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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特赦对象被依法释放
6月29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对部分
服刑罪犯予以特赦。近日，
经过有关部门的
有序高效工作，
一批符合特赦决定规定的特
赦对象被依法释放。他们纷纷表示，
一定要
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心怀对党和国家
的感恩，
积极回归家庭、
回报社会。
7 月 21 日下午 3 时许，江苏省海门市
人民法院，陆某洲接过了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送达的特赦裁定书，
正式获得特赦。
陆某洲是一名曾参加过保卫国家主
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退伍老兵，
属于特赦决定中可予以特赦的九类罪犯中
的第二类罪犯。现年 51 岁的他在 2015 年
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
月。服刑期间，他表现良好，2018 年经法

院裁定假释，
同年起接受社区矫正。
“通过改造教育，
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也一直深感痛心和后
悔。
”
陆某洲激动地说，
“这次特赦，
让我深深
感受到党和国家慎刑恤囚、
明刑弼教。这是
对我们的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感化和挽
救，
也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
”
“陆某洲目前在工厂打工，
村里每个月定
期走访他一次。他获得特赦，
家里人也都十分
感激党和国家。
”
海门工业园区叠石村党总支
书记何忠华告诉记者，
陆某洲思想稳定、
工作
积极，
每隔十几天向村里汇报一次思想和工作
情况，
工厂老板和工人对他的印象都比较好。
“不忘军人本色”
，
是不少参加过保卫国
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特赦对
象共同的心声。7月22日，
因犯职务侵占罪
服刑已有两年的特赦对象刘某华走出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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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后市

凉亭片区十亩工业用地转让

天恒大酒店六楼养生馆转让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写字楼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https://www.yndfl.com/ynzszr/

南市区全封闭校区食堂招租
重点中学13759456982胡老师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招 租

在校 3 万人，新装修。

吴：18213000026、胡：177870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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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呈贡老街休闲主题餐厅出租或合作

400㎡，主要经营木桶鱼、快餐、果饮。有
固定客源，接手可经营。13700696795

房屋出租
两栋房屋整体出租

100 亩山庄场地出租 建设路协信培训
地址位于昆明市轿子雪山

春城路泰隆宏瑞饭店旁，原来是学校，有
院子，20个停车位，1栋三层2000㎡，80间
学生房，30㎡/间，带卫生间；另一栋四层
办公楼 2000㎡。适合医院、教育培训等。

胡老师13759456982

20㎡，卫生间，部分家俱家电，700
元/月。电话：18987719159

场地、教室招租

菊花村单间出租

普吉路4500㎡厂房仓库出租 官渡区1200㎡仓库出租

经开区尚为国际 240㎡办公室仓
库出租，可分租。13608866559

郊 县
石林县生态集中区厂房、仓库出租

6000㎡左右；空地 80 亩左右，价格
面议。查经理:13529259118

官渡区
世博园旁厂房仓库出租
150㎡、200㎡，带办公室、宿舍、动力电； 2800㎡仓库厂房出租

离螺蛳湾 13 公里，可分租，水电
路三通，有证。13888004171

1、仓库 300㎡；2、独院别墅，占
地三亩。位于新机场路金马
寺地铁站旁15912544611刘

400㎡厂房仓库出租

出租

适合做生产加工及仓储15368063428

标准厂房、仓库招租

经开区新册产业园、呈贡七甸工业园，入
驻行业不限，面积可选，设备齐全。
18988275395、
13888172621

2.3 亩厂房出租

关上和甸营村旁仓库厂房出租
1000㎡，带住房二十间。
电话:13759115299 穆师

北市区花园洋房、板式小高层出售
9800 元/㎡，售楼部一手现房
电话：18213805731（小王）

滇池边5A景区景观房出售
单价 9800 元/㎡，精装修板房。
联系电话：15087121722

玫瑰湾一期159.45㎡房屋急售

6 跃 7，中装，4 室 2 厅 1 厨 3 卫 4 阳台，南
北向，141 万起。电话:13529382863

金殿水库旁经营中山庄出售
占地八亩，有（商服）土地证13708766668

101-193㎡一线海景房出售

厂房出租

大板桥女子劳教所旁厂房出租（原
饮料厂装修证件齐全）。面积 2200
平方米，有住房，有土地证。15 元/
平方米。用电量大者优先，食品厂
优先。电话：13888236453

厂房出租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18213007665刘老师

北市区 100㎡洗车场转让

接手便可经营 13769181038

证照齐全，有稳定客源，接手
即可经营。18087837236

铺 面

综合

临街中医按摩治疗近视店转让

双机转让

带员工，接手即可经营,官渡区世纪城
靠世纪金源学校，人流量大，需求广。
联系电话：18687109269

急售:民航路临街餐饮旺铺

18687182190

海景公寓出售

14~100㎡，买一层送一层，可带租
约 180-335 元/㎡。13888645630

海洋馆、滑雪场、旅游小镇可看滇池，
总价 50 万/套。李经理：13888531521

119㎡，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双阳台，位
置佳，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意向
购买者联系方女士 15287221720

