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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定制家具全套设备出售
三排钻、压机、包覆门拼框机、切
角机等。电话：15887116336

州

市

律师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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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区

大商汇附近拥金路仓库出租

80㎡、1150㎡。江：13888098098

650㎡新建框架标准厂房低价出租

海口工业园宽地坝光学片区，二层
独院，可做写字楼。13708712864

五华区
昆明沙靠村二万平方厂房出租

交通方便，三通，可分租，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 13908877833 陈先生

官渡区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律师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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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 饮

位于西山区马街电机路，二楼。
电话：13888947219 吴师

超 市

13888240266 、
向：
15887121570

铺 面

汽车后市

市中心独栋餐馆转让 西市区省肿瘤医院旁知名老店转让

青年路独栋，
证齐，
240㎡， 因业主操劳多年欲休息故转让，转让费
精装修。13085390163
高，房租不低，非诚勿扰 18064841486

白云路 240㎡中餐厅转让

168m 店铺转让
2

九洲医院旁餐饮一条街，同德广场商
圈，人流量大，证照齐全，带 11 个月房
租，接手可经营。13888229596 王

油漆涂料区3层，位于大商汇B区42栋2号，位
置佳。15288336530、65151989刘师，非诚勿扰

万达旁餐饮旺铺优转

108m2 旺铺转让

优质商圈，客源充足，有停车场，因股东意见不
合优转，欢迎到店面谈。15687189168

可餐饮，客流稳定。非诚勿扰。
电话:13700601797

北市区老字号餐馆转让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30㎡，
现主营小吃，
蒜村农贸市场，
距离农大 20 米。15911593859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求租·求购
求租公寓

入住人数约 80 人，独栋、整层最优选，安
全便利是要求。电话:15087127098

招 租

宾馆·旅店

联系电话：
13888371178

市场两层 550㎡转让，有意者
联系叶经理 15987147976

https://www.yndfl.com/ynzszr/

经营中 1000㎡修理厂转让

五华区黑林铺班庄村（玉溪陆顺饭庄
旁），
不拆迁，
设备齐全租金低，
接手即可
经营，
面谈 13669777793、18288936086

休闲娱乐

星级酒店内养生馆转让
或合作。17318966983 王

寻甸羊街精装修网吧转让

50 台机子，证件齐全，接手经营，送全
套水吧设备 15087199089 微信同号

北市区 1000 余平米足浴城转让

高档装修，正常营业中，手续齐全，接手
即可经营；公寓酒店接手即可经营，19
个房间，有意者请致电：13987621195

标准厂房出租

诊所·医院
某二级医院寻求合作伙伴或转让
13619622858、15887877348

县城一级综合医院
科室合作或转让

电话：13312618515
20 年妇科诊所转让
另寻内科医生合作！
电话：
18314568200

西山区诊所低价转让

滇池路金岸春天小区，或有证医生上班或
合作托代管。19988524032、13888505325

电话：
15911657859

小石坝经开区大楼出租

超值物业急售

旺铺

人民东路路口写字楼出租

水池广场，环境好，最适做公司总部
办公、酒店、医院。
2、位于红塔东路万达滇池卫城对面十
字路口、八面来风的金融商业用地
（15.3 亩），旁有正施工的地铁站。
上述物业产权清晰，如有需要请尽
快联系（中介勿扰）。

专业、快速、简捷18687506088

学府路氧气厂附近餐饮商铺出租

约 1000㎡，
loft 风格，
配套设施全，
接
手可经营。也可做会所，
办公等，
租
金：
2.5万/月。电话：
13888124411邹

5000㎡，可做办公、宾馆酒店、物流。
1、昆明西贡码头第一栋独栋 5 层商住
丁 13808799230、李 18388134006
房出售（面积 6633.37㎡），楼前有喷

集大广场 1616 号，123㎡优租，精
装修，
中介勿扰。13700678171

写字楼招租

广福路与昌宏路交叉口铺面出租 春城路精装修办公室招租

百富琪广场 A 座 1908 号，108㎡，带办公
家具，价格低，中介勿扰。13308717278

呈贡大学城商业中心招租

欢迎实地考察洽谈。有意者请联
系杨女士。电话：15398679771

呈贡银园酒店内大量旺铺招租

房屋出租

房东直租

酒店楼层招租

520m2 旺铺直租。
怒江六库城中心新客运站，整栋 二、综合楼附楼多间仓
20㎡/间。
12000㎡，共 12 层，有独立车库， 库出租，
可做 KTV、足疗、桑拿、办公等。 13808708811王、13064285052彭
13669763228、13988627868

