所转让
30 个房间，证齐位置佳，客源稳定不

带停车场、餐厅，客房 130 间，价格面议，
非诚勿扰！电话：18183529569 关师

大板桥 1200 亩土地出租

位于小哨杨官庄村，离机场 10 公里左
右，紧邻 320 国道，水电路三通、交通便
利，
有意者面谈 13064290073 陈先生

独门独院，可餐饮、办公、汽修、教
培机构，
可分租13708468903杨

腾冲酒店、客栈转让

客栈有 16 间客房;热海路三星级酒店
50 间客房。证照齐全，转让费低，接手
即可经营，
非诚勿扰 13354908485 尹

休闲娱乐

非诚勿扰，
15887219946
18314160458、158121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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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单机一台急转

电话：13648732358 姜女士

500㎡市中心旺铺合作·转让 环城南路酒店转让 大型诊所转让或出租 生态园大棚餐厅转让或出租

经开区国际汽车城4S店（前店
后厂，销售及售后一体式）整体
或部分出租总五层（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建筑面积14600㎡。

主干道有停车场，现经营餐饮，也可多
种经营 13888403201 罗（非诚勿扰）

新装修，带停车场，证件 本门诊转让或者科室合作
妇科医生、护士工
齐全。 13378711440 招聘内科、
资议。联系电话：13888759823

营业餐厅，三层木制特色阁楼大院
15398710777

西山区2300㎡商业用地租或转

新迎小区1500㎡左右铺面出租

一环内酒店转让 医院·诊所
独栋 45 个房间，位置佳，

42 平米商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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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滇码头附近别墅出售

意向
领导预留铺面，层高5.4米，门宽4.4米，官渡第一中 360万买400平联排别墅，
15288288873
学大门口。租金200元/平米起。13078766585张师 登记中！王：

有意面谈；
另招聘内科医生。
电话：
13759429026

租售

本店经营三年，位置佳，中高档装修，人
流量大，设备证照齐全，13700660048

50㎡临街优质旺铺转让

昆明机场旁两酒店急转

地段好，四星酒店，带网络停车场，
50 间经济型房间。136887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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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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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区和谐世纪300㎡—500㎡餐饮旺铺

400㎡—800㎡层高7米铺面低价直租，可经营教育培训、娱乐等。

明经理 0871-66666555、13529119392

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低价出租出售

联系电话：
6487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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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河州泸西县皇朝酒店转让
（含十年合同）

酒店位于泸西县中心城市主干道迎宾路、阿庐大
北市区稀缺餐饮铺出售
街、九华路的三岔路口，紧临泸西客运站、老城区，距风景
石林市中心酒店低价出售 面积：
50～103m2，单价：2.7～3.5 万元， 区仅 5 分钟车程，
交通极为便利。总建筑面积 3.77 万平
2900元/㎡，占地7亩，证上面积11000㎡，
层高:4.5m，现铺发售，15288246573 赵
全新装修，手续齐全。13577023661
方米、地面高度 60.24 米，
总层数 18 层（含地下 1 层）。
大堂：酒店 1 层，设有:独立休息区、前台预定、贵重物品
250㎡临街别墅
·
租、
售
石林市中心酒店低价出售
保管室、行李房等。
3000 元/㎡，证上面积 3000㎡，全新高 世博片区商用房，共四层，带花园、车库，租
餐饮：
酒店 15 层，
集国际及地方特色的多功能餐厅。
13万/年，售1.6万/㎡。15808817333
档装修，手续齐全。13577023661
会议：酒店 14 层，拥有 180 多平方米的多功能会议室 1
买房送商铺和两车位
个，
配有休息区和独立洗手间。
现房公寓、写字楼出售 富民城有房
121㎡带 10㎡商铺和两个
泛亚新区爱琴海购物中心旁，1-3房户型，均价8600 车位，合计 55 万元，欲购从速。
客 房 ：10 至 15 楼 ，拥 有 客 房 145 间
2
电话：
13888666006
元/m ，无中介费，适合投资自住15687753632
(套)，设有中式标准间、欧式豪华间及
不同风格的大床房、套房、行政套房。
63323115
昆明久喜百货商场
客房免费宽带上网、无线 WIFI、双线
63310307
电话、国内长途电话直拨，留言信箱、
昆明多又多智慧农贸市场 昆明市人民东路 63 号（原沃尔玛喜相逢店）
迷你吧、独立淋浴间等。

旺铺招租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有市场前景，
可分层，
可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厂房、写字楼 有房35标间带二铺面出租 成熟地段，
可以停 20 辆车，年租金优惠，宾馆、
按揭，
热线电话：
13888144765
裴
出租、出售13708845434杨老师 农家乐、养老院等 13888737878 陈

是商务、
是商务
、旅游
旅游、
、会议
会议、
、体验者的首先入住
体验者的首先入住。
。
地点：
红河州泸西县
电话：
18657711485 章先生
13646513881 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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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