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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关注

“烙铁头”
惊现加油站
鸡鸭吓得大叫不停
“这是什么蛇呀，怎么鸡鸭都吓得大
叫？”9 月 4 日 14 时 51 分，昆明森林公安局
官渡分局接到警情称，在昆明市经开区景
明路中国石化加油站有条蛇，将附近的鸡
鸭都吓到了，
请出警处置。
民警到达现场后，在加油站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到了一个墙角处，看到了蛇钻进
去的缝隙。据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最近在
进行加油站的改造工作，工程进行到自己
养的鸡、鸭圈旁边的一处墙角时，工作人员
发现了一条蛇，蛇受到惊吓，钻进了墙角缝
隙里，旁边的鸡、鸭都吓得叫个不停，他们
就连忙报了警。

厂房·仓库
出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民警先是用捕蛇钳伸进缝隙里进行抓
捕，因缝隙太小，就向加油站工作人员借来
一把铁锹把缝隙挖大了一点，再用捕蛇钳
伸进去把蛇固定住。民警戴上专业手套一
手捏住蛇头部，一手抓住蛇身，迅速将蛇放
入蛇袋中，成功将蛇捕获。
经查，这是一条烙铁头蛇，有剧毒，被
这种蛇咬伤后，如不及时采取措施，不到
10 分钟就足可致人性命。民警提醒市民，
如果遇到蛇类，请及时报警，不要自行处
置。这条烙铁头蛇身体健康无外伤，民警
随后将其带到合适地点放归大自然。
本报记者 左学佳 通讯员 於哲静

呈贡区
呈贡机场边独门独院厂房出租
2000 平方米，315 变压器
13888214692、13033396489

五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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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开区尚为国际 240㎡办公室仓

普吉路500-4500㎡厂房仓库出租

西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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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山区马街上村办公住房整体出租

办公室 6 间（带卫生间+厨房），150㎡场地，350㎡
独门独院厂房（带10个车位）13577177544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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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诊所·医院

库出租，可分租。13608866559

盘龙区
茨坝片区，厂房或仓库 600 平方米
分租一半，三通、有动力电，停车方便，
带办公室，非诚勿扰 13658856635

官渡区
厂房出租

经开区阿拉村旁厂房出租，水电路
三通。联系电话：13700682686

餐 饮
滇池路130㎡火锅旺铺转让

有固定客源，位于杨家美食街，接手即可
经营，个人原因现转让13888625881 何

昆明经开区信息产业基地
标准厂房、办公楼出租
1367871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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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近日，森林公安系统开展一系列
行动，打击破坏动物资源行为，救助野
生动物。昆明市自然资源公安局官渡
分局打击破坏鸟类资源违法犯罪行
动、安宁市自然资源公安局开展保护
野生动物宣传、盘龙森林公安及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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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中诊所转让
生意稳定 1828829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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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 2470 平米，可分租，证照
齐全，
可做维修，
4S 店，
生产等，
仓库、
新建房出租 2500㎡仓库出租（可分租）
另有几间铺面餐饮，位于官渡 厂房、
环湖路新国贸中心旁 2000㎡，水电齐
区六甲街道福保路 2789 号。
阿拉乡收费站旁，带 3 吨货梯。
全；云大西路新广丰旁新治村整幢 7 层
电话：15812009782 余
电话：18314153313 楼出租可做酒店。1768712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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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店转让

铺面

出租·出售

联系电话：18988297312

一环边二环内公寓出售

400㎡，主要经营木桶鱼、快餐、果饮。有
固定客源，接手可经营。13700696795

33㎡-60㎡，平层、loft 均有，可落户
上学，开发商直售：13888597854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房屋出售

自贸区现房公寓出售

铺 面

碧水蓝天小区铺面出售

新迎小区 120㎡旺铺直租
可分租，行业不限。
详情致电 13888101292

116㎡临街商铺出租

金地悦天下 1 期，可做餐饮，120
元/㎡。电话：13368712073

餐 饮
南屏街 90㎡餐饮店出租

客源稳定，设备齐全15559899119

北京路昆明龙腾大酒店
二楼1800㎡餐厅出租

13888252805 杨、13529192608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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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站旁临街独立旺铺急售

楼下沃尔玛，门口电影院，总价 20 万起,
无忧托管 12 年，售楼部:15025174580

世博园旁碧桂园临街现铺急售

带 3 年租约出售，可投资，可自用，业态
不限，
120㎡-270㎡售楼部：
15025174580

主路八面风商铺出售

9.6 米，重型餐饮铺，30 间
年租金 87.48 万元。 层高
铺面，均价 2.3 万/㎡，马上发售，
63166057、63166406 意向登记中。18788443900

13116270777

招 租

两栋房屋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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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3987131815
13888621375

