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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路 月新家具 金信花园 嘉业对面 华阳佳园 湛江路 凤凰西街 时代天地 金马郦城

77㎡ 356万 十字路口沿街双门 20+20㎡95万一楼门面房主给儿子 36㎡99万双门头门宽6米年租6万 25+25㎡ 116万 年租六万 可做 45㎡ 122万 大学对面 小区 30㎡ 155万 人流量大 小面 33㎡ 155万 菜场门口 41+41㎡ 198万 东宝菜场对面 34+70㎡208万奥体对面小
面 小区门口直降30万急卖 买婚房急卖包税价年租金5万 小区大门口第一间业主降价20急卖 重餐饮门面 三小区对面 急卖 大门口 总价低 人流量最大 积 对面学校 夜宵生意好 成熟地段 沿街主干道 挑高门面 写字楼人流必经地 区出入口挑高三层业态不限

15150686814 18115131961 18951746376 18115131961 15150686814 13337837792 15651814318 18761609094 18761609094
汉中门 龙江商圈 水西门 迎宾菜场 所街菜场 塞纳丽舍 云锦路 万达商圈 水西门街 茶南菜场

56㎡ 220万 沿街主 27㎡228万年租十八万 新城市广 65㎡288万主干道 迎宾菜场 110㎡ 299万 沿街主干道 66㎡ 338万成熟社区 租 74㎡ 350万 小区门口第 100㎡355万万达双门面 可餐饮 同排 150㎡357万位置好双门头年租 88㎡377万双门头可做餐饮门前场 70㎡ 388万 连家店 实
干道连家店 可餐饮 场对面 龙江地铁口 商场入口处 旁 沿街双门面 学区连家店 人流量特别大 三门头 期刚到即买即用 可餐饮 一间 层高5米可挑高 商铺第一间 房主降价20万 年租15万 18万人流大业主降价50万急卖 地大方便停车房主降价50万急卖 验学校对面 公交站旁

13337837505 17372265312 17302508286 13337837505 17302508286 18021406275 18014480845 18951746376 18115131961 15651814318
水西门 怡康街 东宝路 裕华名居 月安街 区政府旁 集庆门街 湖西街 融侨中心 东渡国际
120㎡397万停车场出入口 107㎡ 405万 纯一楼 99㎡ 415万双门头门宽8米 三个 92㎡ 438万 凤凰花园城小学对 64㎡ 457万 实际使用面 95㎡ 495万周边全是写字楼 87㎡ 498万地铁口 金鹰 184㎡ 535万 沿街主干道 年租 98㎡ 635万 目前租给银 240㎡ 678万 政府对面
三门头 门宽18米万达商圈 可做挑高 门头宽敞好停车 小区出入口 方便停车 年租18万 面 小区门口双门头 门宽10米 积128平 高档消费区域 餐饮一条街 国际金融中心 对面 十字路口 可餐饮 20万 重餐饮 门口就是公交站台 行 租金高而且租期长 写字楼环绕 大型餐饮集中

15150686814 17372265312 18115131961 17302508286 15651814318 15651814318 18761609094 15358104237 15651814318 15150686814
义乌批发 义乌商城 万达广场
弘瑞广场 商业学校 弘瑞广场 定淮门街 商业学校
98㎡ 788万层高五米多 240㎡950万凤凰西街餐饮门店 161㎡ 1000万 双门头门宽10米 门前 285㎡1460万政务机关单位 816㎡ 3000万 凤凰西街餐饮 门
挑高两层 挂角第一间 每天流水可以做到七万黄金路口 是露天停车场 年租36万每年递增5% 旁 地铁口餐饮门店 小区密集 前场地大方便停车 年租一百多万

