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3 日
星期一

春城招聘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医疗·药品
昆明圣民医院高薪诚聘

妇产科、内科、外科、放射科执业医
师（住 院 医 师 职 称 以 上）数 名 。
13708846634、0871-64618975

特别提醒：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官渡区秀芬诊所诚聘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有证护士 1 名，月薪三千；有证医生 1 名，待遇面
议。工作时间8:30-18:00 李女士13619666731

管 理

内科证需注册在诊所里，另有妇科
医生资格证书寻合作18860760286 代

诚聘小区收费员

大型门诊高薪诚聘内科、妇科

诚聘内科诊所法人

勤奋敬业，已婚优，薪 3-5 千元，保 医生各两名，另有诊所转让，牙科
险双休13987688559、
15288386202 合作。电话:13629695306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铺 面
1000㎡临街旺铺低价转让
位于华洋家居建材市场
13888005970 杨女士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郊 县
公路旁独院厂房、门面出租

碧鸡路石咀二手车市场对面，厂房层高
高，已吊顶装修，约 1500㎡，电 250KW，
厂门口铺面一间。1330884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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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教育培训物业出售

昆明市石林县新建大型教育培训物
业，占地 25 亩，建筑 23000 平方米整
体低价出售，适合做学校、宾馆、养老
基地、研学基地，教育培训等项目。

13888473055杨、13529410657李

求租·求购

高价求租市内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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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证照齐全、有效，无债权债务纠纷。
联系电话：13577130449 李先生

写字楼
市中心40~300㎡写字楼招租

139㎡，步行街地铁站口。
电话：13769195702

办公培训房招租

云纺附近，二楼，
580 平方米直租。

电话：13708806212

龙泉路马村立交旁1000㎡办公楼招租
项目不限，租金面议13629491952史
小石坝经开区大楼出租
5000㎡，可做写字楼、办公、宾馆酒店
丁 13808799230、李 18388134006

技 工
昆明鸿亿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诚聘

诊所·医院
诊所转让

官渡区旺铺转让

五华晓运诊所急转

馨和园兰州牛肉面旺铺转让
130㎡。13919196499 马

普吉路兆城花园，证照齐全。
13518740748

大型餐馆转让或合作 昆明医院寻合作或转让

正常经营中 18082963179

大普吉同心路 13064262733 维修，4S 店，另有几间铺面可做
经开区标准厂房出租、出售

餐饮，位于官渡区六甲街道福保
路 2789 号，有意来电实地察看。

电话：1831415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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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招聘

经营 20 年妇科诊所急转

毗邻南亚风情园、杨家地，人流密集，
另聘兼职内科医生。18314568200

综 合
昆明主城区成熟综合
市场、农贸市场转让

可实地考察，无实力者非诚
17308805801、17387010362 勿扰。13888611956 周

空余厂房、商铺出租
1200㎡仓库、厂房出租 4000㎡，
可分租，证照齐全，可做

官渡区

轻松美容招聘

美容师数名，包吃住，学历不限，待
遇面谈 。电话：1388812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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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变电）工程师；
◇职称类环境保护、采暖通风、水
◇出纳
力机械专业工程师；
移民专业、水土保持专业、地质
◇工程人员
专业、规划专业高级工程师等；
◇保安、保洁绿化员
可购买社保，专兼职皆可，薪
以上岗位要求有工作责任心， 酬福利面议，简历可投邮箱
长期稳定，工资 2500-4000 元。 简历邮箱：yuanda699@163.com
电话：0871-64313289
电话:0871-68038468

另招聘内科法人 18288297587

州 市
厂房出租、设备转让

玉溪北城大营红光洗砂厂，占
地 5000 平方米，彩钢厂房 1200 平
方米，配 80 变压器，出租；厂内洗
砂设备，煤气发生炉，滚筒烘干机，
装载机，叉车等设备，低价处理。
电话：13908898292 周

国家经济开发区杨林镇长嵩大道旁有土地 10 亩，厂房 6000㎡，
可做仓库，物流，轻工业等。13888522055、13888922088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18087550404、13577059155

招 租

电 话
0871

北二环边商铺招租

葵花公司 83㎡商铺招租，二楼 50㎡免租金，
适合做送水站、快递等13708459525 张

土地

旺铺招租

百亩苹果种植基地出租或转让
富民周边，证齐，8 年盛果期,环境好，水电
路三通，养生休闲好去处，18064870998

51 平米旺铺出租

人民东路 124 号大东新村口，适合经
营超市、发廊等。13099402868

铺面转租

薪资待遇：月薪 4000-5000 元+保险+
年终奖。
联系电话：
0871-65342054
工作地点：昆明市五华区西园北路 165 号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理规定》，用

特别提醒：人单位不得向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

费、培训费、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金殿后山30亩山庄转让

休闲娱乐

宾馆·旅店

关上足疗店寻求合作或转让

南市区主题酒店诚转

汽车后市

电话：18987497532

客源稳定，转让费 300 万（含一年房
租）无实力勿扰。1337884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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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18183813316

北市区 100㎡洗车场转让

证照齐全，有稳定客源，接手即可
经营，转让费 18 万。18087837236

659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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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售价：199 万。常师:13529382863

房屋出售
棕树营小区房屋出售

1 楼带围院，2×2，精装修，75.8 万。
15911641128

南屏街小商铺40万出售

人流量大，带租约13354907774

广福路香槟小镇 1 号商铺
约 200 平米，高档装修，适 一环3号地铁口精装现房公寓出售
即买即收租；另有多套滇池海
合餐饮、会所、销售、办公 42-68㎡，
景别墅洋房公寓出售，别墅 500㎡以上，
等。18987116346 李师
公寓 38~70㎡。杨经理 13708722701

