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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锦绣 澳林广场 南京大学 明发滨江 旭日学府

14㎡ 58万 大型商业旁 41㎡82万稀缺小铺 单价 27㎡ 86万 地铁口旁 医院边 8 30㎡ 88万 永辉超市 31㎡ 128万 医院对面 地铁口
小区门口 门前主干道 急售 低总价低 菜场旁 人流旺 小区必经之路 对面弘阳在建 黄金小铺 桥北的新街口 门前场地大 小区正门口

13337838837 15365004287 15895891522 13337837792 15950541900
明发滨江 明发永辉 大厂凤南 明发滨江 恒辉商圈 明发永辉 东大对面 澳林广场

36+36㎡ 142万 永辉超市后面 菜 47㎡ 146万 地铁口 电影院 60㎡ 148万 商业一条街 地 57㎡ 152万 商场出入口第 41㎡ 156万 医院对面 85㎡186万 开间8米 双门 45+45㎡198万紧邻地铁口 47㎡ 198万江北新区中心位置买
市场旁 学校旁 消费人群10万+ 旁 学校边 大型超市入口 铁口 菜场旁 人流聚集地 一间 靠近美食街 停车方便 门前场地大 小区正门口 头 门前宽敞 业态不受限制 两个大学对面买一层送一层 一层用2层 门口敞亮 业态不受限

17798527102 15365004287 15895891522 18751909190 1536500428 17798527102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弘阳地产 大华锦绣 澳林广场 海德北岸 弘阳广场 澳林广场 天润城
大厂站
47㎡216万小区大门口 地铁 36㎡216万小区门口 稀缺小 72㎡ 236万 隧道口 医院 93+100㎡ 238万 小区门口 开间 67㎡246 万紧靠金都汇 99㎡248万隧道2分钟医 45㎡ 258万 中学对面 门前公交 120㎡ 258万 双门头 门前场地
口100米 门前宽敞 人流量大 户型门口场地大 靠近学校医院 旁大型商超边 业态不受限 八米 王府井百货旁 业主急售 广场小区大门口出行必经 院旁 大开间 门口好停车 站台 小区大门口左手边 双门头 宽 沿街稀缺门面 周边商业少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5365004287 15895923909 15895891522 15365004287 15365004287 15365004287
阿尔卡 大华锦绣 威尼斯 澳林广场 浦厂医院 天润城
天润城 旭日家园
120㎡ 258 万 地铁口 50 62㎡ 268 万隧道 5 分钟 75㎡ 285万 大型超市和菜场旁 104㎡ 288万户型方正 高租 99㎡ 328万 户型方正
81㎡ 358万 距地铁口 81+81㎡389万地铁口 天悦城 81+81㎡398万离地铁口100米
米 三门面 无业态限制 紧邻河西中学浦东菜场 停车方便 赠送20多平不算价格 金 可挑高 大型商超旁 急售 可挑高 澳林广场旁 急售 100米 小区大门口 双门面 旁 学校旁 房主资金周转急 双门面人流广大型三甲医院对过

15365004287 15895891522 17301587024 15950541900 17301587024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3337838837
天润城
天润城 金城丽景
天润城 明发滨江

东新南路 108平 江宁医院旁
15950541900 13337838837
17798527102 15365004287
小区门口 沿街可餐饮 无绿化带 15365004287
金盛路 龙眠大道 肯德基旁
江宁专版 财富热线：173 2612 4636
17327096284 18118801253 18115131961
85+85㎡ 418万 买一层送一层 118㎡448万沿街门面 门面宽敞
高租金 大型购物中心旁 急售 小区住户多消费水平高房主急卖

160㎡ 518万 紧邻地铁口 大型 160㎡ 526万 租金30万+ 小区 204㎡ 718万 大型商业旁 双小
菜场高租金 学校对面 人气聚集 大门口 人流量大 学校对面
区门口 高租金 文体中心旁

22㎡ 48万 小区住宅出入口 50㎡ 65万 江宁大学城地铁 40㎡ 68万 龙眠大道地铁口 双
旁 门宽4米 房主抛售 民用水电 口 旁边在建电影院 学生多 门头门宽6米房主降价20万急卖

禄口街道 义乌商城 江宁实小 东山核心 城市之光 天印慧谷 万达广场 东山核心
36㎡ 68万 沿街大马路 小区 25㎡ 68 万 龙眠大道地 25㎡ 69万可落实小户口 49㎡ 72万 东山步行街万达 37+10㎡ 78万 拆迁规划旁 58㎡78 万朝南户型地铁口 48㎡ 78 万万达广场 精装 32㎡ 96万 紧靠江宁医
旁边出入口 低价急卖7天 铁口 紧邻江宁大学城 在小区门口还能做生意 旁边 一口价急卖急用钱 电影院边 拐角第一间 急卖 旁菜市场南边大型商业中心 修 办公自住都可以 急卖 院 距离十二号地铁五米

