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 22 日
星期一

昆明男健医院 教育培训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健康热线：
0871-

68139999

地址：昆明市穿金路 134 号（水晶俊园旁）
（昆）医广【2018】第 07-16-77 号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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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贡花千坊火锅店转让

面积 350㎡，
生意很好，
因股东个人原
因急转，
区位人流量大，
收益稳定，
价
格面议。电话：
13888790657

小西门特色小吃店急转

生意稳定，接手即可经营，因家中有事
急转，非诚勿扰 13888672787 赵师

宾馆·旅店

家教辅导
●26 年中小学各科高分精补 63347208

工商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资质代办 增项 购转
升级 13888158778

婚介·交友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或合作。17318966983 王

学校·教育

两家营业中商务酒店转让 环城西路1000㎡左右幼儿园转让或合作

诊所·医院

骗，因征婚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要求
的相关内容，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品牌婚介

●29 年社区品牌婚介 13888214801

科室合作或转让

电话：13312618515
另寻内科医生合作！
电话：
18314568200

官渡区大型诊所优转

4 层楼 400 多㎡，设口腔科，内科。另
外：聘口腔医生1名。13658847338

寻甸羊街精装修网吧转让 医院寻合作伙伴或转让 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
17387010362 有意者联系 18213539050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稳定收益 15887132517

接手即可经营13330547093

出租·出售

世纪城观光塔场地招租

写字楼

房屋出租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200 平米房屋出租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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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呈贡大学城商业中心招租

旺铺

牛街庄地铁站旁1000m 办公室招租 西坝路 101 号创库内
铺面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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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区财富中心附近旺铺招租
142㎡全框架 13888137700

面积 40㎡、300㎡、500㎡
等，可做餐饮、教育培训、健
身、办公、小剧场、西餐厅等。
13888393200、13888918824

盘龙区成熟地段金沙农贸市场 北市区60个房间出租
证照齐全，
正常运行
二楼 2500㎡商场招租 设备设施完善，
中的酒店，
无转让费。6316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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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办公楼招租

面积约 3 万㎡。地址：杨林工业园管委
会旁。电话：15812133889 程先生

岔街一号旺铺出租

300㎡，可经营餐厅，临
街广告位置约 200㎡。

13187446077、13669777911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独立办公室、露天场地
整体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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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
13808755833
13987695988

商铺招租。13629632578
250㎡临街旺铺出租
董家湾黎明路，
行业不限。

世博园索道站1000㎡办公楼招租

房东直租 13888611956 周 18183861194 李、18183867143刘 项目不限，租金面议13888857185朱

厂房·仓库

富民5000㎡标准厂房出租
可分租，价格实惠15911733675

律师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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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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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渡区

定制家具全套设备出售

厂房出售

标准厂房出租

三排钻、压机、包覆门拼框机、切
角机等。电话：
15887116336

州

市

正规工业园厂房出租或土地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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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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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板桥花果山工业园区独门独
位于富民县食品加工区，属于
平米对外出租。
九成新独院标准食品厂，总占地 户 厂 房 1100-2300
电话:13888016402
面积 30 亩，总建筑面积 11000 平
方米，厂房占地面积 7600 平方米，
办公楼豪华装修 1—3F 共 780 平
方米，带证深井一口，每天可取水
800 立方米，四吨煤炉，315、200 变
压器各一台，配套设施齐全，可生
产饮料、纯净水。现对外出售或
合作，
价格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
联系电话：
13808723588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13987196626李老师

西山区

晋宁400㎡冷库租售 现有西山区部分剩余厂房优价

4 套制冷机，13908820218 出租。电话：13888294589

地址：
昆明市环城北路 29 号

广告

（盘龙）医广【2018】第 09-03-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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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 合

土 地
富民县城二块优质土地转让

和合作投资。①约 10 亩宅基地；②养
殖场占地 30 余亩，
建好厂房约 5000㎡
手续全。13888922127 付先生

13577173233
一套干洗设备转让

话：13577036402、18788498379有意者面谈

昆明市盘龙区 871 文化产业园豪
华装修 800㎡左右办公基地转让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神秘寻宝

（绿洲 GX-8B），
有意面谈。
联系电话：
18388051858

联系电话：
18088130225

扫二维码
开启寻宝之旅吧

超 市

螺蛳湾仓储一期，34 栋 3 楼

整层 1000 平米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15925143187 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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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权（办理独立公司）。地址：盘龙区罗
丈村 534 号。13698710919 杨先生