牛街庄地铁站旁1000m 办公室招租
盘龙区成熟地段金沙农贸市场
二楼 2500㎡商场招租

可做超市、美食广场、培训学
校、KTV 等，超低租金。

云先生 13658860749
余先生 13888375947

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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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酒店招租

酒店建筑面积 18000㎡，
包含项目:客房、水疗、餐
饮、足疗、KTV，有意者联
系:李先生 19808809051

市中心38.67㎡干洗店招租

县

大板桥2300m2 有证厂房出租 300㎡标准仓库出租
三通，10吨航吊，九米高可进大车，配套全，价
面议，另有70亩土地出租13708897188李

呈贡中豪新册产业城 C5 栋三楼，交通方
便，水电完善，不折迁。15368184720

园区标准厂房出售
成熟地段，
有市场前景，
可分层，
可
按揭，
热线电话：
13888144765 裴

180 亩苗圃整体转让

楚雄禄丰县康桥
综合医院转让

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 213 国道旁，联系电
话：13577036402、18788498379有意者面谈

土 地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18987893889 昭通中心城市54亩土地出让
电话:13330426666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600多平米土地急需出让

综 合

30亩稀缺土地出租转让

单机店转让

本人在白沙河苏家营村有土地一块，建有房子400
多㎡，手续齐全，有意者联系13708441587 陈

呈贡云大旁，背山面水，有自涌山
泉，适私家庄园、会所、民宿、花园
餐厅、特色农庄、老年公寓、公司、
生产、物流、仓储、汽车充气站。
13648801498

15368086606

韵达快递站点转让
客源稳定，接手即可经营。
电话：15368094062 王女士

产 权 林 地 、农 庄 转 让 或 出 租
联系电话：
13518733757 罗

多套超低价工程抵款房出售 万达旅游城商铺、公寓出售

公寓39～62㎡，商铺29~40㎡，住房126~
510㎡，数量有限。李 13888850612

适合经营酒店，可散卖可整层卖，人流量
大，总价45万/套起。钱师13629481341

岔街 1 号旁铺面低价招租

我公司在岔街花市、大明星KTV、昆十二中学旁有700㎡一层商铺低价出
租。周边人员密集，商圈成熟。有意者请联系：63312378 13708421089

万派中心底楼商铺出租

滇池海景公寓出售

西山320㎡联排别墅出租

已入驻大型慢摇吧、KTV、超市、
茶马花街附近，3 层楼，带部分家
具，租金面议。孙 18988453003
屈臣氏、肯德基。诚招：特色餐
五证齐全，无抵押，单间 43
饮，美容美发，眼镜行，药店，花店
环城西路
116㎡房屋出租
平米，
整层 800 平米，
总价 50
一、
东
风
东
路
149
号
红
等各大品牌。13759571204
万元左右，买少见少，机会
精装，带家具，2900 元/月。
房子综合大楼一楼

经东路旁独院，办公、食堂及标间住房，
适合公司入驻，可分租。13648801908

郊

电话：19987837250 刘
现有南屏街、宝善街商圈
150㎡临街铺面招租 写字楼，可经营美容机构、 45旅游景点公寓出售
平米 29 万，租金 2.1 万/年，13 年回
办公室。
西坝路 106 号一楼，两所学校之间， 教学培训机构、
5.4 米层高，
247㎡，
本 ，现 房 现 买 现 收 租 金 ，成 熟 片 区。 东二环石闸立交桥旁，
单位自有产权，框架结构 64136838 联系人李先生 13669738535 13888686892 邹、15398481201 刘
精装修，
适合经营汽车展厅、
金融机构等。
约 760㎡，可做仓储、餐厅、商铺等
13769138273、13577093280

2

大板桥工业园区500㎡厂房转让

已装修，水电完善，可做食品，
可办证。13759415181 薛师

1、安宁县街，面积 260 亩，产权年限 27 年。已建成生态农庄，餐厅、住
宿、鱼塘、果园一应俱全，风景优美，可自用，可经营。
2、安宁八街，面积 750 亩，产权年限 60 年。紧邻县八一级公路，交通
六个科室，位置佳，人流量大。 便利，水、电通达，适合林下种植生产，生态农庄建设。