18013390973 18751977417 18014480845 18013390973 13913340502 17327096284 13305175584 18751977417
女人街 天印大道 天元东路 河海大学 托乐嘉 汇金九龙 莱茵达路 青年广场
66㎡ 98 万万达商圈 47+47㎡ 108万 20米外 36㎡ 108万 大学城旁 地铁 33㎡128万地铁口大学城 小区商 48㎡ 136万 南航正对面 32㎡ 138 万 玖珑湖商圈 双 50㎡ 148 万 苏果超市 双门 44㎡148 万地铁口大学城大
人流量大 房主急售 在大开发 地铁口一分钟 口 人流量30万 非常急卖 业一条街 纯一楼 租金回报率高 地铁口50米 投资回报高 地铁口 房主降价 30 万急卖 面幼儿园小学斜对面 500 米 型拆迁小区人流量 20 万人

18751977417 18014480845 18013390973 17327096284 18013390973 15150686814 17798529762 18114006594
天元路 万达对面 义乌商城 万达商圈 义乌 A 区 百家湖 金轮星光 沿街门面
93㎡ 228 万 买学区
62+62㎡158万房主出国 57㎡ 158万 肯德基旁 35㎡165万年租80000元 42㎡168万万达商圈旁对 58+58㎡176万电影院20米 67+67㎡ 198万 小区门口 沿街 51+51㎡ 226万 十字路口
买入价急卖 地铁口旺铺 电梯口 纯一楼急卖 地铁口大学城人气超旺 面是女人街房主非常急卖 可做两层 大学生消费中心 一楼 产业园对面 在建公寓楼旁 大型娱乐中心旁 数万消费群体 十分着急 急卖 跳楼价

13913340502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18118801253 18951746376 17798529762 18115144656 13913340502
融侨世家 托乐嘉 殷巷商圈 金箔路
金盛路 殷巷菜场 义乌沿街 岔路菜场
93+93㎡ 238万 地铁口 客运 55㎡ 238万 南航对面餐 50+50㎡ 249万 5号线地铁 91㎡ 268万 沿街纯一楼 93㎡ 268万 靠近金盛路 53+53㎡ 278万 沿街主干道 80㎡ 326万 沿街主干道 双 93+93㎡ 348万 菜场旁
站100米 双门头可挑高 饮街 地铁口20米 限时急售 口 精装修 带租出售 挑高6米 精装带租 房主降价20万急售 菜场 挑高两层 无业态限制 双地铁 菜场对面年租9万 门头 欠工程款 买入价出手 小区门口 南北通透双门头

17326124636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27096284 18751977417 18951746376 18951746376 17326124636
金宝市场 文靖路 武夷花园 东山万达 莱茵达路 竹山路 上元大街 金王府 双龙大道

93㎡378万东新南路沿街门面 78㎡ 386万 纯一楼沿街 门 205㎡ 398万小区底商沿街 152㎡ 429万 沿街可挑高 143㎡ 446万 住宅底商 门面场 198㎡ 486万 双门面 地铁 242㎡ 528万万达旁 沿街主 180㎡ 588万 胜太路地铁口 242㎡ 798万 沿街主干道
挑高7.8米 T字型路口 高门头 前场地大 小区出入口 急卖 门宽6米挑高3层 独栋大气 业态不限 租金回报率高 地大 双门面 带租出售 欢迎来电 口附近 十字路口 学校对面 干道 三门面 降价20万急卖 百家湖核心区域 假日百货 门头宽 门前场地大 房主急售

18012932425 18013390973 17327096284 17327096284 17327096284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8751977417
龙江商圈 莫愁新寓 集庆门 金鹰对面 区政府旁 汉中门
新街口

特别推荐

河西专版

27㎡258万年租18万 新城市广 51㎡ 258万地铁站对面周边五个 43㎡ 298万 拐角位置 71㎡ 455万 沿街正规门面 双门 95㎡ 495万 周边全是写字楼 125㎡645万吾悦国际广 114㎡ 1666万 黄金珠宝一条街
场对面 龙江地铁口 商场入口处 小区主要出入口幼儿园旁第一间 挑高 主干道 高档小区 面 房主出国 降价30万急售 餐饮一条街 国际金融中心 场在建中地铁口 双门面 打造百年民国风情街 中华第一商圈

13913309774 17302508286 17372265312 18761609094 15651814318 18005184775 18795802376

大学城旁 大润发 儿童医院 奥体南

44㎡26万市中心带阳台可落 50㎡ 98万 河滨公园旁 买一 45㎡ 148万 地铁口 未 71㎡ 248万 大型商业体对
户有学区民用水电月租1300 层送一层 复式挑高民用电 来的上海陆家嘴 年租8万 面 学校边 现铺 即买即收益

15895891522 17798529762 15651814318
15365004287 13813814481 18951746376

133051755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