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 渡 区

厂房出租
大板桥工业园区有厂房4500㎡出租，也可做物流，17元/㎡/月，有证手续齐全。
电话：13888733957张

五 华 区
普吉路500-4500㎡厂房仓库出租
经开区尚为国际 240㎡办公室仓
库出租，可分租。13608866559

5500㎡厂房出租
大板桥工业园区，带行车13577009866

厂房、仓库、新建房出租
环湖路新国贸中心旁2000㎡，水电齐
全；云大西路新广丰旁新治村整幢7层
楼出租可做酒店。17687128110

2500㎡仓库出租（可分租）
阿拉乡收费站旁，带3吨货梯。

电话：15812009782余

晋宁昆阳2300㎡标准厂房出租
10元/㎡起，水电路全通，有全套公路护
栏流水线设备，接手即可经营，也可空
租。13700667895、13883656351

郊 县

约6500㎡厂房场地招租
位于西山区车家壁，有三相电。

电话：18687919699钟

西 山 区 少量空余厂房、商铺出租
面积 2470 平米，可分租，证照
齐全，可做维修，4S店，生产等，
另有几间铺面餐饮，位于官渡
区六甲街道福保路2789号。

电话：18314153313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18213007665刘老师
13888775812黄老师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63306561

100㎡-20000㎡
厂房、仓库、油库出租
离新螺蛳湾2公里，层高5.6米-9米，
证件齐全（环保证、消防证、房产证）13元~23元/㎡/月。环境优美，价格
量大从优。13116297966熊先生

昆明各区及周边仓库、厂房、土地、
大型地面、地下停车场、房屋，
面积大小不等，租售方式灵活。

联系电话：18788105381

出
让

标准厂房·现房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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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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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呈贡石龙路旁（石龙湖东岸）

电 话
0871 65919999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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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提醒：

马街3000㎡厂房仓库出租
西山区人民西路附近，可分租，位置佳，设
施完善，环境优，独门独院13698727465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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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北京路联盟路口二楼3000㎡旺铺招租
精装修，采光好，诚招教育培训、
亲子、游乐等15087053700梁

学府路1万平米房屋招租
电话:13987131815

13888621375

新闻路美食城850㎡餐厅招租
图书城正对面，200万装修，风格中式仿
古，无转让费，中介费13908873358尹

土 地

土地出让
位于东川区铜都镇土地6258.49㎡。

电话：13330426666

50亩大型空地低价出租
位于大商汇附近，可分租。

13888266783、13888500288

50亩场地出租
位于新螺蛳湾附近，适合加工生
产、仓储、物流、停车、4S店、市场等
电话：13648818059

餐 饮

116㎡临街商铺出租
金地悦天下1期，可做餐饮，120
元/㎡。电话：13368712073

铺 面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63306561

房屋出售

好铺急售
市中心恒隆广场、东风广场、春之眼旁商
铺急售，价格超级便宜。周13759403220

10～20㎡商铺出售
总价：40万，证齐，急售。

13658717197伍

温德姆观海公寓出售
月租3500元，海洋馆、旅游小镇旁。

15887286212兰师

出售滇池边小公寓
平层、跃层，可托管，可自用。
总价39万 18788443900

写字楼

经开区昌宏路独栋五层办公楼出租
装修豪华，1400㎡左右。带厨房、停车方
便，临街。适合办公使用13700629889

滇池旅游度假区景观房出售
洋房精装修 1.1 万每平米；别墅214平米280万18213847841

主路八面风商铺出售
5.4米高重型餐饮铺，30间铺面，
一周可销售完毕，9月中旬发售，
意向登记中。18788443900

自贸区现房公寓出售62㎡、63㎡，6500元/㎡起。红星美凯
龙旁，1、4号地铁口15198804241

300多平米写字楼出租
精装修，停车方便。

杨女士13211718975、李女士18988286618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每层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红土出售10万方
杂土免费，呈贡七甸工业园内13808739879

综 合

高星级酒店内KTV楼招租
3000㎡ 1351872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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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提醒：

棕树营小区好房出售
1楼，带围院，3×1，88万元。

电话：15911641128

餐 饮

火锅店转让
因个人原因，现将杨林大学城
核心地段汇尔佳一大型火锅
店转让，周围有 15 所大学环
绕，人流量非常可观，欢迎有实
力的老板实地考察，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18988297312

转 让
广告
热线：63306561

新建液化石油气站转让或合作
位于怒江兰坪。

15308863999（非诚勿扰）

高价收昆明市区双机店
或单机传统店，10-12 万元收
单机店。13888588132

综 合

经营中轻奢酒店转让
五华区海屯路与慧谷路交汇处，客房87间，客源稳定13469982071袁先生

陆良时代商务宾馆酒店
转让13708802419

宾馆·旅店

官南大道康乐茶城商铺急转
三期 57-20 号，三层楼，双卫，200㎡左
右，精装俢，装有太阳能，价格从优。
13888252805杨、13529192608高

铺 面

润城一区55㎡餐饮店转让
证件齐全，人流量大，临近市场，停车方便可
摆桌子，租金5600元/月18487298108 机场附近3星级大酒店低转

开业 2年，86个房间，90%入住率，3000
平方停车场，环境5星级。13708885581

经营中诊所转让
生意稳定18288297587

学府路120㎡火锅店转让
冶金大学地铁站旁，地铁 11 月份
通，有稳定客源。18388061736

诊所·医院

黑林铺潮味火锅店急让
面积260㎡，客源稳定，接手
可经营。1370876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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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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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0871-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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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优先车厢”把问题搞复杂了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开屏新闻APP