本人急需资金周转，年租 50 万 ，接手即
可收租，可面谈。吴 : 18314134124

学府路海伦先生小区毛坯房出售

市中心好铺出售

年租 50 万，
证清晰，
圆通路和青
年路十字路口 13099950884

LOFT 公寓出售

二环内商业中心，45 万 41㎡可搭两
层，真现房。张师 13078766585

市中心旺铺出售

夏意雅园住房出售，面积132㎡,145万元
广福小区商铺出售，面积32.5㎡,148万元
联系电话：136787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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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栋 2-4 层整体物业招租

位于昆明新亚洲体育城距离地铁站口约350米（瑞祥酒楼旁），每层约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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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等。
欢迎实地考察。 联系电话：
15888867333 吴先生

昆明雄业大酒店房屋出租

昆明雄业大酒店位于昆明市北京路 907-909 号，
地理位置优越，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人流量大，内
设停车场。现有部分临街店铺、楼层房屋对外招租，每
平方米单价 68 元起，适用于办公、健康医疗、餐饮美
187㎡，三层，大露台临螳螂 食、
量贩 KTV、SPA 水疗等，装修豪华、可直接使用。
川，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休
联系人：
杨女士 13987117962、吴女士 13577078663
闲、养老皆宜，
急售 150 万。
电话：
13708475063 地 址：昆明市北京路 907-909 号昆明雄业大酒店

昆明文旅城西山脚滇池边，3 大主题乐园 40 万
方商业配套1800亩湿地公园13320509512

富民村上春墅（别墅）出售

4500㎡厂房出租

厂房层高8米，
水
关上关景路 65 号，可做汽修、加工厂、 干海子320国道旁，
仓库，30 元/㎡/月 13769116880
电齐全，
交通方便。18208802025

大板桥工业园区有厂房、物
流 4500㎡出租，17 元/㎡/月，
官南大道小街13987114068 有土地证。13888733957

五华区
昭宗路 194 号，水电齐全，可做厂房
仓库加工厂，面谈。13888316682

18088018430、13888845897张

总价230万一栋15368899978

汽车后市

可分租

黑林铺营业中餐饮旺铺直租

盘龙区

房屋出售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学校 1500㎡食堂招租 民族村古建筑商铺客栈出售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可以搞农业种植，水电路三通，年限： 130㎡，人流量大，位置佳，客源
10年~30年。电话：13330509288黄师 稳定。电话：
1370063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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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临街餐饮旺铺整体转让

县城中心地段，足疗、洗浴场所转让，设施
齐全，接手即可经营。13988942966

官渡某诊所转让

因家中有急事，现转让经营 5 年内科诊
所，证件齐全，资源固定。联系电话：
15087123594（微信同步）、15288242868

宜良汤池80-200亩农耕土地出租

厂房·仓库

7000㎡新装修足疗洗浴酒店转让

土地

或承包。18314583901曾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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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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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面

呈贡马金铺31亩土地出租

休闲娱乐

诊所·医院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多用途汽修厂场地出租
穿金路边 1200㎡，独门三合院，含证 63104606、
13987638733
照全洗车美容场。18208879598

宜农业种植，可签十年，水电路通。
电话：17387416847

肇庆监狱大门，
与已在门口等候许久的家属
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
团聚。战场上的他曾经历数次大小战斗，
被
获得省部级以上
‘劳动模范’
‘先进工作者’
地雷炸伤，
后背留下一块三指宽的伤疤。由 ‘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情形的罪
于伤及神经，
他止不住抖动的手花了一分多
犯。他曾参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国家重大
钟才在特赦裁定书上签完名字。
工程建设，并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
“想起当年牺牲在身边的战友，真的很
奖等荣誉称号。
惭愧。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军人作出的贡
2018 年 10 月，徐某东因犯妨害对公
献和牺牲。”刘某华仰起头，强忍泪水说， 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
“我一定尽早把欠村里的钱一分不少都还
年三个月。据监狱干警介绍，徐某东服刑
上，早日弥补自己的过错，争取村民原谅， 期间遵纪守法、积极改造，在监狱组织的自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
学考试中成绩优异。
据悉，刘某华在服刑期间遵规守纪、用
7 月 27 日，徐某东走出监狱，和妻子
心改造，
先后获得表扬两次。他回家后，
当
在夕阳下紧握双手。
“感谢党和国家，我相
地司法部门将协调镇街、民政等部门，对其
信他回归家庭后会更加珍惜生活，也将竭
进行安置帮扶，
协助他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力为社会做贡献。”
徐某东妻子说。
在广东清远监狱，54 岁的徐某东是广
新华社记者 罗沙 毛鑫 陆浩
东本次首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陈席元 杨文

厂房出租、土地出让

①大板桥4100㎡厂房（距长水机场3公里左右），
交通便利；②富民县工业用地出让（距昆明40公
里），50年产权，证件齐全。1398718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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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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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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