万达双塔工程抵款写字楼低售

10～20㎡商铺出售

150 ㎡ ~2000 ㎡ 不 等 ，面 积 随 选 ，
无税。伍经理 15208715733

土地

出售滇池边小公寓
总价39万 18788443900

二环高铁旁270°海寓出售

一生一爱房，海房送家人，和睦家万欢，总价
40万（可整层销售）吴枫 : 18314134124

亚洲鲜切花交易市区旺铺出售

91㎡，总价 54 万，租金 13 万每年，
即买即收租。杰 1828735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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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东路世博大厦
80㎡~2300㎡写字楼出租

即租即用，配套齐全。
63104606、13987638733

或 单 机 传 统 店 ，10-12 万 元 收
单机店。13888588132

新建液化石油气站转让或合作

写字楼

总价：40 万，证齐，急售。
13658717197 伍

山庄转让

现有昆明一小时经济圈，两区管委会
（倘甸），占地 60 亩，建筑面积 4 千平
方，水库两个，水源一处，轿子雪山，红
土地必经之地。倘甸到昆明，武定，寻
甸高速接将通车。投资前景极佳、有土
地公证合同。电话：13378716308

单机低价转让

温德姆观海公寓出售

月租3500元，
海洋馆、
旅游小镇旁。
15887286212 兰师

https://www.yndfl.com/yncfck/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房屋出租

13908718953、13888845897

更多厂房仓库信息，请查阅
云南大分类网厂房仓库频道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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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机场附近3星级大酒店低转 高价收昆明市区双机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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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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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贡临街土地五亩余及房产出让 平层、跃层，可托管，可自用。

房产近两千平米，商业前景好，有
证。有意者电联 18088413309

接手即可经营 13888024351

学府路1万平米房屋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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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公告

市中心昆明走廊，就餐人超多，无转让
费，租金 1.3 万元/月 13888653461

1 栋 3 号、4 号、7 号 3 间铺面，参考
价11500元/㎡。详询13354609110

62㎡、63㎡，6500 元/㎡起。红星美凯
龙旁，1、4 号地铁口 15198804241

宾馆·旅店

呈贡蛋糕店转让 普者黑湖景客栈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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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贡老街休闲主题餐厅出租或合作

65919999

地址：呈贡石龙路旁（石龙湖东岸）

圆通山公交站旁，旅游、商务、医院，人
流巨大，18000 元/月 13099966204

可经营。13708767786

助保护动物伪蝮蛇，一系列的行动对
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
时石林县自然资源公安局查获一起擅
自开垦林地案，希望人们合法进行劳
作。
本报记者 左学佳
实习生 许文静 通讯员 黄梅 於哲静

标准厂房·现房出售

因个人原因，现将杨林大学城 新闻路 33 平米旺铺转让
核心地段汇尔佳一大型火锅
纂新农贸市场大门旁边。
电话：13638802603
店转让，周围有 15 所大学环
二级综合医院低价转让或托管
建院30余年，有ct等设备证照齐全，有技术有
绕，
人流量非常可观，
欢迎有实 官南大道康乐茶城商铺急转
黑林铺潮味火锅店急让
渠道有资金即可接手经营 13888446880
非诚勿扰。 三期 57-20 号，三层楼，双卫，200㎡左
面积 260㎡，
客源稳定，
接手 力的老板实地考察，
右，精装俢，装有太阳能，价格从优。

青年路103㎡临街餐饮旺铺转让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昆明森林公安
一系列行动保护野生动物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少量空余厂房、商铺出租

开屏新闻App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位于怒江兰坪。
15308863999（非诚勿扰）

土地出让

位于东川区铜都镇土地6258.49㎡。
电话：1333042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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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多处场地出租
马街、小石坝、老民航路1821398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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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植红土免费提供
呈贡七甸工业园内13808739879林师

①东西寺塔步行街临街商铺南廊 3 号附 2 号 55.8㎡；西坝路下段附 1 号
（五华区档案馆）一层临街铺面 1473.23㎡；华景苑小区（羊仙坡北路
72 号附 1 号）住宅楼底层商铺 768.74㎡。月牙潭公园商铺 2-2.3.4 号
860.18㎡；西昌花园 5 幢 1 层车库（18 个）349.35㎡；人民西路 32 号四
至六层 856.38㎡。 联系人：陆先生 联系电话：0871-63100770
②桃源公园2栋1604.26㎡；
4栋992.36㎡；
5栋1292.32㎡；
6栋1116.88㎡；
7
栋 1116.88㎡；9 栋 1 单元 1085.83㎡；9 栋 2 单元 1104.92㎡；9 栋 3 单元
1104.92㎡。
③园博园展览馆三层 7588.89㎡；3 栋号物业三层 3147㎡。
联系人：纳女士 联系电话:68392636
自本招租公告发布之日起 7 个工作日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