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 广告

2019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一

招 租

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只要你有好酒，价格不是问题！

重金收购老茅台酒

小板桥海鲜农贸批发市场

各商铺档口火热招租，
临街 3 楼
300-3000 ㎡ ，15 元/㎡ 起
13888888876 李 68033072

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拟将坐落于昆明市春城路与吴井路交叉口的房
屋及车位，
进行公开竞价招租，
现将有关本次招租的具体事项告知如下：
1.房屋坐落:招租房屋位于昆明市春城路与吴井路交叉口，证券大
厦第 6 层（总 31 层）。
2.房屋面积及布局:房屋总建筑面积 966㎡（第 6 层面积共 2156.31
属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产权的 966㎡），已取得房屋产权使用证
63642881、13888896125李老师 ㎡，
书。房屋布局为：4 套（2 间套房）、3 个单间、一个半间（两家公司共用
一个房间）
高校商铺招租
3.车位:招租车位位于该幢楼的负1层，
共4个车位，
面积13.8㎡/个。
4.租赁期限:本次公开出租房屋及车位的第一次租赁合同期限为
龙泉路大学校内多间商铺。
3
年。租期满后，
根据公司需要续订或者收回。
电话：
0871-68050109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12 月 20 日（报名时需交纳保证金 3 万元）
小板桥老昆洛路旁院内空地、
公开竞价时间：2019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2:00 时。竞租者请随身携
大楼三层 24 间房间，
带会议室， 带好单位公章（个人不需要提供）及个人身份证等资料。
现 公 开 招 租 ，项 目 价 优 者 得 。
房屋及车位竞租起价：966㎡×30 元/㎡/月（房屋）+4 个×300 元/月
17387123824、18287546202 （车位）=30180 元/月。 （价高者得）

学府路教室出租

再次提高各种名酒回收价格

收购 1953-2019 年茅台酒及各种名酒

免费鉴定 高价收购 诚信第一 上门服务
高度全品相 2016年-2000年 1999年-1996年 1995年-1986年 1985年-1978年 1977年-1967年 1966年-1953年
不跑酒
茅台酒价格 2000-4000元/瓶 4200-7000元/瓶 7500-15000元/瓶 1.6-2.2 万元/瓶 2.5-25 万元/瓶 30-300 万元/瓶

收购范围：茅台酒、五粮液、郎酒、董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古井贡酒、汾酒、全兴大曲等

出租·出售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铺 面
四个铺面 55 元/㎡转租

小吃店 50㎡；烟酒店 40㎡；大闸蟹专卖
店 35㎡；火锅店 150㎡13908859044

广告

电话：
13177885888

地址：人民西路 182 附 2 号（老云南电视台门口）

乘车路线：市内可乘 54、61、66、82、100、115 路
到环城西路口下车，地铁 3 号线到体育馆下 B 出口

地址：春城路 299 号

0871-67123117、13759105321楚

写字楼

更多租售转让信息，请查阅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云南大分类网租售转让频道

律师提醒：

转 让

土地

综 合

安宁青龙峡60亩山药地转让

菊花村立交桥圣世一品旁，农贸市场 10
年经营权一次性转让。铺面 72 个，摊
位 255 个，全新精装修，有意者欢迎实
地考察，面谈。电话：15912133781

诊所·医院

餐 饮

林权转让

（含山药 40 亩）。水、电、路通。
13759193240 蔡先生。

成熟地段本门诊整栋转让 经营中餐厅转让或承包

共 6 层楼，面积 700-800㎡，地段好、可
空转，无实力勿打扰 13888759823

13658873091

市中心300㎡大型诊所转让

休闲娱乐

汽车后市

地铁口精装跃层公寓出售

43㎡实得 65㎡，单价 9000 起/㎡，可

500~1000㎡办公室出租 西南林航大厦146.45㎡房屋出售

环城北路全新装修，可做培训学
校，价格电联 13759570477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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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开通医保，可转门诊13330460003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大学城吾悦广场，层高 5.7 米（两层），买一
得二，可按揭。吴枫:18314134124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联系电话：13378866534 罗先生

