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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信息
58683888

新街口管家桥 63 号一楼

便民服务受理点：

微信公众号

迈皋桥 莱蒙水榭春天 人和街小区 万达金街 润峰花园 富春江西街 春江新城 万达东坊

66㎡ 330万 29栋边 53㎡ 338万 河西奥体高档小区 41㎡ 370万 鼓楼双学区 可 169㎡ 428万 纯一楼大面积 60㎡ 450万 超大门头
上纯一楼无税 一手 口 可挑高 年租金16万包税 餐饮连家店 年租金17万/年 面宽8米 单价低 回报率高 十字路口拐角第一间

96㎡ 635万 奥体门面
沿街门面位置 门面很漂亮

162㎡ 666万 人多
门头方正 出入口 速来

97㎡ 680万 万达商圈
买一手送一层 双门面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7751046164 15651814318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时光里 明发滨江 旭日学府 旭日上城 1 期 明发滨江 威尼斯水城
鼓楼区察哈尔路沿街商铺 弘瑞广场西区 定淮门大街
120㎡ 750万 门
98+98㎡ 595万 大门头 288㎡ 1198万 沿街餐饮门面 有
头大 沿街门面 成熟小区 买一层送一层 小区门口 包间位置特别好 旁边就是小区

江北

20㎡68万鼓楼分院旁 地 30㎡ 76万 永辉超市 58㎡145万房主急用钱 42㎡ 165万 小区门口第三 95㎡170万可挑两层 商 52㎡ 208万 十字路
铁口门面 紧邻南京大学 黄金小铺 桥北的新街口 成本价急售 买一层送一层 间 对面大型菜场 大型小区 业街 人群6万 难得遇铺 口 紧邻大型商业中心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37838837 17798527102 13382061010
15358199976 18751909190 15651814318
香溢紫郡 天润城地铁口 旭日爱上城 旭日上城 旭日爱上城 天润城
泰山新村
东南大学
旭日学府
弘阳广场三期
50㎡ 258万江北新街口 弘 110㎡248万学校对面 比 50+50 ㎡268万 大学对面 96㎡ 296万小区大门口 82㎡ 348万 南京大学宿 81㎡348万纯正地铁口 距 120㎡ 398万 门前宽敞 53㎡398万江北新街口弘阳广场 170㎡ 420万 四小区大 160㎡ 548万 年租金30万
阳广场 户型方正 门口宽敞 住宅价格还低的门面房 双小区大门口 住宅价 降售 地铁站旁 高新超级大盘 舍50米 餐饮一条街 离50米 双门头 门宽8米 房型方正 业态无限制 大平层可餐饮高租金二十年回本 门口 菜场对面 浦外旁 面对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

18994119144 13382061010 13337838837 17798527102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义乌商城 义乌商城 义乌商品城 龙眠大道 日光广场 大学城 金宝市场
明发城市广场 天润城
164.11㎡ 690万 新小区 259㎡800万 小区门口第一
潜力大 买到就是赚到 间 地铁口 对面学校 租金高

江宁

31㎡ 58 万 大学城 27㎡ 63 万 地铁口 35㎡ 68万 义乌小商 48㎡ 68万 龙眠大道地铁 38㎡ 78 万 小门面 大 42㎡ 86 万 江宁最 37㎡ 87万 东山金宝市
旁地铁站降价急卖 特价急卖先到先得 品城 地铁口人流密集 站 包税急售电影院隔壁 价值欢迎实地看房 大五金市场急售 场 十字路口繁华地带

17366031684 17372205705 17372205705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3913304203 17798527102
义乌商城 文鼎广场 黄金海岸 义乌商品城 将军大道 江宁大学城 殷巷菜场 义乌商城 义乌地铁 江南青年城
67㎡ 98 万 大型建 29㎡ 98万 大学城旁 62㎡108万江宁实验小学 37.39㎡ 116 万
材市场 知名度高 地铁口周边商业成熟 对面 教育培训机构集中 地铁口包税急售