带货转让

联系电话：
13888371178

滇池路海景公寓优售
白龙路临街端头商铺急售 云南旅游小镇公寓，
全景观海，
无忧

73㎡、93㎡两间四门头，单价 3.2 万，药
店和超市在经营。15398403434 艳

度假，
酒店投资优选。单间、
多套，
整层出售询详：
吴 18314134124

西山区气象路刘家营村公房，可做

北市区临街二手商铺急售

老螺蛳湾旁一手精装现房公寓

更多租售转让
信息，
请查阅

团结镇 376㎡新建房出售

综合

云南大分类网
租售转让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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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二环内独栋酒店急售
售价 1300 万,年租 60 万，送
63104606、13987638733 1600㎡，
10个车位。13099950884石总

龙泉路马村立交旁1000㎡办公楼招租
寺瓦路美食街旺铺招租 正义路三门面 90㎡ 项目不限，租金面议13629491952史
①临街 180m2、300m2 商铺两间，已装修,设
施、设备齐全,层高 6.5 米,接手即可经营。
②非临街停车场边 300m2 商铺层高 6.5 米，
动力电，设施、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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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仓库和办公室。18187500926 李师

已入驻大型慢摇吧、KTV、超市、
屈臣氏、肯德基。诚招：特色餐 小石坝经开区大楼出租
饮，美容美发，眼镜行，药店，花店 5000㎡，可做办公、宾馆酒店、物流。
等各大品牌。13759571204 丁 13808799230、李 18388134006

2

0871-6265 6565

健康热线：

申通快递盘龙公司转让 小区门口 300㎡生鲜超市
本门诊转让或者牙科合作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林大片区，
农大片区招加盟商或买断经

招聘内科、妇科医生，工资面
议。电话：
13888759823

面积：1831㎡，
（共三层）。
电话：
18508857777

先看病、后付款

180 亩苗圃整体转让
20 年妇科诊所转让 求转昆明市内双机店 昆明市寻甸县羊街镇
213 国道旁，联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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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中餐厅转租、转让 珥季路1100㎡营业中桑拿转让

昆明太医堂医院
皮肤科诊疗

友情提示 使用本栏信息请查验核实
对方真实有效证件，谨防受

星级酒店内养生馆转让 县城一级综合医院

工人医院附近商务酒店，100 多间
商务间；
呈贡大学城附近商务酒店， 经营中，生源稳定，因家中有事急转，价
格面议，非诚勿扰。13888840030
40 多间商务间。15099798779

休闲娱乐

A13 广告

滇池边海景公寓

证照齐全，无抵押，单间 43㎡，整层 800
㎡，单价 7 千多/㎡。18288771067 帅

融创直销滇池海景别墅
洋房、高层、公寓、商铺。
杨总：
18468159800

环城西路房屋 117㎡出售
精装，
113 万，
带家具。
电话：
15288141375

多套海景公寓急售
25-66㎡，
33 万起，
数量有限。
李 13888850612

总价35万起买二环边工程抵款公寓

面积 26～62 平米，学校、医院、旅
游小镇门口。13769145257 李

急需资金，
低价出售，
非诚勿扰。
详询 13648861130 王总

2800 元/㎡，另送 200 多㎡的院坝，从昆
明全程高速20分钟到达13099955449

9300 元/㎡ 13368883789 赵

水电一局昆明市海口河项目部出售
北市区花园洋房出售 废旧螺旋钢管（型号Φ2020mm×
9500/㎡一手现房，
带学位。 10mm×6m）1200T，有意向者请
18206753451 郑、18213805731 王 电话联系黄工 17771390590

房屋出售 50亩场地出租

北京路交三桥，楼层面积大小 位 于 新 螺 蛳 湾 附 近 场 地
可选，整栋 10000㎡，单价 12000 出租，
年限长。
（无实力勿扰）
元/㎡ 起 ，有 部 分 临 街 商 铺 价
电话：
13648801498
格面议。15288288873 王

民航路口一、二、三层约1700㎡招租

宜特色餐饮、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等，可分
租，可大量停放车辆。13577080312 徐

12000㎡优质物业招租

位于南亚风情园隔壁（亚泰美食城内），适
合写字楼，餐饮，仓库，共四层每层 3000 平
方米，价格面议。电话：13033390916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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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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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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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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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