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 渡 区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63306561

厂房、仓库出租
环湖路新国贸中心旁2000㎡，环境优，
交通方便，水电齐全。1388859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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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 县 2500㎡仓库出租（可分租）
阿拉乡收费站旁，带3吨货梯。

电话：15812009782余

450㎡厂房仓库优价出租
小石坝兽药市场对面，水电路通，
交通方便，不拆迁。130999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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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板桥包装城内厂房出租
9500㎡，带办公楼，水电路三通，可以
分租，价格面议。13759153168何师

晋城旁厂房出租
一层730㎡，二层500㎡，带250变压器，独
门独院，原有面包加工厂 13668705011

呈贡机场边独门独院厂房出租
2000平方米，315变压器

13888214692、13033396489

呈 贡 区

厂房仓库
长期招租

标准多层、无拆迁风险、带两部外挂3×3
大货梯、三部室内客梯、带有住宿、食堂
配套、交通便捷适合（小型加工、食品加工、
仓储、办公）。地址：呈贡区泛亚物流中心

15687112341

4500㎡厂房出租
杨林家具创业园标准厂房出租，
证照齐全。电话：158779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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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广告
热线：63306561

宾馆·旅店

经营中轻奢酒店低价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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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面
新闻路33平米旺铺转让

纂新农贸市场大门旁边。
电话：13638802603

综 合
四柱液压机、冲床、剪

板机、折弯机、叉车。
电话：13518740748

转
让

诊所·医院
经营中诊所转让
生意稳定1828829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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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途汽修厂场地出租
穿金路边1200㎡，独门三合院，含证
照全洗车美容场。18208879598

汽车后市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63306561

餐 饮
昆明火车站餐厅出租
证照齐全，有天燃气，设备
齐全，接手可经营，价格实
惠，房租：每月一万多。
13529076965、13708845792

房屋出售

29-33㎡临街餐饮铺出售
均价：2.2万/㎡，国庆发售，可实
体看房。13658717197伍

阳光城、文澜公馆房屋出售
昆明太平新城，精装修，板式洋房，1梯2户，
品质住房，改善优选13619689379鲁

滇池度假区合院别墅出售
156㎡，实得面积 430㎡，总价 380
万 首付 80万18787128211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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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悦广场小金铺开售40㎡—130㎡，投资、自用均可。
售楼部:15025174580

大学城地铁口精装公寓急售
买一层送一层，60㎡，两室，35万，
最后几套。售楼部：15025174580

恒昌食府出租或转让
穿金路 781 号云南林业职业技术
学院门口。刘总15368193303

铺 面

日新路商铺低价出租370 平米多门面铺面出租可分租或整
租，临街周边有学校、公园等人流量
大。联系电话：13518767073

新迎新城2栋路边房子出租
已装修，可开公司、美容院会所。

陈13888737878

高铁南站旺铺直租
可做餐饮，有意者面谈。
电话：18988277789

学府路1万平米房屋招租
电话:13987131815

13888621375

招 租

综 合
种植红土免费提供
呈贡七甸工业园内13808739879林师

大板桥20亩山庄场地出租
可做山庄、养殖、机械停放，内有鱼
塘3个，房屋数间。13888579430

土 地

学校·培训
知名品牌英语培训学校整体转让·寻合作
精装350㎡，手续齐全，生源稳定，教师团
队稳定, 可出让部分股份19912787037

本门诊转让或者科室合作
一共 6层楼，700-800㎡，地段好、可
空转，无实力勿扰 13888759823

多处场地出租
马街、小石坝、老民航路18213988912

学府路海伦先生小区毛坯房出售109㎡，三室两厅一厨两卫双阳台，位
置佳，交通便利，配套设施齐全，16500
元/㎡，非诚勿扰。15126220911

优质地段60㎡小吃店转让
周边小区、学校、超市、酒店围绕，人
流量大，客源稳定。13888567019

餐 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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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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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新增两条生产线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

昆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新增两条生产线项目，位于昆明市
富民县罗免镇高仓村昆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原厂址内，现依据
相关规定，对本项目建设及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

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全本链接：http://www.yunnanwater.com.cn/news/1570497580938.html；纸质报告查阅：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市西山区前福路166号）

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周边的个人及社会团体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电子邮件
或面谈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或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发表
关于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邮箱：326739831@qq.com，联系电话：15198784939，联系人：秦工，
通讯地址：昆明市富民县罗免镇高仓村昆明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
心；邮箱：464686360@qq.com，联系电话及传真：0871-64118256；联系
人：李工，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前福路166号