城市地铁，
既带有公共
服 务 的 属
性，又有“付
费购买”的
商业属性。

特约评论员
然玉

社论速读

E-mail:ccwbccsp@163.com

近年来，深圳地铁在国内率先设立
女士优先车厢。但是，由于缺乏约束，该
车厢内还是挤满了男乘客。《深圳经济特
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规
定，地铁可以设立优先车厢，在高峰时段
优先车厢可以仅供残疾人、未成年人、女
性等有需要的人士乘坐，对于乘坐优先
车厢的其他乘客，地铁工作人员应当劝
离。（9月9日《晶报》）

作为一种倡导性规定的产物，地铁
“女士优先车厢”在各地尽管早有实践，
但客观说来其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由于缺乏约束，女性优先车厢内还是
挤满了男乘客”，深圳出现的这一状况，
并不是孤例。为此求解，当地已在考虑
修改立法，明确“女士优先车厢高峰时
段限制男士乘坐”。从一种柔性倡议，
升格为强制或半强制性的“公共规则”，
其本质已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正
因为此，我们重新评估此事时，更须慎
之又慎。

需要厘清的是，设立地铁“女士优先
车厢”，其实并没有上位法层面的必然依
据，这与“母婴室”等存在着本质区别。
现实中，各地之所以推出“女士优先车
厢”，大致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其
一，“女士优先”是社会美德，男性成员天
然有保护、礼让女性的道德义务；其二，
则是“女性权益保护不到位”的客观事
实，地铁内“骚扰”频发倒逼着技术化的
应对手段……在这种解释框架内，“女士

优先车厢”并不难得到广泛支持。
当然了，主观上、口头上“支持”是一

回事，而现实场景下怎么做则是另一回
事。在地铁运力整体供不应求的前提
下，许多男乘客情急赶时间多半是顾不
得“绅士”、管不上“羞赧”的。“女士优先
车厢”还是挤满男乘客，这并不奇怪：在
所有车厢都满满当当的时候，能够“挤上
车”就是压倒一切的，哪还管得了其他！
理论上，强制“限制男士乘坐”的确能解
决问题，而麻烦的是，这势必又会激起新
的问题。

城市地铁，既带有公共服务的属性，
又有“付费购买”的商业属性。其最基本
的功能，就是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禁
止男士乘坐某些车厢，势必会影响其平
等享受公交服务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
上构成了“差异化对待消费者”的市场歧
视……一旦涉及到对市民利益、消费权
益的“调整”，争议就变得复杂起来。并
且，也应明确的是，“女士优先车厢高峰
时段限制男士乘坐”，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以计划思维干预了供需关系的自发配
置，这必然会加剧“短缺”。

地铁“女士优先车厢”不等于“女士
专用车厢”，从一个柔性的倡议，到一个
被普遍遵从的“规则”，过度仰仗立法所
带来的强制性支撑，也许并不是最好的
选项。与之相较，以更广泛的舆论动员、
更周到的现场秩序引导，来争取男性乘
客的主动认同，或许要来得更为可行。

又到开学季，就读超级冷门专业是什么感觉？最近，浙江杭州师
范大学钱江学院大四女生杨柳因全校仅她一人主修箜篌而引发大众
关注。今年21岁的杭州女生杨柳向南都记者表示，自己已学习箜篌6
年。当初，因没有专业教箜篌的老师，学校曾一度劝她改修其他乐器，
但后来专门聘请了一位箜篌演奏家作为外聘教师进行教学。为此杨
柳每月需独自奔赴另一个城市找外聘教师学习箜篌，但她自言并不觉
得孤独，相反还获得了很多乐趣。

《南方都市报》评论：她这个专业，确实冷门。说实话，看到“箜篌”
二字，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它的准确读音(没错，就念“空侯”)，还有
这件乐器的由来。作为一件拨弦乐器，箜篌可追溯到汉代，其款式分
卧式和竖式两种。今日箜篌其外形、制作原理与西方竖琴相似，乃是
上世纪70年代国内专家根据竖琴、琵琶和古筝而创作的新乐器，与古
箜篌相比，已经完全是两种乐器。

所谓专业冷门，也非绝对，要看你如何衡量。其实现在大多数工作
岗位招聘，有严格专业限定的很少，大学生毕业后，谋生之路也是各显神
通。单纯以专业出身论英雄，不看个人综合能力，恐怕也不是绝大多数
企业HR所为。反而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不
妨多一些“象牙塔”，多一点“阳春白雪”和理想主义，为有理想的年轻人
留出空间。既然年轻人都不介意将来工作好不好找，只要办学经费许
可，学校还是应该保留支持一些冷门专业。毕竟，中国有句古话叫“为往
圣继绝学”，有些技艺，有些绝学，必须由少数坚守文化和知识道统的人
来维系，而不能单纯以就业率、经济效益来衡量专业和技艺的存亡。

当然，具体到杨柳的个案，她求学经历的独特，可能跟遇上了好的
专业大环境有关。近年来传统文化愈发得到社会各界重视，一些具有
民族特色的项目，境遇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善。像杨柳本人近年来也接
受过一些音乐或文化节目，比如《国乐大典》《国家宝藏》的邀请，进行
箜篌表演。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假如你读了一个别人认为是“冷
门”的专业，你还是要坚信“行行出状元”的道理，外界的眼光、大环境
的起伏，都不是放弃理想的理由。希望你不妄自菲薄，亦不骄矜自喜，
坚定拥抱自己所选择的路，然后从中发现快乐。

专业冷门不足畏 听从内心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