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三

春城招聘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特别提醒：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医疗·药品
官渡诊所急聘内科
全科医生数名。15288292882
医院高薪诚聘

诚聘小区收费员

勤奋敬业，已婚优，薪 3-5 千元，保
险双休13987688559、
15288386202

神秘寻宝

扫二维码
开启寻宝之旅吧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诊所诚聘法人

西医内科，
执业满五年；
护士2名。
13078715757

高薪招聘

技工
长期招聘

高薪诚聘内科、中医科 双桥村诊所招聘

医生，需有证。13671217619

诚 聘 医 生

诊所口腔科联营，
招聘医生。
13987658776

云南爱心护理院诚聘

医生、
护士长、
护士、
护工各数名，
待
遇面议，
13108898150 杨老师

写字楼、美容院出租

新迎小区，
240平米-480平米可
分租。电话：
17787295116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小石坝经开区大楼出租

餐 饮
云南特色美食城出租或合作

铺 面

5000㎡，可做写字楼、办公、宾馆酒店
丁 13808799230、李 18388134006

五华区人民陪审员选任公告

五华区拟选任人民陪审员 55 名，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条件：1、拥护宪法；2、年满 28 周岁；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
派；
4、高中以上学历；
5、身体健康，
五华区常住居民或工作单位在五华区。
二、报名事项：即日起--2019 年 6 月 9 日，在五华区普吉小屯路 805 号五华区
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报名时提交人民陪审员推荐表或个人申请表，个
人身份证、户口册、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1 份，并附个人近期正面 1 寸白底免冠
彩照照片 4 张（同时提交电子照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还需要提供组织证明
材料，
包括政治身份、专业知识、职业状况、身体条件、现实表现等。
详情可咨询：0871-63614831（五华区司法局）；0871-68261505、68161502（五
华区人民法院）；
0871-64198363（公安五华分局）。
注：
《五华区人民陪审员侯选人推荐表》或《五华区人民陪审员侯选人申请表》
可到五华区司法局（二楼）、五华区人民法院（五楼 502 办公室）或者五华区人民政
府网站下载。
五华区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领导小组
二○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注册类一级水利、市政、建筑、
公路、机电建造师；
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电气（发
内、妇科主治医 1 万/月；护士 4 千/月+提成
输变电）工程师；
奖，包住，上 1 天休 1 天。13078784007
◇职称类环境保护、采暖通风、水
力机械专业工程师；
移民专业、水土保持专业、地质
专业、规划专业高级工程师等；
可购买社保，专兼职皆可，薪
酬福利面议，简历可投邮箱
五华区诊所诚聘
yuanda699@163.com
财务人员 2 名 联系人：郭老师
内科医生一名、
护士一名，
包食宿。 简历邮箱：
电话:0871-68038468
13888353688、
65166386
联系电话:15687129761

学校·教育

中医馆招学徒
18725086257
招租

出租·出售

经开区某诊所诚聘

囗腔医生数名，能力强可合作。可
兼职，
提成50%。电话：
13888462475 有证内科医生，另寻求牙科合作
（有牌照）电话：
13759151003

有 证 B 超 医 生 ，主 管 检 验 师 各 一 内科、口腔执业医生，诊所负责人，
能力强也可合作。19988733512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工资面议。电话：
13648844896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名，

管 理

高薪招聘

A13 广告

市中心地铁、公交站旁写字楼 3－4 楼，
40－300 平方米出租，周边多所中、小
学适于培训、办公、乐器，已有各类多
所培训学校入驻。电话：13759139913

寺瓦路美食街旺铺招租

昆明快乐麦琪幼儿园招聘

宜良汤池80亩农耕土地出租
可以搞农业种植，
年限：
10 年
需要请联系：
13330509288

房屋出售

医院旁临街餐饮商铺急售

层高 5.4 米，另有一批公寓急售，31
万起一套，适合民宿+酒店，在旅游
景区+高铁旁边。13888645630

总价40万起买二环边酒店公寓

旅 游 小 镇 门 口 ，月 租 金 3000 起 ，
①临街 180m2、300m2 商铺两间，已装修,设
30~68㎡。李女士 13769145257
施、设备齐全,层高 6.5 米,接手即可经营。
②非临街停车场边 300m2 商铺层高 6.5 米， 二环内独栋酒店急售
动力电，设施、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1600㎡，售价 1300 万，送 10 个 昆明站精装公寓出售

房东直租 13888611956 周

车位。13099950884 石总

滇缅大道15㎡旺铺出租 建设路协信培训学校教室 高新区1000㎡写字楼整层出售
昆医附二院对面，行业不限13888202800
层高 3.6 米，单价 8200 元/㎡，中介

