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 广告

2018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生活服务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管道疏通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 63360142

搬家·物流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抽粪65733768
家政服务

多邦

物业家政

●专业疏通抽粪修马桶钻孔 63350203

● 马 桶 疏 通 24 小 时 13529457008
●低价疏通改管 65352600、68305000
● 优 价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清洗、保洁，包年包月，灯具、擦玻璃
工程开荒，价格低至1元起63129999

云南蚂蚁快运有限公司

专业连锁搬家配送品牌

63649518

防水·补漏

保姆·钟点

●蓝月亮保洁 66922420
● 勤 实 家 政 13888729465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18388440638 ●云南人专业防水施工队伍13888140857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 65628730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 家 诺 家 政 64153300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 64128233
●福源家政真诚服务进万家 18788591587
●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清洗·保洁

● 65398896 低价家政，地毯、沙发灯

消防·安保

专业消防改造、物业维保
代办消防证·环评检测

18787468887

二手回收

陪驾·陪练

卷帘门

●厂家低价做修 1 3 8 8 8 4 0 0 9 9 7

装修·设计

机动车服务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备案换金点原子锁开修保险柜64133110 ●地砖防水刮粉木工水电 13529391056

报废汽车回收公司

蚂蚁

迁和搬家

律师提醒：

哪里搬家
物流、吊装、运输

修锁开锁

小康搬家 货车全日入城
65658883
蚂蚁服务、
全天进城

超低价骆驼搬家

13908866158

专业搬家、
办公室、
搬厂

65188818 65817781
诚信65333898 68253881
蚂蚁
和顺搬家
68235988
春苑
65366088
理想搬家 67190003
信诚搬家
全国连锁
63199828
64182211
顺迁
腾达
诚信单位 68212778
官渡区中西诊所低价转让 玉溪大酒店承包或转让 4S店寻合作或转让
餐
饮
转 让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25 年信誉 全天进城

全天进城、
搬家搬厂
起重设备、
单位搬迁

65381288

搬家搬厂 拆装家具

金牛

二十年搬家搬厂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万顺搬家
67170128

专业拆装家俱

25 年信誉 全天入城

长短途货运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优惠价180元起 招聘驾驶员数名

搬家搬厂、
搬办公室 招搬运工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招搬运工数名

67166253
68242668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60㎡8 年餐饮老店带设备优转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小西门附近60㎡营业中小吃店转让

生意好，
新装修，
证照齐全，
接
手即可经营。13398847781

律师提醒：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900㎡音乐餐吧转让、出租或合作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谨慎交易！ 穿金路煤机厂，带厨房设备，舞台，大

铺 面
家居定制商铺带商品转让

本店是一家专业承接各类原木，实木
类整体家居定制的木作商铺，面积
329.7㎡，于商场正中心，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利。现本店（含产品）急需
转让，有意者可来电详询或致电详
谈。联系人：张先生 18593105509

关上关平路 400㎡临街旺铺转让

现 经 营 棋 牌 茶 饮 ，可 做 办 公 室
(面积可选)或其他。有意者请联
系高女士 15391351694 面议

屏，音响，灯光，精酿啤酒 500 升设备
一套，接手即可营业。13577102058

营业中 70㎡餐饮旺铺转让

别样幸福城对面，房租低，带 20㎡独立
仓库、20㎡洗碗，洗、配菜操作间，客源稳
定，生意好，经营中王师 13888573379

眠山车场旁餐饮旺铺转让

340㎡，人流量大，生意稳定，证件齐
全，接手即可经营。13116956799

贵州六盘水羊肉米线店35㎡低价转让
佴家湾长润街，
接手可经营。
13888382728、18087180728

经营中100㎡餐厅转让或出租

老诊所，住户多，科室全，面积大。 市中心繁华地段 102 个标间，有停车场，租
18288790163
金低，租期长18487719797、18487719799