房屋出售

餐饮店篆新农贸市场旁新闻路口 青年路 160㎡旺铺出租 落户。联系电话：13888850612
三个门面，适合专卖店、药房等，拒
44㎡出租或合作13170619126 餐饮。有实力者询 18183648155 餐饮铺年底回款急售

朗威酒店西餐厅大堂吧
及西点房临街旺铺出租

金房宫三楼养生美容店转让
或承包 13211711447王

位于禄脿镇艾家营村委会
艾家营村民小组林权转让
157.6 亩，适合种植、养殖。
13888030826
云南俊鑫娱乐文化有限公司转让

公司主营 KTV、慢摇吧、网咖三大板
块，营运状况良好，价格面议。
15911671057 宋总、18788110109 杨总

4 室 1 厅 1 厨 2 卫，东南向，采光好，
楼层高。电话：13368711179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铺面出售

呈贡新天地商业步行街旺
铺出售，证上面积 290㎡（两
间），送三楼 350㎡，可做餐
饮。电话：13888627332

民族村餐饮客栈酒店商铺出售

湿地公园旁特价房出售 一楼跃层带花园带地下室出售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五华区
龙泉路旁1000㎡仓库厂房出租

地铁口整层海景民俗酒店出售

面积 976 平米。总价 1500 万，
年租 150 万。18687828162

底商单价1.7万/㎡，总价50万/套起出售

爱琴海正对面，底商 30~60㎡，全业态 0 公
摊，外摆区30㎡全赠送蒋师:18213513103

地铁口餐饮铺急售

证上 97㎡，实际面积 140㎡，总价 262 万元，
年租金19万带5年合同13354916763

综 合

240万起一栋15368899978张

面积 100㎡、125㎡、150㎡、164㎡， 证 上 面 积 133 ㎡ ，使 用 面 积
观滇海景房咨询电话 13769134122 300㎡，185 万。18213847841

双机店承包或出租
昆钢和谐家园 18987571351

七甲厂房、仓库出租

神秘寻宝

阿拉乡白水塘村厂房库房出租

扫二维码
开启
寻宝之旅吧

830㎡，有产权证，三通，路通，水通，
电通，价格优惠。13577117327

1000㎡，水电路三通13888121147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经开区正规标准厂房出租

郊县

1600㎡，地上环坪，水电气完善，
可做厂房、仓库。1388829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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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流水线设备，接手即可经营，也可空
租。13700667895、13883656351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小普吉内350㎡厂房出租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厂房（晋城）、仓库出租
18213007665 刘老师

适合生产加工、修理、印刷、餐饮、百货、
仓储，水电路三通 13908854779 杨师

带100㎡住房，三通。15198796887

宾馆·旅店

官渡区

13888775812 黄老师

大板桥花果山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出租

90㎡美容院低价转让 东寺街经营中民宿转让 关上和甸营村旁仓库厂房出租
40万修理厂低价出租转让 立夏路，
临街，人流量大，周边热闹，带
400㎡、900㎡、1000㎡，带住房二十
店里所有设备转让，接手就可经营，客
寄售行全套手续转让13987170155 间。电话:13987676666 余师
源稳定。联系电话：18213038201 赵

①金星汽配城大门口；②大树营人
民东路交叉口。13987684388

生活服务

证券大厦第 6 层部分房屋
及负一层车位对外招租

●24 小时厕所马桶疏通 15974845040 ● 勤 实 家 政 13658800863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 64128233

面积 900㎡左右,已装修，适合食品
加工、茶叶。电话：
13888016402

200㎡-20000㎡

离新螺蛳湾 2 公里，层高 5.6-12 米，三证
件齐全，13 元/㎡/月起，量大从优，环境
优美，厂内配有两台合格排污的锅炉，有
住房、澡堂和食堂。13116297966 熊

杨林工业园厂房转让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总 2000㎡，净化车间 1000㎡，设备齐全，
达药品级。可生产食品、保健品，有 5 种
类别认证。沈师: 13700646878