西市区幼儿园诚聘

教师、
保育员2名，
待遇面谈。
电话：
15208710323、
13888733013

更多招聘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春城招聘频道
https://www.yndfl.com/yncczp/

北市区电梯花园洋房出售
9500元/㎡，一手现房18213805731王

房屋出租

北市区60个房间出租

证照齐全，
正常运行
1000 ㎡/层 ，9800 元/㎡ 精 装 现 房 ， 设备设施完善，
中的酒店，
无转让费。63161599
适合投资。 13368883789 赵

东风东路地铁站旁建业商务中心写字楼招租

繁华地段，
国贸中心汇溪 150㎡八面风临街旺铺出租 整租或零租13759456982 勿扰。办公室电话：68303089 东风路北塔路天桥旁 190-425-630-800-1000㎡，端头房三面大窗户,朝
大 厦 三 楼 ，云 南 特 色 小 新嘉源茶酒市场，有知名度，成熟
厂房、办公楼招租
滇池畔地铁口精品别墅出售 南向，整面大窗户，房屋四方规整。13378849553、13908863640
吃、
火锅类等特色美食。 市场，可做奶茶、咖啡原料批发、
面积约 3 万㎡。地址：杨林工业园管委 实 用 面 积 350 ㎡ ，带 200 ㎡ 花
茶酒批发等。13888378625
13759512538
会旁。电话：15812133889 程先生

青年路旺铺出租

写字楼

昆明市青年路 371 号临街铺面，一间 60
平米对外招租。吴军：15912159172
云南外文书店有限公司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旺铺出租

民航路官渡森林公园对面，拒餐饮。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联系电话：13888662794 李师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招 租

园。联系电话：
13769192501

北二环边商铺招租 南屏街小商铺40万出售
葵 花 公 司 83 ㎡ 商 铺 招 租 ，二 楼
50㎡，
免租金。13708459525 张

综 合

1300㎡已装修KTV出租

可做餐饮，带租约13354907774

棕树营小区好房出售
4 楼，
3×2,80㎡，
86 万元
电话：
15911641128

昆明新亚洲体育城物业二三四层整体宾馆招租

每层约 1700㎡，位于昆明新亚洲体育城距离地铁站
口约 350 米（瑞祥酒楼旁），交通商业发达，人流量大，周边
配套非常完善，适合中高档宾馆、酒店等。
欢迎实地考察。 联系电话：15888867333 吴先生

独幢商业招酒店入驻

巫家坝附近酒店出售 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万派中心独幢商业楼招租，
振峰商业招租（可分租） 繁华地段国贸中心汇溪大 占地
20 亩，建筑面积 1 万平米， 四层结构，
可以做 KTV、
酒吧、
面积 3600㎡，层高 5.4 米，只做酒店。
一 楼 730 ㎡ 临 街 铺 面 、二 楼 4000 ㎡ 整 厦三楼，
售 1.6 亿。王：15288288873
层。地址：安康路 104 号安康苑。
演艺吧、
洗脚城、
美容美发、
联系电话：
13888898870 韩先生
招租电话：15877955263 同置地产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中小企业孵化中心10万平方米招租
第一年免租金，第二
63104606、13987638733 200㎡以上大小均有,证件配套齐，
年5元/m ，第三年8元/m ，可租可购。13888444880
2

2

网吧、
医院等13759512538

土地

轿子山专线离昆明 43 公里处 16 亩
果园出租，可做养殖、种植、小型工
经东路旁独院，办公、食堂及标间住房， 厂，通水电（自架变压器）通网络，
交
适合公司入驻，可分租。13648801908 通方便，租金面议。13888556079

金殿水库旁经营中山庄出售
占地八亩，有（商服）土地证18687126482
可观滇池公寓出售

东航投资大厦甲级写字楼招租

面积：单个工位、20㎡-2000㎡及整层均可租赁 详情请扫二维码
短租和长租模式的自由选择；
面积：26~68㎡投资、自住、办公、酒 ★风格多样的商务装修，
店民宿均可。周：13759403220
★开放或私密的共创空间、只需带上电脑，即可
在甲级商务写字楼环境中享受创业、办公的乐
北市区国福现代城荷花苑
新闻路独栋酒店急售 趣及优质的服务；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双凤路。
独立商铺整体招租
办公室多间，合计面积约 900㎡；
2800㎡，
2200 万急售。 ★多家知名企业入驻，地理位置好、双地铁站；
二楼 1300 平米，成熟商圈，
露天水泥地坪面积约：
1800㎡。
环城南路酒店急售 ★国有资产，产权独立，管理成熟，不受面积扩展的局限。
适合做餐饮、 位 于 新 螺 蛳 湾 附 近 场 地
优价直租，
价格面议，
中介勿扰。 有独立的停车位，
出租，年限长。
（无实力勿扰）
4000㎡，
3700 万。
健身房、足疗、美容院等。
联系电话：
13808755833
13648801498 联系电话：15187999123 昆明市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107A室（春城路站）
联系人：刘先生 13888640113 电话：
13987695988