官渡大型诊所转让

土 地

宾馆·旅店

全部是常规常用苗木；交通、取水便利，距
离昆明70公里处。62731393、13577036402

综 合

本人在白沙河苏家营村有土地一块，建有房子
480平方米，急需出让 13708441587 陈先生

电话:18987896399 易师

地段好，
有意面谈。
另招医生。13759429026

文化空间酒店急转

设备，证照齐全，接手即可经营，广福
路爱琴海商圈。13987114498

16 个标间，
主题风格，
临近云大
位置佳，可经营早点、炒菜、全新设备， 医院。电话：
15987000076

金瓦路餐厅转让或转租

接手即可经营。地址：彩云北路盛达物
流城招商办附近。13678777726 王

医院·诊所

交通学校对面宾馆转让

180㎡，设施、设备、证照齐全，停车
方便，接手即可经营 13577132022

西园北路400㎡八面风火锅店转让

诊所转让

经开区云大西路高档酒店转让

证件齐全，有配套停车场，有意者面
议，非诚勿扰。王女士 13708470947

独家经营，有事急转，生意稳定。
电话：13888786635

昆明市区多个诊所整体优转，地理位置佳， 全新装修，120 间房，有停车场，
全 新 装 修 ，设 备 齐 全 。 13700684598 证照全。电话：18314301159

教场中路铺面转让 500㎡中餐厅转让 官渡区诊所转让 宜良县经营中酒店转让
60 多个房间，位置佳、好停车，证照
可以做烧烤，
面积大、租金低， 万达商圈，生意稳定，接手即可经
适合所有业态，13629693122 营。电话:13888990578 姜女士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律师提醒：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房屋出租
康养及学校项目出租合作

东风东路建业大厦一楼1455m2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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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招聘医生护士13529211533

一环路豪装双电梯商住楼出售

云纺旁中央丽城好房急售

250.65㎡，
精装，
中空跃层，
235
万起。电话:13529382863

十字路口18-45㎡13529367940
五华科技城独栋商墅急售

473-670㎡、送 50㎡花园，1.3 万/㎡，适合
培训机构、大型餐饮、办公用地、幼儿园
等，
售楼部直销。吴：
18314134124

可做餐饮，36～200㎡，均价 2.5 万

明全程高速 20 分钟到达 13099955449

急售盘龙区临街现铺均价2.5万

广福路中段中闸村760㎡铺面出租

即买即出租，层高 5.4 米，可以做重餐
饮。金女士 15308844638（个人）

泸西县 420㎡旺铺出租

经开区端头板楼，80-143㎡，单价7500/㎡
超大赠送，带学位段师 18869809078

可做大型超市、网吧、仓库等。
13769138273、13577093280

位于金马镇金龙大街（镇政府、农贸市
场旁）一二楼，适合经营建材、超市、化
肥农药、药店等。电话：
13888978483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央企精装板楼急售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五 华 区
巡津街222号临街院内仓库出租

（老市委旁边）一楼，近 300㎡，年
租金13万元。13312508260余

郊 县

官 渡 区

呈贡厂房仓库出租

六甲宝华寺对面，400 平方米左右，
水、电、路三通。13888826098

厂房或仓库出租

2700m2，住房600m2，13529085555
1500m2 出租·转让
5000m2 厂房仓库出租 食品厂房
地址：
小石坝公家村。
石龙路上巨力物流园对面的华新
水泥厂，厂区内单层钢结构，有两
部行吊，靠近多个物流园及昆明
各大快递转运中心，适合做仓库
及各种企业生产 15887108121

市内独幢门面出租出售

单价 12000-14000 元/平米，十个工

曾小姐：13312580626 非诚勿扰

13116269247 刘师、13078766585 张师

超值物业急售

①西贡码头第一栋独栋 5 层商住
房出售（6633.37㎡），楼前有喷水
池广场，环境好，适合做公司总部
办公、酒店、医院。②红塔东路万
达滇池卫城对面十字路口、八面来
风的金融商业用地（15.3 亩），
旁有
正施工的地铁站。上述产权清晰，
如有需要请尽快联系（中介勿扰）。