30㎡ 123 万 大学公交总站 33㎡ 126 万 行业集中 35㎡ 128万 大型苏果对 30㎡128万 地铁站大学城 36㎡ 128万 年租6.3万 30.39㎡ 135万 河海大学门
旁 户型方正 降价5万急售 大学聚集地回报稳定 面 十二个地铁口挑高 电影院50米汽车客运站旁 美食街门口 亏本急卖 口周边小区成熟配套齐全

15365073561 17366031684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15365073561 17372203250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8114006594
义乌商城 星光名座 天地新城 义乌商城 义乌商城 将军大道 美丽新世界 华意泰富 青年广场 嘉顺时代

44.29㎡ 138万 地铁口 52㎡146万 地铁旁九龙湖 63.4㎡ 148万 小区 93㎡ 177万地铁旁大学 68㎡ 196 万 地铁口 71㎡ 198万 小区出入口 75㎡223万 地铁口500米 106㎡ 248万 年租10万 48㎡ 259万即买即收租 地铁 99.7㎡268万门宽8米
大学城酒吧一条街在建 商业周边12个地铁口在建 门口沿街房主换房急售 城旁边在建酒吧一条街 特价急卖 先到先得 周边4公里唯一商业街 规划商业体旁 升值空间大 5号线地铁口 地段好 口商圈十二所大学消费地段 可餐饮附近商圈成熟

15365073561 17366031684 13382055336 17366031684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17327096284 13305175584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武夷花园 殷巷菜场 文鼎广场 江宁万达 文靖新村 莱茵东郡 湖山路 天元吉第城 武夷绿洲 武夷花园
61+61㎡ 296万 小区 78㎡ 298万九龙湖商 48+48+48㎡365万大学城 地铁 140㎡ 376万 万达商圈 78+78㎡ 398 万 116㎡ 410万双门头 三开门 110㎡448万沿街主干 118㎡ 468万 小区门口双门 133㎡478万1号线与5号线 204㎡ 580万 东山第一农贸
对面挑高6米沿街 圈 殷巷农贸市场对面 口十几所大学围绕 年租接近20万 紧挨步行街 纯一楼急卖 小区门口沿街一楼 门头十几米小区门口第一间 道 挑高六米 可汽修 面 挑高6米 门前场地大 交汇处 沿街门面 业态不限 市场隔壁 沿街餐饮门面

15895923909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72203250 15895923909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竹山路地铁 宏运大道 百家湖 天元东路 文鼎广场
竹山路 殷巷打工楼 嘉顺时代广场 胜太路
125㎡ 598万双地铁口 304㎡780万岔路口沿街 309㎡1686万 地铁口 商业 674.59㎡ 1750万 天 29㎡ 98万 大学城旁
地段绝佳 做工程急用钱 大型门面 出国急售包税 综合体对面 一楼沿街门面 印大道地铁旁特价急卖 地铁口周边商业成熟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72203250 13382055336 17366031684
莱茵东郡 义乌小商品城 天印山菜场
53㎡ 4.5万/年 小区出入口 周 71㎡ 30万/年 无转让费 300㎡18万/年菜场附近门面
边写字楼多 周边在建体育场 T字路口在建电影院旁 门头可做26米 无业态限制

15365073561 17372203250 17372203250
岔路口 谭桥商业街 瑞祥佳苑

200㎡ 12万/年 南站旁 90㎡ 11万/年 在建地铁 240㎡15万/年一共两间可以分租
小区门口 适合美容 餐饮 口附近 无业态限制 纯一楼四个门可做超市或水果店

门面出租

60㎡ 9.7 万/年 在建 180㎡8万/年小区旁住宅 140㎡ 6 万/年 成熟商 470㎡ 42 万/年 双门
地铁口小区旁纯一楼 密集消费集中房主直租 业综合体 人流稳定 头双门面十字路口

17372205705 17372205705 18114006594 15365073561
天印山批发市场 融侨世家 同曦鸣城

白下产业园

50㎡ 12 万/年
300㎡ 18万/年 天印山入 190㎡ 16万/年 十字
口处,人流量大 门头26米 路口重餐饮超大门头 同曦鸣城小吃街内

85㎡190 万
层高 10.8 米 重餐饮门面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18112910442 156 5181
弘阳时光里 恒辉翡翠城 积贤雅苑 兴隆大街 迎宾菜场