独立办公室、露天场地
整体出租

牛街庄地铁站旁1000m2 办公室招租

50亩场地出租

68020666、
68021666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餐 饮

律师提醒：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郊县
富民县 1600㎡标准厂房转让
东元食品工业园，带 10 间宿舍。
电话：17787771981

西山区
二万平方米厂房出租

安宁市八街厂房出租可分租，手续齐全交通
方便，价格面议。陈先生13908877833

宾馆·旅店

急转，非诚勿扰 13888672787 赵师

高新区品牌连锁高端酒店转让

2018 年 6 月开业，
临街独栋,87 间客
房。因投资人家庭变故低价转让，
非诚勿扰。电话：
13888035989

官渡区
不拆迁。13888294589 空余厂房、
商铺出租

西山区团结乡1万平米厂房招租

4000㎡，可分租，证照齐全，可做
维修，4S 店，另有几间铺面可做
餐饮，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福保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路 2789 号，有意来电实地察看。

律师提醒：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电话：18314153313

五华区

王筇路厂房商铺办公室出租

五华区王筇路普惠园 1 栋车驰汽
车广场，适合汽车维修，加工类，培
训酒店类.等各种业态，总计有三
千多平方，可以分租，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8087144210 周

诊所·医院

工人医院附近商务酒店转让 昆明医院整体转让

0871-65141794、18082963179 100多间商务间15099798779

小西门特色小吃店急转
金殿后山30亩山庄转让 生意稳定，
接手即可经营，因家中有事
电话：18987497532

土 地

经营 20 年妇科诊所急转

毗邻南亚风情园、杨家地，人流密集，现因
本人要离开昆明忍痛转让 18314568200

营业中修理厂转让或合作 富民县城二块优质土地转让
寻求餐馆转让
10 亩宅基地；②养 本门诊转让或者牙科合作
位置佳，手续、设备齐全，租金合 和合作投资。①约
30 余亩，
建好厂房约 5000㎡
求租餐饮场地或合作 理。联系电话：13808705388 殖场占地
妇科医生，工资面
手续全。13888922127 付先生 招聘内科、

我公司欲在云南省运作品牌连锁餐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馆，现诚招合作伙伴，要求场地 500 平
米以上。我公司负责输入七大系统，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即：品牌战略系统；文化形象系统；营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销推广系统；经营管理系统；菜品专利
系统；装修标准系统；场地选择系统。

休闲娱乐

汽车后市

经开区标准厂房出租、出售

面积 1200 平方米，离市区最近工业园
区，
可办厂、可仓储、有统一污水处理。
电话：
13629635418 钟先生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13987196626李老师

17308805801、17387010362

议。电话：
13888759823

小区门囗铺面转让

房租低，位置佳，人流量大，隔壁有小学、
幼儿园，可多种经营。15912132387

综 合
单机店转让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房租 4200 元/月，含到年底房租，机器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押金，有意面谈。13987137959
https://www.yndfl.com/ynzszr/

铺 面

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 一二一大街84㎡旺铺转让

有意者联系 18213539050 云大附中旁 18787083515

昆明西山区某洗涤公司转让

手续齐全，1600㎡，带业务，接手
可经营。王先生 15398384728

占地 10 亩的康复公司需转让

50 多间房间，花园式场地，适合做医
院、敬老院、农家乐、加工厂，有意者可
实地考查。电话：
15925201668 江总

标准厂房·现房出售

◎三城交汇处 ◎新螺蛳湾支持 ◎国际陆港在侧

俊发·创业园约 900-20000㎡标准厂房
电 话
0871

65919999

地址：呈贡石龙路旁（石龙湖东岸）
1、
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
不作为销售承诺和合同附件，
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政府最后的批文及签约文件为准；
预售许可证号：
预许昆字（2015121）号；
2、
本文章内附所有资料，
包括文字描述，
仅供参考或识别之用，
不构成合同内容；
3、
本资料（或广告）于2019年4月启用，
相关内容如有更新，
请以更新资料内容为准。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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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