西双版纳景洪市
勐养镇门诊部转让

代办各类房产过户手续

世纪城观光塔场地招租
面积：1831㎡，
（共三层）。
电话：18508857777

4200㎡厂房对外出租

大板桥花果山工业园区独门独
实惠，
可做仓库，
加工厂，
修理厂等。 户 厂 房 1100-2300 平 米 对 外 出 租 。
电话:13888016402
联系电话：13808796476 张

小区门口 300㎡生鲜超市 呈贡高铁南站旁宾馆酒店转让
位于师范大学和理工大学旁，豪华装修
带货转让
人流量大，客源稳定，20 间客房，房租低

官渡区吴井路378号理想海鲜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金马路 600㎡仓库
（配送中心）招租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可提供货物代保管、
装卸、收发、
配送及运输服务。可分割，交通
13708845434杨老师 好，价格面议。文雅 18087245928

地处昆明呈贡七甸工业园
区。有超大空地，适用于生
600平方米仓库出租 产 加 工 、仓 储 物 流 。 联 系
昌宏路新华丰食品批发城旁。 人：
李先生 13888070033
13759490003、
18087969003 袁先生

正规工业园厂房出租或土地转让 2300㎡仓库出租 石虎关立交桥旁仓库出租
800㎡左右，
水电通，
交通方便，
价格

可办证，昆武高速禄金出口距昆 50 公里
处13769149703鲍、13888998818周

A13 广告

电话：13308859198

土 地
100亩山庄场地出租

嵩明白邑土地出租

神秘寻宝
扫二维码
开启
寻宝之旅吧

独立办公室、露天场地

房屋出售

13808755833
大观商业城佳华巷 1 号，设备齐全， 联系电话：
13987695988
接手即可经营。15974819417

带全套家具家电，首付 9 万就
可以入手。李 13759582942

独栋别墅优价出售

有大棚及露地共计 120 亩，水电路灌溉设 滇池度假区红塔西路 9 号彩云水
施住房齐全。电话13708477752郑先生 榭（原马可波罗）独栋别墅，双证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双凤路。
办公室多间，合计面积约 900㎡；
露天水泥地坪面积约：1800㎡。
优价直租，价格面议，中介勿扰。

二环边精装现房公寓出售

地址位于昆明市轿子雪山 急售临街餐饮旺铺
专线散旦,可做山庄、养殖 、机 层高5.4米，另滇池旁高层工程抵款板房，洋房，
械设备停放等,内有鱼塘,20 多 别墅，买一层送一层海景公寓 。15398403434
间房子、整租、分租均可,有意者
请联系：13888011126(陆)

63104606、13987638733

整体出租

不多。帅 18288771067

齐全无抵押，环境优越，价格触
底，432㎡共 8 室 4 厅 4 卫，超大院
落 933㎡（近两亩），地下室可扩出
60～80㎡，业主亲卖，中介勿扰。

电话：18469101211 刘先生

北市区花园洋房出售
单价 9800 元/㎡，一手现房。
13368883789 赵

联系电话：
13888898870 韩先生

市中心优质地段大楼招租

现有环城西路 386 号优质旺楼两栋出租，2500㎡左右，内有停
车场、花园约 2000㎡，适合办公、餐饮、教学、酒店、医院，周边
配套设施齐全，租金面议。15398500708、18183817860

滇池路独栋办公楼招租

西贡码头对面十字路口，共三层，面
积 1420㎡，精装修，自带停车场，环境
优美，地铁出口、公交便捷。
13529401510、0871-64611726 李先生

海景现房出售
9800 元/㎡。

电话：0871-68863368

云南金鹰大酒店房屋出租

出租楼层为附楼 1-3 层，建筑面积约
工程抵款公寓、住房急售 工程抵款海景房 3000 平方米，
可整体或分层出租，
整层租用有
39～62㎡ ，学校、医院、主题乐园 全景观海，南北通透，144~178㎡。
看房请联系吴
:
18314134124
优惠，
有意者请于4月3日之前到酒店洽谈。
门口。李女士 13769145257

昆明市关上金晖路 8 号
滇池卫城120㎡房屋急售 万达广场 H 公寓急售 地址：

一楼带 160㎡花园，220 万，精装，中介
勿扰，多套别墅急售。13629697218

40㎡～63㎡多套，成熟片区，现房
即买即收租 18314397101 朱师

电话：郑经理13888550031、李师13759421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