上述公示有效期为2019年9月30日至2019年10月18日。

杜东枝于 2015年 2月 2日在昆明
市遗失二代身份证壹张，证号：530102193311110318，登 报 作
废。自登报之日起所有发生的一
切责任后果均与本人无关，一切
事宜依据法律程序，特此声明。

郑丽春于2019年1月份在昆明市
遗失二代身份证一张，证号：530121196309271529，登报作废。
自登报之日起所有发生的一切责
任后果均与本人无任何关系，一
切事宜依据法律程序，特此声明。

昆明致霖建筑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
路支行预留印鉴（公章、财务章、
颜云青私章）各一枚，账号：39690188000111756，登报作废。

兹有昆明霖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预留在农业银行昆明西坝支
行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章（姚
敏）一枚，账号：24015901040285134，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昆明霖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预留在华夏银行昆明东风支
行财务专用章一枚，法人章（姚
敏）一枚，账号：4839200001804000018133，特此声明作废。

郭翼遗失昆明经百实业有限公司
开的兴景逸园小区 10-3302车位
诚意金收据，收据号：9038429、
9038430、9038431，三单金额共计
3000元，登报作废。

● 张 伟 遗 失 失 业 证 ，证 号 ：5301020013010788，登报作废。

●钱世彬遗失爆破作业人员许可
证，编号：5301000101384，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施工公告
为确保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

调整工程、取消省界收费站配套
系统建设工程、昆丽高速公路景
观提升工程的顺利实施，2019年
10月-12月，大理管理处所辖楚
大、大保、大丽大永、上鹤、丽江
机场高速公路将进行现场施工。

施工期间，请通行上述路段
的驾乘人员谨慎驾驶，减速慢
行，服从施工路段现场交通安全
管理人员的指挥。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
希望行经上述路段驾乘人员给
予谅解和支持，谢谢合作。

特此公告
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韦俊宇（身份证号码：320922199308135052）遗失云南尚居地产有
限公司滇池龙岸九十区G54－05
购房收据，编号为：0005884，金
额：贰拾万元整；编号：0005896，
金 额 ：叁 拾 万 元 整 ；编 号 ：0005898，金额：拾万元整；编号：0005899，金额：叁拾贰万元整；编
号：0006045，金额：贰拾叁万元
整，登报作废。

更正公告
昆明市万合藤器有限责任公

司于 2018年 1月 3日刊登的公司
解散，并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的公告，
现将公告里的日期更正为 2017
年12月10日。

昆明市万合藤器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0月10日

公示
云南未来城市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经批准在盘龙区环城路临
时占用绿地2.57㎡（《昆明市盘龙
区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
审批表》2019 第 0903 号）。现根
据《昆明市城镇绿化条例》第三十
条规定进行公示。联系电话:13888190088、63332048

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2019年10月10日
郑丽春于2019年6月份在昆明市
遗 失 户 口 本 ， 户 号 ：
530121156003886，登报作废。

昆明公路通达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5301031003026，
发证日期：2002年 10月 15日；及
公章一枚，登报作废。

邹怀春遗失工程师注册执业证
书，证书编号：44060094，登报
作废。

云南三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5300001003512，发 证 日 期:1997年2月17日，登报作废。

昆明尊园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收款专用收据》1 份（NO：
10083340），登报作废。

李淑英遗失蓝光天娇城小区 1期2-2栋 2704室嘉宝物业装修押金
收据，票据号:1995853，金额:2500
元，登报作废。

●田爱琴遗失失业证，证号：5301210017020917，登报作废。

因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取
得备案通知书[文号：（昆）登记内
备核字[2018]第 6543 号]后，未在
公司法规定期限刊登注销公告，
经股东同意，向登记机关申请撤
销注销备案，并撤销于 2018 年 6
月 2日在春城晚报A13版刊登的
注销公告。
昆明观光航空客货代理有限公司2019年10月10日

唐齐遗失呈贡第七区博鼎上城A1-2-（-1）-G53室装修押金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 0124202，金额2000元，登报作废。

鲜永平遗失欣景花园永泰园11栋1层100-1号商铺租房合同1份 租
赁合同 1份:甲方鲜永平身份证复
印件1张 :授权书委托书1份:交房
租收据（15年至19年)各一张:同意
转租证明1张:证明，声明遗失。

云南扶太育品会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MA6NPM5H6D，发证日期：2019 年 3 月26日；遗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兴苑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7310052689701，账号：8111901012500293051，登报作废。