江宁专版

30㎡76万五金建材市 35+10㎡ 78万 在建电影院 48㎡ 78万 精装修
场 门头方正可停车 旁 拐角第一间 急卖7天 办公自住都可以 急卖

15365073561 17372205705 13305175584
17302508286 17302508286 18118801253 17302508286 17302508286
天元东路 义乌商城 文鼎广场 义乌商城 义乌 A 区 建材市场 殷巷商圈 义乌商圈 义乌商城 上元大街
29㎡ 86万 大学城 36㎡ 86万 地铁口 大学城 30㎡ 88万 江宁大学城 49㎡ 98万 金陵不夜城正对 36㎡ 98万 大学城旁 地铁 37㎡ 108万 一楼沿街 批发集散 35+20㎡ 118万 地铁口稀缺 73㎡ 125万 10年前买入价 42㎡126万大型商业综合体 55㎡ 135万 万达
阿迪达斯对面小挑高 在建电影院旁 房主急卖 中心 对面是阿迪品牌店 面单价低 总价低 急卖7天 口餐饮门面 房主委托急卖 中心 门前场地大 人流集中地 挑高 小面积黄金旺铺可餐饮 急卖 美发专区 证齐无贷 地铁口 人流超多 房主急卖 对面 肯德基旁急售

15365073561 17361985742 17326124636 17372205705 17326124636 17372205705 13305175584 17372205705 17361985742 15365073561
黄金海岸 莱茵达路 青年广场 青年广场 将军大道 万达商圈 竹山路 佛城西路 岔路口 殷巷菜场
72㎡ 158万万达商圈 人流 50㎡ 158万 一楼沿街 35㎡ 165万 年租80000元 35㎡ 168万 大学城 地铁 38㎡ 186万 河海大学正 65㎡188万上元大街 73㎡ 200万 竹山路 71㎡228万周边3公里内 93㎡ 238万 93+93 10万人 50+50㎡ 238万 玖珑湖商
量大 带租急售远低于住宅价 可挑高 唯一活动中心 地铁口 大学城 人气超旺 口 人流聚集地 年租6.8万 对面 周边大型工厂众多 人流量大 房主急售 正规沿街门面 双门头 六个大型工厂 房主急售 小区 紧靠金盛路菜场 圈 双地铁口 房主降价30万

17301587024 17372205705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8751977417 13305175584 15365073561 18751977417 18751977417 13305175584
江宁医院 金王府 东新南路
文靖西路 河海大学 文鼎广场

108㎡ 249万 5号线地铁口 90㎡ 286万 大型商业中 108㎡ 346万 房主急降
精装修 带租出售 挑高6米 心 人流集中地 一楼沿街 10万 东新南路三岔路口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26124636
万达商圈 胜太路 谭桥商街

242㎡ 486万 双门面 地铁 180㎡ 565万 地铁口 188㎡ 668万 一楼沿街
口附近 十字路口 学校对面 沿街门面 人流汇聚地 门前场地大 对面就是菜场

弘瑞广场

190 平 788 万 层高五米多
挑高两层 挂角第一间 紧邻应天大街

78㎡ 348 万 沿街主 108㎡388万河海大学对面 小 48+48㎡ 468万 一楼沿街
干道 门前场地大 区门口 唯一商业街 可做餐饮 层高七米 人流集中地 急卖

18751977417 17361985742 17372205705
天印大道

333㎡ 700万 天印大道沿
街 门前有停车场 急降50万

江北专版

13305175584 17361985742 18751977417 173 0250 8286 17326124636
华侨城 华侨城 明发滨江 明发滨江 旭日学府 凤南商街 大华锦绣 东南大学 东大对面 弘阳地产

17㎡ 39万 小区市民广 20㎡ 48万 桥北第一站 30㎡ 76万 永辉超市 47㎡ 118万 永辉超市 31㎡ 124万 医院对面 地铁 60㎡ 126万 地铁口 大型医 34㎡138万浦口实验小区 57㎡ 178万 双地铁旁 45+45㎡ 198万 紧邻地铁口 47㎡ 208万 小区大门口
场 华润苏果旁 房主急售 小区大门口 超值小铺 黄金小铺 桥北的新街口 楼下 电影院进出口 口 门前场地大 小区正门口 院旁 5万居民消费聚集地 旁小区底商 挑高可做两层 大型酒店楼下 两小区门口 两个大学对面 买一层送一层 坐地铁必经之路 门前宽敞