17372205705 15895923909 15365073561
旭日学府 泰山新村 弘阳小区

4318
典雅居

61㎡ 3.8万/年 靠 31㎡ 6000/月学校对面 100㎡7万/年 泰山小学
近地铁口 门前宽敞 超值小铺子 人气最旺 对面 小区门口 门前宽敞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将军庙
夫子庙 金隅紫京府

200㎡ 16万/年 双小区门 135㎡ 10 万/年 门口宽 410㎡ 52万/年 高档小区 39㎡ 10万/年 高端小区 20㎡ 18万/年 菜场出入口位 360㎡42万/年 江东中路和汉中门 30㎡ 9万/年 湖南路商圈 将 350㎡ 40万/年 夫子庙核心 50㎡ 13.6万/年 双小区门口 房主直租
口 大学旁 门宽6米 人气旺 敞 双门面 租金便宜 底商 万达附近 房主直租 底商 公交站旁 房主直租 置 适合做卤菜之类 直租 大街交汇处可以做餐饮转让15万 军庙沿街门面 人流量大 有转让费 圈 沿街二楼 房主直租 户型方正 层高4.5米 可轻餐饮

17798527102 17798527102 17372265312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7372265312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苏宁慧谷 金奥大厦 中北英郡 金隅紫京府 金隅紫京府 海峡城 金隅紫京府 金马郦城 凯旋丽都
1500 ㎡ 4.5元/平/天 办公配套齐全 8800㎡ 6.6元/平/天 地处河西CBD 53+53㎡9万/年房主直租 高 120㎡15万/年上下两 74㎡28万/年 高档小区底商 纯 120㎡ 12万/年 扬子江大 23㎡6万/年高档小区底商 纯 27+27+27㎡5000元/月 河西奥 140+140㎡ 40万/年 兴隆大街地
楼王顶楼位置 视野开阔 可分租 办公配套齐全 适合大型企业办公 档小区沿街门面 无转让费 层 户型方正 租金最低 一层双门头 房主直租 不可餐饮 道 不可餐饮 房主直租 一楼门面 房租直租 可轻餐 体 小区底商上下3层 可餐饮 铁站旁 可餐饮双门头门面急转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7372265312 15651814318 18168011137 17751046164 17761710425 17372265312 15651814318
虎踞南路
美丽新世界 复地朗香 水韵别墅 翠屏国际城 山水华门 复地朗香 翠屏国际城
350㎡ 25万/年 门头宽敞
两层均可挑高 使用面积600平+

别墅专版

169平520万满五唯一 业 176平 550万 小区唯一在售毛 175平 570万满五年 精 243平618万满五唯一 业 242平 680万纯别墅小区 173平 700万 一线湖景别墅
主移民 精装带家具急售 坯联排 业主置换 降价20万 装 自建25平 120平花园 主急售 装修精美 送阁楼 纯毛坯上叠全小区最低价 满五唯一 中式实木豪装

243平 740万 满五年
临湖别墅 送露台 急卖

15651814318
17326124636 13305175584 18112910442 18013390973 13913340502 17326124636 18013390973
爱涛漪水园 香山美墅 运盛美之国 香山美墅 瑞景文华 玛斯兰德 山水华门 帝景天成 玛斯兰德
230平750万满五年 送双 245平 777万 新出毛坯 273平 860万满五唯一 新 232平 890万 满五年 豪 269平1000万法式双拼换房 280平 1100万 精装独立车 241平 1130万 满五 365 平 1180 万 钥匙房随时 273平 1200万 双拼豪华
车位和花园 中庭采光好 房 业主急售 价格可谈 空毛坯 业主委托有钥匙 装带花园 业主置换急售 急售 超大花园 超大氧吧 库 200平花园 满五唯一 年边户 精装修 换房急售 看 满五唯一 精装带电梯
装 室内车库 大花园