广告

东风东路地铁站旁建业商务中心写字楼招租

东风路北塔路天桥旁 190-425-630-800-1000㎡，端头房三面大窗户,朝
南向，整面大窗户，房屋四方规整。13378849553、13908863640

房屋、商铺出售 五里多农博广场三楼精装修商业楼对外招租

面积 22㎡~202㎡，单价 1.3 万起/㎡
电话：13888645630

一环优质商铺，开发商低价直租
65882146、13095355345
一手别墅出售

滇池路旁合院别墅 300㎡，550 万起，双拼别
墅500㎡，750万起，王立：15288288873

（吴井路与民航路十字交叉口）近 4000㎡，，宜经营教
育办学、办公等。请有意者联系：谢 13518753880、
李 13987692875、杨 13888857082 价格面议

王家营天天物流城铺面招租
现有部分铺面出租，价格优惠，交通便利，四通
八达。地址:春漫大道与呈黄路交叉口处。

联系电话:13608873451、1375952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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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万派中心独幢商业楼招租，

高新区1000㎡写字楼整层出售 四层结构，面积 3600㎡，层高 5.4 米，只做酒店。
层高 3.6 米，单价 8200 元/㎡，中介
勿扰。办公室电话：68303089

50亩场地出租 房屋出租

位于新螺蛳湾附近场地
出租，年限长。
（无实力勿扰）

13648801498
人流量大，行业不限13888202800 电话：
新嘉源茶酒市场，
有知名度，
成熟
市场，
可做奶茶、咖啡原料批发、
茶酒批发等。13888378625

岁，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有较强沟通
能力和责任心；
（会电脑，
持 C1 以上驾
照优先）。
吃苦耐劳，
有责任心。
◇接运工：
20-45岁，
持C1以上驾照，
有
◇驾驶员：
良好的服务意识，
有责任心。

地址：呈贡石龙路旁（石龙湖东岸）

滇池卫城锦尚 1 幢 3 单元 601 号（跃
，147㎡，250 万元，精装，在租；润
振峰商业招租（可分租） 层）
一 楼 730 ㎡ 临 街 铺 面 、二 楼 4000 ㎡ 整 城二区 C 幢二楼商铺 208 号，171㎡，
250
万 元 ，已 装 ，在 租 ；润 城 一 区 4
层。地址：安康路 104 号安康苑。
招租电话：15877955263 同置地产
幢-13 号，一楼商铺 142㎡，160 万元，
已装，在租；金康园 8 幢 1 单元 1303 号
（跃层），257㎡，300 万元，已装，在租；
润城第二大道公寓楼 5 幢 1612 号，层
200㎡以上大小均有,证件配套齐，第一年免租金，第二 高 4.5 米，41.22㎡，65 万元，精装，未
年5元/m2，第三年8元/m2，可租可购。13888444880 租；大板桥工业园区内 12000㎡厂房
出租，
适合物流、仓储，
有土地证。
2

新迎小区439㎡旺铺直租

150㎡八面风临街旺铺出租

◇殡仪服务人员：男女不限，20-45

俊发·创业园约 900-20000㎡标准厂房

铺 面
牛街庄地铁站旁1000m 办公室招租 18388006552
办公、食堂及标间住房，
护国大厦商铺直租（护国路） 经东路旁独院，
适合公司入驻，可分租。13648801908 南市区临街现铺急售

工人医院对面15㎡旺铺出租

扫二维码
开启寻宝之旅吧

昆明金铂利殡仪有限公司诚聘

◎三城交汇处 ◎新螺蛳湾支持 ◎国际陆港在侧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63104606、13987638733 中小企业孵化中心10万平方米招租

可做餐饮，电话：13888891915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
商机的二维码

标准厂房·现房出售

东寺街南口商铺出租 官南路玫瑰湾小区161.69㎡好房急售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1500㎡，
人流量大，位置佳，半地下层。 中等装修，4 房 2 厅 2 卫，不动产权证在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神秘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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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出租

地铁站口、公交站旁写字楼 3－
云纺附近永昌小区，
4 楼，周边多所中、小学适于培 157 平方米旺铺直租。
训、办公、乐器，已有各类多所培
电话：13708806212
训学校入驻。13759139913

华一广场 13 楼新装优租

执业满五年；护士2名13078715757

餐 饮

1-2 层 760㎡，临街门面
宽 18 米，有意者详谈，中
求购云南范围内医药公司 介勿扰。63171168

13769192501

诊所诚聘法人西医内科

A13 广告

菊花村单间出租

20㎡，卫生间、家俱、电视，700 元/
月。联系电话：18987719159

日新路润城大空间(6层顶楼)出租

2000㎡,电梯入户，带屋顶花园，可做酒
店、会所、写字楼，长期签约。63161599

联系电话：13888898870 韩先生

云南野生动物园商铺、场地对外招租

可经营餐饮、饮品、预包装食品、纪念
品，小型娱乐设施等，有意向者实地考察。
电话：18725157771 陈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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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多样的商务装修，
短租和长租模式的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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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及优质的服务；
地理位置好、双地铁站；
2 层，150 个座位，2 楼 7 个独立包间，经 ★多家知名企业入驻，
产权独立，
管理成熟，
不受面积扩展的局限。
营面积约 700㎡。水电、上、下水，灶具， ★国有资产，

餐饮

联盟路205号巍风阁餐厅出租

冰箱等设施齐全，证照齐全，无需投入改
造，接手即可经营。现对外承租，租金 4
万元/月，押二付二。13808704054

68020666、
68021666

昆明市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107A室（春城路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