15895891522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7712850593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3382061010 15895891522
浦外旁 十三街区 明发三期 万江共和 江岸水城 天润城旁 东大对面 南京大学 天润城 旭日家园
59㎡ 238万 紧靠弘阳 文体中 45㎡ 238万中学对面 小区大门口 70㎡ 258万 小区门口 永辉超 53㎡ 258万 江北新区中 71㎡ 278万 小区门口第一间 门 94㎡ 286万 地铁口 餐饮一条 86㎡ 298万 两个小区出入 114㎡ 338万 菜场门口 工厂对 81㎡ 358万 距地铁口100米 小 81+81㎡378万双门面离地铁口
心 小区大门口 挑高两层 送15平 左手边 双门头 租金高 房主急卖 市 门宽4.5米 唯一一间在卖 心位置 买一层用两层 前场地大 双门面 适合开超市 街 高租金 门口宽敞车位多 口 对面大学 紧邻地铁口 面 赠送60平 降价20万急卖 区大门口 双门面 人流必经之路 100米江北新区大型三甲医院对面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3337838837 13382061010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3382061010 15895891522 13382061010 13337838837
天润城 爱上城 天润城 金城丽景 中圣南街 珠泉路 珠泉菜场 浦珠花园 珠泉路 金浦广场
85+85㎡ 406万 可以挑高做2 169㎡ 590万 外国语学校对 167㎡ 760万 小区大门口 400㎡1580万金都汇旁 地铁口 18㎡ 138万珠江小学 地 26㎡ 145万 菜场旁双门 40+40㎡ 156万珠泉花园旁 34㎡ 156万 年租稳 大型农 25+25㎡ 158万 小学门 21㎡ 168万 金浦广场
层 紧邻地铁口 门前宽敞 广场旁 面 知名小区 10万消费人群 紧邻天润广场 双门面门前敞亮 体育中心 大洋百货对面 高档小区 铁口 年租4万 沿街急售 面 人气爆棚 适合做餐饮 世纪小学对面 买一层送一层 贸市场旁 人流量集中 急卖 口 主干道十字路口 年租6万 递增10个点

17798527102 15950541900 13382061010 13337838837 17798529762 17327738329 17798529762 18021393383 13813814481 17798529762
中海万锦 文昌路 河滨路 金浦广场 金浦广场 江浦中学 金盛田 领域花园 金浦广场 客运站

特别推荐

27+27㎡ 188万 江浦三中对 34+34㎡288万实验幼儿园 96㎡ 298万 美食一条街 88㎡ 298万 江浦核心区 金 44+44㎡298万江浦新街口 商业 61+61㎡ 435万 老江中对面 75㎡ 446万 小迈皋桥 100+100㎡ 479万 小区门口 人 107㎡ 499万 沿街独立旺铺 年 300+300㎡ 1388万 小区人流必
面 沿街旺铺 紧邻地铁口 对面 小区门口 黄金拐角位置 门口宽敞 无业态限制 急售 浦广场 区政府对面 价格低 聚集地 辐射周围3公里居民消费 沿街挑高门面 人流量大 层高7.8米 无明显业态限制 流必经地 收益快 江浦繁华地段 租高 江浦核心区域 无业态限制 经地 带租约 门头宽 房主急卖

18018032542 13301595290 13813814481 13301595290 13301595290 13301595290 18021393383 18018032542 18018032542 18018032542

百家湖商圈

威尼斯 南工大旁 兴隆大街

128㎡ 180万 5A甲级写字 50㎡ 180万 年租金8万 十字路 80㎡ 330万 长江隧道口 成 52㎡300万周围小区纵多出入口
楼 单价低 一线湖景 双地铁 口 大平层可餐饮 挑高可做两层 熟小区对面 独立沿街门面房 五所大小学校旁 沿街主干道门面

13305175584 15895891522

17798529762 18951746376
13813814481 15651814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