18013390973 17326124636 18013390973 13305175584 13913340502 17326124636 18013390973 13913340502 18112910442
帝景天成 复地朗香 帝景天成 复地朗香 九月森林 九月森林 象山墅院 熙龙山院 熙龙山院

特别推荐

316平1250万 满五年 急降 555平1600万 山顶独栋别 330平 2100万 豪华装修 685平 2600万 毛坯独栋 572平 1650万老山脚下 450平 1500万 知名品牌 360平 1350万 城市墅 201平 490万 空中别 389平 1050万城市墅
墅 视野好 山景房 居 共享河西完善配套
130万 豪装带院子和露台 墅 大花园 地下室露台齐备 的独栋 含土地750平 花园近1亩 外地房主抛售 自然墅居优享新区利好 别墅 运动就在家门口 居 共享河西完善配套

13913340502 18112910442 13913340502 17326124636 18994119144 18994119144 18994119144 18994119144 18994119144

托乐嘉 龙凤花园 中海凤凰熙岸

宇园

威尼斯水城

78.37㎡156万南航旺 77㎡ 435万满五唯一 双学 22㎡ 248万 环宇城旁 75㎡ 340万 门口10米公交 75㎡265万双门头 门前宽敞
铺 学生的消费集中营 区不占 双南一北 换房急售 户型方正 年租金11万/年 站 双门面连家店 年租12万 大型购物中心对面 人气聚

17372203250 17798529762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7798527102

江宁东山
电话：18913398444
麒麟门开城路 188 号
电话：13813874450
户部街 33 号天之都大厦 2922 室
电话：85088016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 1008 室
电话：84720075

※遗 失※

遗失江苏警官学院田晨学
生 证 ，学 号 ：153405228，声
明作废。
遗失南京聪典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3010037295901，合 同
专用章，声明作废
河 海 大 学 研 究 生 证（学 号 ：
171305020068，姓 名 ：闫 怀
宇）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 遗
失，声明挂失。
遗失：南京摩尼电子科技有
限 公 司 财 务 章 ，法 人 章（林
洪印）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穆帼英保险销售从业
人 员 执 业 证 书 ，证 号 ：
020000320100800020170198
65，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金诺运输有限公
司 苏 AB9172 道 路 运 输 证
25314251 声明作废
锡山区云林小龙女餐馆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
号：JY23202050094204，现声
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谭国强

办公用品店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20115MA1T7Y8E14
，声明作废。
周培华遗失护士执业证
书，编号：201132014057，
特此声明。
遗 失 王 德 为 西 善 花 苑 11
幢 4 单 元 916 室 购 房 发
票，声明作废。
遗 失 江 宁 国 用（2002）第
08379 号 的 土 地 证 ，土 地
使用权人：杨芳 杨力，座
落：江宁区东山镇大街西
路武夷花园 39 幢 302 室，
此房土地证，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下关区广慧五
金综合商店公章壹枚，声
明作废。
上海 鑫河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江苏分公司遗失发票一
张，发票号码：04535269，
发 票 代 码 ：3200172350，
总金额：24870.47 元，声明
作废。
遗 失 启 事 本 人 李 君
320121197208192130 叉
车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 陈睿哲南京林业大学
毕 业 证 （ 编 号
102981201605001695）、
学 位 证 （ 编 号
1029842017007019），声
明作废。
南京 市栖霞区应昶昶服装
营业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 ，证 照 编 号 ：
32011300020180102005
3 声明作废。
遗失徐涵意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320040822，声
明作废。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壹
张 ，代 码 3200182130，号
码 32345613，特此声明。
遗失 南京市秦淮区小桥流
水足部保健中心（纳税人
识
别
号
51342419681216002X0
1）通 用 手 工 发 票 2 本 ，发
票 代 码 132011570130，
起 讫 号 码 0459980104599850，声明作废。
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遗失南京梦景园艺
景观有限公司花艺分公司
所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号 06552615，金额：580
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邮电大学李熹昊
学 生 证 ，学 号 ：B16050216，
声明作废。
遗失郑鑫三江学院学生证，
学
号 12017061051，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