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五

生活服务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上门办理，速度更快，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管道疏通

●专业疏通抽粪65111999、68333000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低价疏通改管 65352600、68305000

疏通 低价清沟改管

抽粪67382255
除虫·除害

A13 广告

清洗·保洁

防水·补漏

装修·设计

保姆·钟点

二手回收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65398896 梦想家政，地毯，沙发灯 ●专业技术防水公司 13708727660 董 ● 昆 明 装 饰 装 修 工 长 15288253754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杀蟑、灭鼠、除虫专家 18388226839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64128233 ●大量收购各种废金属/设备 18083807378

诚信单位
全国连锁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专业搬家 钢琴 家具免拆

搬家、拉货
办公室、仓库

全天入城、
价格超低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车辆全天入城 优质优价

二级医院寻求科室转让或出租
地址：五华区小西门昆师路
电话：15587153500

社区卫生服务站转让

有意者联系 18213539050

专业拆装家具

餐 饮

律师提醒：

汽车后市

昆明一级综合医院转让 北市区100㎡洗车场转让

2000㎡左右，独栋商务楼，位置佳，人
流量大。17308805801 非诚勿扰

证照齐全，有稳定客源，接手
即可经营。18087837236

出租·出售

民族村古建筑商铺客栈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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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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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云纺新能源产权充电站车位限量出售
收益稳定，拿证快，36 万/个。
18725092811 周

市中心独栋商业急售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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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驾 驶 员 2 名 ，包 吃 住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宾馆·旅店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铺 面
临街中医按摩治疗近视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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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开区昌宏路独栋五层办公楼出租

精装修写字楼出售

建设路协信培训
场地、教室招租

急售:民航路临街餐饮旺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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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民村上春墅（别墅）出售

60-300㎡写字楼招租

工程抵款商铺出售

可做餐饮，
30 平米，
5.4 米层高，
临路。张师 13078766585

海景公寓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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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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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63104606、13987638733 13908718953、13888845897

一楼2000㎡标准厂房出租

春城路办公楼出租

南二环内有约 2500㎡办公用房
招租，可分租。18206739702

少量空余厂房、商铺出租

经开区拓翔路与春漫大道十字路口，
水、电齐，有门卫。13888112222 叶 面积 2470 平米，可分租，证照
齐全，
可做维修，
4S 店，
生产等，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另有几间铺面餐饮，位于官渡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区六甲街道福保路 2789 号。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电话：18314153313

律师提醒：

100㎡-20000㎡

厂房、仓库、油库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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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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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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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元~23 元/㎡/月。环境优美，价格 栏流水线设备，接手即可经营，也可空
量大从优。13116297966 熊先生
租。13700667895、13883656351

综合

地处高档住宅区（南亚风情园、润
城、金地、恒大）13908872088

足浴城转让

求转单机 天恒大酒店六楼养生馆转让

13577173233 或承包。18314583901曾

铺 面

土地

篆新农贸市场新闻路口铺面出租 100亩有证林地合作或出让
45—150㎡，可多种经营。
电话：13170619126

黑林铺营业中餐饮旺铺直租

130㎡，人流量大，位置佳，客源
稳定。电话：13700633044

五华区王家桥合心园旁商铺

精装修，采光好，诚招教育培训、 科锦路小区内一层、适合小型公
亲子、游乐等 15087053700 梁
司、快递中转等 15825250945 董

地铁口的餐饮小铺出售 人民中路如意大厦21楼写字楼出租 呈贡兴呈路4970号锦辉大酒店出租

总价 50 万，
月租 4000 元。
唐：
15925177303

休闲娱乐

离昆明主城 40 分钟车程昆武高
速边。电话：13888030612

100亩山庄场地出租

地址位于昆明市轿子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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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路联盟路口二楼3000㎡旺铺招租 高新区 82㎡铺面直租 宜良汤池80-200亩农耕土地出租

拓东路世博大厦 房屋出租
80㎡~2300㎡写字楼出租 两栋房屋整体出租

总价 40 万起，租金 350 元/平米/月。 521㎡，三面采光高档写字楼，豪华装
修。45 元/㎡/月。13908856042赖先生
吴 : 18314134124