电话：
17687079556 刘

600多平米土地急需出让

教育·学校

经营中双机店转让

国企水电站出让

昆明主城区大型办学场地转让 电话：
13330426666

或寻合作。可做中学、中职、大学校
区，也可其他用途。13529369210

汽车后市

经开区面条加工厂对外承包合作

或转让，证照齐全（含食品安全许
可证）。17898719916 杨女士

品牌洗车美容寻合作、出租 单机转让
或转让，全新装修，电话:18987166063 13648807927

写字楼招租

700㎡农家场地出售

团结乡谷律去青龙峡的路边，交
通便利，通水电。13888150881

云南金鹰大酒店现有新
装写字楼层出租，位于酒店 4 海口滇池温泉大型土地承包租转
七 月 开 业 ，花 海 旅 游 ，休 闲 ，
楼，建筑面积 1000 平方米，使 山 庄 ，养 种 植 。 13529386491
用面积 650 平方米，整层租用
有优惠，有意者请于 12 月 8 日
之前到酒店洽谈。
地址：
昆明市关上金晖路 8 号
樱花语幸福广场酒店出售或转租
电话：
郑经理 13888550031 6000
余㎡，带地下车位 20 余个，自有产
李 师 13759421765 权，位置好、装修高档、证照齐、客源稳，

大型医院美食城招租
王:15812123887

量大，招水果、蔬菜、干副、调料、水产、猪
肉、旧货、仓库等 13888270086 郑女士

小菜园附近学校招租
能容纳 400 余人校舍招租。
电话：
13708444878 彭老师

价格面谈，
非诚勿扰。15087008781

土 地

综 合

30亩稀缺土地出租转让

现有国企全套钣金数控加工设备
及辅助设备寻求长期出租。有意
者请联系：
李先生 15969537709
王先生 13700611169

呈贡云大旁，背山面水，有自
涌山泉，适私家庄园、会所、民 橡胶林低价出售
昆明市经开区9层办公楼招租 宿、花园餐厅、特色农庄、老年 位于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有林权证，
约 200 多亩,交通水电方便，
总面积18000 ㎡，另仓库10000 ㎡招租 公寓。13648801498 已开割，
地理位置优越，
13608848786 胡女士
汪:18187025253、李:13888098805

写字楼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有市场前景，
可分层，
可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成熟地段，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按揭，
热线电话：
13888144765 裴

金马寺800 多㎡仓库出租
交通便利，
电力充足，
可做加工
电话：
15825296035 宁女士

标准厂房出售

厂房仓库出租

海子社区旧村 4000 平米厂房 2000 平米
办公楼出租，有意电联张 13888863388

300 余大牌企业已抢先进驻
产业圈层资源共享

厂房仓库招租

羊甫村(顺通大道旁)600m2 仓库，
水电路三通。13888257300

经开区工业园区厂房出售，写字楼出租
13708845434杨老师

900平米厂房仓库出租

俊发·创业园约 900~20000㎡标准厂房出售
VIP TEL

0871

位于官南大道小街13987114068杨

小石坝厂房仓库优价出租 律师提醒：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1400㎡2间、1200㎡1间，水电路通13099903380

170 亩苗圃转让

宾馆·旅店

招 租

五华区农贸市场招租
工程抵款社区底商急售 高新区独栋餐饮现铺急售 王家桥路林家院农贸市场，
位置好，人流

昆明乡村医养、学校项目，有 每平米李女士 13769145257（个人） 作日拿证，详情咨询 13518731942
温泉资源，批建手续齐全，交
473㎡急售
通便利，距昆 60 公里，欢迎北 团结镇 376㎡房屋急售 昆明市独栋商墅
11400 元/㎡ ，不 限 经 营 ，靠
方人士考察。13708482897 5 室 2 厅 3 卫 1 厨，带空地 200㎡，从昆 主干道，送花园，租金 60 元/㎡。

旺铺出租

面积：29㎡-55㎡，总价：22 万-38 万，
均价：7000 元/㎡。13099983041 赵

70㎡，55 万（卖方出税），环境好，交通便
占地600多㎡，
房屋1000
利，附近有三甲医院、篆新等四大市场， 有花园，
通温泉，
水电气市价。15398486880
多㎡，
可多种经营18987780681

市中心房屋精装急售 低价售西市区八面风临街餐铺

交三桥地铁口一楼带围院，3 室 2
厅 2 卫，可停车，13888863180 范

齐、接手可经营13629617228 王师

急售餐饮商铺 亚洲花都精装修国际公寓急售

6.8米层高，
单价13000-30000元/
㎡。尊享电话 13888645630

位于西山区规划过的某招商引资
品牌汽车商圈，位置极佳，环境优
美，发展潜力大，可长久经营，接
手即可经营。13888173312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谨慎交易！

官方服务公众号

加入创业园全民经纪人

呈贡石龙公路旁（石龙湖东岸俊发·创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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