除虫·除害

沙发翻新

装修·设计

二手回收

● 疏 通 抽 粪 65111999、68333000 ● 家 诺 家 政 64153300
● 优 价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杀蟑、灭鼠、除虫专家 18388226839 ●红木家具沙发翻新换皮/布67264509
●疏通抽粪改管高压洗管 13888050128
●鲲鹏防水（20 年经验）13529007709
广告
●65398896 梦想家政，地毯，沙发灯
热线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 硕 阳 清 洗 保 洁 13888701204
●刮粉刷漆贴砖新旧改造13888160488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18388440638
●太标同乐皇明太阳能空气能净水64631083 ●华达家装铺面办公优 13987644938
●蓝月亮保洁 66922420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慧芳家政 17 年老品牌 15808765356 ●保姆钟点做饭陪老人 6562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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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峰公司十六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清洗·保洁

： 63306561

家政服务

管道疏通

防水·补漏
太阳能

保姆·钟点

二十年搬家搬厂

专业拆装家俱

长短途货运

金牛

陪驾·陪练

大
诚辉搬家
65333898
65366088
诚信
众 63322118 工商咨询
搬家·物流
64100978
63199828 鸿信搬家
： 63306561 康发 64619868
： 63306561
关上利群
芯子财务咨询
和顺搬家 春苑68235988 67166689
63583008
全天进城
骆驼搬家
68212778 律师提醒：
律师提醒：
顺达
车辆全天入城 优质优价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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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柏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聘
◇企划主任：男，大专以上学历，30 岁以内。熟悉商业策划及线
上、线下企划运营，具备商业推广实操经验。工资：6500 元/月。

◇招商主任 ：男，30 岁以内。具备一定商场招商经验，熟悉品
牌。工资：6500 元/月。

◇保安员：初中以上学历，身高 1.7 米以上，40 岁以内，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工资：3500 元/月。

◇保洁员：40 岁以内，具备吃苦耐劳精神。工资：3000 元/月。
以上人员均有餐贴，并购买五险。
电话：0871-63631818 何师

地址：三市街柏联广场写字楼 8 楼

超低价

诚信单位
全国连锁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招 驾 驶 员 2 名 ，包 吃 住

搬家、拉货
办公室、仓库

全天入城、
价格超低

65188818
货车全日入城

春城招聘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诊所·医院
北市区社区综合门诊聘

持证全科、内科医生及护士、检验师、妇幼
专干；口腔、针推合作。13708441218

本月搬家特价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理想服务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蚂蚁搬家

广告
热线

专业搬家搬厂、办公室、仓库

专业搬家搬厂、单位、学校、钢琴
拆装家 具 长 短 途 搬 家 货 运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特别提醒：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向

专业搬家搬厂、
优价收费

64108602

提前预约可优惠

25 年信誉 全天入城

专业搬家 钢琴 家具免拆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67166253
68242668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综合医院高薪聘请（寻求合作）

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报名费、培训费、 内科、
外科、妇科、儿科、中医科（主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任）、内科、外科、儿科、中医科，妇

学校·教育
昆明梦想园诚聘

工商、税务、代记账、注销、账务清理
电话：1398718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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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介·交友

科、口腔科、皮肤科（主治医师）、预
广告
防保健科医师、药剂师，B 超医师、
热线
检验师、
放射技师、
护士长、
护士（数
名）包吃住，
五险。13888117968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信息请查验核实对方真实有
上门办理，
速度更快，
价格更低 效证件，谨防受骗，请注意自我保护，慎重选择!

： 63306561

0871-63306561
全职、兼职（周末）幼儿训练老师，
学 咨询电话：
前教育、
幼师专业优先13187858309

盘龙社区诊所

广告
热线

个人求职

品牌婚介
●315迎新缘婚介全国领导品牌63621943

诚聘医生，康复理疗合作;诊所口腔科,妇科 ●资深会计师记账报税 15288180029 ●29 年社区品牌婚介 13888214801
寻合作、联营13987658776、15368016637 ●注册会计师记账报税 13987157508 ●精品好姻缘诚信服务 1307876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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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