18206841385

290亩、390亩、1190亩三座分开转让，有林权证书，
地处320国道跃龙公路12公里旁18908727508赵

胡老师13759456982 出租电话15969450809

187㎡，三层，20㎡大露台，临螳螂川，适 昆明市东风西路 64 号鸿源大
可分租也可整体出租。 南市区全封闭校区食堂招租
宜养老，急售：150万。13708475063 厦三楼，
联系电话：13708400986
学府路海伦先生小区毛坯房出售
13769133648 陈师 重点中学13759456982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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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华地段旺铺转让 官渡区洗涤公司转让

漾濞总面积1880亩核桃园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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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全日入城

双机转让

招 租

百集龙商业广场 B 座最高三层，面积
3000 平米，带 10 个车位，屋顶花园，
独立入户大堂、专用电梯。毗邻融
创文旅城、雅居乐滇池一英里、云安
会都，升值空间大。13888624280

65188818

土地

写字楼

带车位一套，房面积 92.05㎡，总
价 99.8 万。电话：18083863667

超低价骆驼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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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层共 300㎡，证照齐全，人流量大。
15025125101、13759500349 所、便利店等。 1370870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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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58883
蚂蚁服务、
全天进城

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
联系电话：15601665230 张小姐

农业大学旁火锅店转让 江东花园鸣翠园旺铺转让
95.55㎡，现经营米线店，可做诊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小康搬家

新工人文化宫附近，证照全，可做多
行业，非诚勿扰。15126227522

房东直售溪畔丽景住房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400㎡厂房仓库出租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官南大道小街13987114068 18213007665刘老师
1000㎡，带住房二十间。
电话:13759115299 穆师

扫二维码
开启寻宝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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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价230万一栋15368899978

官渡区

关上和甸营村旁仓库厂房出租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装修豪华，1400㎡左右。带厨房、停车方
便，临街。适合办公使用13700629889

4000㎡，4280万，停车方便。 出售5A景区西山睡美人观滇度假酒店

电话：15187999123

搬家行业协会领头羊 理想服务 全天进城 专业搬家搬厂、单位、
学校、钢琴、拆装家具 长短途搬家货运 长期招驾驶员、搬运工

润城一区55㎡餐饮店转让 7000㎡新装修足疗洗浴酒店转让

证件齐全，人流量大，临近市场，停车方便，外
可摆摊，租金5600元/月18487298108吕

南屏街90㎡餐饮店转让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西山区诊所转让
市中心，就餐人超多，低转让费，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位置好，客源足；另有80㎡临街旺铺转让。 租金1.4万元/月。13888653461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19988524032、13888505325

诊所·医院

专业搬家搬厂、
优价收费

提前预约可优惠

二十年搬家搬厂

专业拆装家俱

长短途货运

金牛

65366088 蚂蚁搬家 鸿信搬家
搬家·物流
68212778
63199828 63583008 64108602
： 63306561
神秘寻宝
关上利群
67166689
康发 64619868 顺迁64182211 春苑68235988
和顺搬家

广告
热线

陪驾·陪练

● 优 价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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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二至六楼约4000㎡，内设客房、会议室、餐
厅；附楼2幢可办公和住宿。13170606301

房屋出租
环城西路37号，
汉庭酒店二楼，
面积
300㎡-1000㎡13708715138 李

可以搞农业种植，水电路三通，年限：
10年~30年。电话：13330509288黄师

关上会展中心北2号门店面直租 50 亩大型空地低价出租

另有人民东路 183 号铺面转让。
13759570473、13808729363(晚上打)

位于大商汇附近，可分租。
13888266783、13888500288

白龙路425号唱客KTⅤ旁临街旺铺出租

约400㎡豪华装修，经营不限，适合移动、电信或品牌
汽车卖场，自带停车场车位充足。13888167200

小西门美食城商铺出租

东风西路 298 号小西门广场餐饮商铺 30-300㎡，
透光半地下商铺 3700㎡，带电梯，新风系统，监控，
车库，采光通风良好，精装修，环境优美，租金优惠。

电话：65379293、1866903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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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买到往期报纸？请联系我们，快递递送，轻松订购，详询：0871-63306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