●张洛闻遗失残疾证，证号：34160220041110349543，登报作废。

王晓燕遗失南坝路 9 号 5 栋二单
元 602室的土地证，土地证号：昆
五个国用（2004）字第0218870号；
房产证号：200063194号，登报作废。

云南琳强混凝土制造有限公
司 ，遗 失 公 章 网 卡 ，编 号:
5301000283594，登报作废。

公告
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法律法规，昆明市官渡区祥
诚木材经营部与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后达成
《债权转让协议书》，现将昆明市官渡区祥诚木材经营部与云南工程建
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公司）于2012年 04月 24日与甲方签订的《红河云岭盛世佳园项目部木材购销
合同》、债权转让给云南升腾商贸有限公司。就此与债权转让的相关
权利也一并转让，并原合同作废。昆明市官渡区祥诚木材经营部承诺
不再以任何方式及理由要求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公司支付
任何费用！现将以上情况登报公示，请云南工程建设总承包股份有限
公司见报后向云南升腾商贸有限公司履行全部债权支付义务。

昆明市官渡区祥诚木材经营部2019年 10月10日

关于昆玉高速K27-K40段路面专项工程施工公告
根据昆玉高速公路道路实际运行状况需要，计划于 2019年 10月14日至 2019年 12月 30日对昆玉高速公路K27～K40公里段（昆明南

收费站至晋宁县河西场立交段）进行路面维护专项施工作业。施工期
间，受施工影响车辆通行段采用水马无缝连接，隔离为双向两车道通
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道路施工指示、禁令等标志提示，行经施工路
段的车辆驾乘人员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慬慎驾驶。因施工带
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云南昆玉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玉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云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交巡警支队昆玉大队2019年10月10日

昆明灿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遗失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5301002501838，核准日期：2000年1月25日，登报作废。

云南高创人才服务有限公司关于
解除岳绍勇劳动合同的公告
岳绍勇（身份证号：530424××××××××1837）你自 2019年 8月 21

日起旷工已经超过 15日，我公司
于二○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解
除与你签订的劳动合同。因无法
直接向你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现公告送达，特此公告。

云南高创人才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 10月 10日

●谢宗沅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530111200103257875，登报作废。

●张耀升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5301110018138674，登报作废。

本人黄志泉购买云南大磊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云路裕庭小
区西区房屋，现购房合同和购房
收据遗失，收据编号 4000571（房
号 ：5-2806）、4000569（房 号 ：5-A1706），登报作废。

●张玲遗失云AT2042出租车从业
资格证，证号530103196511260329

本人李正富遗失昆明城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收款专用收据，开
具车位 FG3106 号的公共维修基
金收据原件壹张，合计金额为
2193.3元，登报作废。

昆明世昌经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工行北京路支行预留的财务章和
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刘莉勤，身份证532930199206210024，遗失“昆明市虹桥立交西北
侧领东山语城·湖山明苑 7栋 1单
元901号房屋”《商品房销售合同》
原 件 一 份 ， 备 案 号 ：KM2014122096931，特此声明。

昆明市西山区达畅厨具经营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30112600447768，成 立 日 期 ：2010年1月19日；遗失地税、国税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530111196903202929，登报作废。

昆明市盘龙区百合花指艺美甲服
务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530103MA6LMUM
68N发证日期 2014年 07月 01日，
声明作废。

云南辽麦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原法
人章（姓名：陈诚）、公章、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胡建勋遗失昆明城建房地产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云南映
象城市公园广场 2号车库 2层 30
号车位款收据一张，编号 0013635
金额￥127000元，登报作废。

昆明佳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
富滇银行昆明广场支行，开立基
本账户，账号：9230110100009014
49，核准号：J7310017000801，遗失
预留私章（倪燕）壹枚，登报作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汇通支行遗失云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昆明供电局2019年8月28日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供电*售
电，发票代码：5300182130，发票
号码：02881108, 金额 1863.54元，
登报作废。

晋宁昆阳名扬家电维修中心，法
定代表人：章明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30122MA6KWNREXN，
遗失法人章一枚，登报作废。

我公司云南走途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由于保管不善，遗失在工行
正义支行开立的单位定期存款证
实书一份，存单号：滇B00015096，
金额￥200000.00元，现登报作废。

云南艾星棉业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MA6KJ6LD6K，发 照 日
期:2018年 7月 19日；还遗失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7310042677901，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螺蛳湾二支行，账号:153252134，登报作废。

昆明畅能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备案号 5301000127973），登
报作废。

本版面所展示的信息由信息发布人自行提供，本报不是内容的制作者，只负责原样展现信息发布人所要发布信息的内容，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法性由发布人负责。

赖燕在昆明市中海学府路八号 4
号门菜鸟驿站遗失王思俊身份
证，证号 51030319880715****,登
报作废，自登报之日起发生的一
切责任后果均与王思俊无关，一
切事宜依据法律程序，登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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