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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满堂

门面出售 主城
定淮门大街

288㎡1198万沿街餐饮门面有
包间位置特别好旁边就是小区

江北

商业住宅专营
聘销售精英
电话：1735240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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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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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宇园 鼓楼区察哈尔路沿街商铺 弘瑞广场西区

53+53㎡290万河西奥体高档 41㎡ 365万 鼓楼双学区 可 124+124㎡ 358万 纯一楼三 60㎡ 450万 超大门头 96㎡ 635万 奥体门面
162㎡ 666万 人多 78㎡ 315万 集庆门大街沿 120㎡ 630万 门头大 98+98㎡ 595万 大门头
小区口 可挑高 年租金16万 餐饮连家店 年租金17万/年 门面拐角位置 租金15万 十字路口拐角第一间 沿街门面位置 门面很漂亮 门头方正 出入口 速来 街双门面 连家店 满五唯一 沿街门面 成熟小区 买一层送一层 小区门口

17372265312 18168011137 17372265312 17751046164 15651814318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5358199976 1875190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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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阳广场三期 泰山新村 旭日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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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58万江北新街口 弘 110㎡248万学校对面 比 96㎡ 296万小区大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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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广场 户型方正 门口宽敞 住宅价格还低的门面房 地铁站旁 高新超级大盘

15895891522 13382061010 13382061010 13337838837 17798527102 13382061010 18994119144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5651814318
天润城地铁口 威尼斯水城 天润城 明发城市广场 天润城
义乌商城 义乌商城 江宁大学城 义乌商品城 龙眠大道
81㎡348万纯正地铁口 距 75㎡260双门头 使用面积 160㎡548万年租金30万 164.11㎡ 690万 新小区 259㎡800万 小区门口第一
离50米 双门头 门宽8米 90平 不愁租 急用钱降售 面对大型超市大型农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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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08万 挑高两 35㎡ 68万 义乌小商 48㎡ 68万 龙眠大道地铁
旁地铁站降价急卖 特价急卖先到先得 层 含税急售 带租约 品城 地铁口人流密集 站 包税急售电影院隔壁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7798527102
15365073561 17372205705 17327096284 17372205705 15365073561
日光广场 文鼎广场大学城 大学城 金宝市场 义乌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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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78万 小门面 30㎡ 73万 文鼎广场热门区 42㎡ 86 万 江宁最 37㎡ 87万 东山金宝市 67㎡ 98万 大型建 62㎡108万江宁实验小学 37.39㎡ 1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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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万地铁站大学城电
大价值欢迎实地看房 域 带租出售 孩子换房用钱 大五金市场急售 场 十字路口繁华地带 材市场知名度高 对面 教育培训机构集中 地铁口包税急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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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院50米汽车客运站旁

15365073561 18112910442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15365073561 17372203250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义乌地铁 江南青年城 义乌商城 星光名座 天地新城 托乐嘉 义乌商城 将军大道 江宁客运站 美丽新世界 华意泰富
36㎡ 128万 年租6.3万 30.39㎡ 135万 河海大学门 44.29㎡ 138 万 地铁口 52㎡146万 九龙湖热门 63.4㎡148万小区门 78.37㎡ 156万 南航旺 68㎡ 196万地铁口 71㎡ 198万 小区出入口 93㎡170万 可以餐饮有烟 75㎡223万 地铁口500米 106㎡ 248万 年租10万
美食街门口 亏本急卖 口周边小区成熟配套齐全 大学城酒吧一条街在建 板块 双地铁 可办公 口沿街房主换房急售 铺 学生的消费集中营 特价急卖 先到先得 周边4公里唯一商业街 道 挑高户型利用面积大 规划商业体旁 升值空间大 5号线地铁口 地段好

13305175584 18114006594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17372203250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青年广场 嘉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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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59万即买即收租 地铁 99.7㎡ 268万 门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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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商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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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商圈十二所大学消费地段 米可餐饮附近商圈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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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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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15895923909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72203250 15895923909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竹山路 殷巷打工楼 嘉顺时代广场 胜太路 莱茵东郡
武夷花园 竹山路地铁 宏运大道 百家湖 天元东路

204㎡580万东山第一农 125㎡598万双地铁口 304㎡ 780万 岔路口沿街大 309㎡ 1686万地铁口 商业 674.59㎡ 1750万 天印
贸市场隔壁 沿街餐饮门面 地段绝佳 做工程急用钱 型门面 出国急售包税 综合体对面 一楼沿街门面 大道地铁旁特价急卖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13305175584 17372203250 13382055336
义乌小商品城 天印山菜场 天印山批发市场
71㎡ 30万/年 无转让费 300㎡18万/年菜场附近门面 300㎡ 18万/年 天印山入
T字路口在建电影院旁 门头可做26米 无业态限制 口处 人流量大 门头26米

17372203250 17372203250 17372205705
瑞祥佳苑 旭日学府 旭日华庭

240㎡15万/年一共两间可以分租 61㎡ 3.8万/年 靠 60㎡ 10万/年可隔两层 门宽
纯一楼四个门可做超市或水果店 近地铁口 门前宽敞 6米 门前宽敞 小区学校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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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4.5万/年 小区出入口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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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写字楼多 周边在建体育场

17372205705 17372205705 18114006594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融侨世家 同曦鸣城 岔路口 谭桥商业街

旭日学府

20㎡ 70 万
各自付税地铁口医院旁

50㎡ 12万/年
190㎡ 16万/年 十字
200㎡12万/年 南站旁 90㎡11万/年 在建地
路口重餐饮超大门头 同曦鸣城小吃街内 小区门口 适合美容 餐饮 铁口附近 无业态限制

15895923909 15365073561 15365073561 13382055336
旭日华庭 泰山新村 弘阳小区 弘阳时光里
80㎡11万/年门宽 门 31㎡ 6000/月学校对面 100㎡7万/年 泰山小学 200㎡ 16万/年 双小区门
口场地大 使用面积大 超值小铺子 人气最旺 对面 小区门口 门前宽敞 口 大学旁 门宽6米 人气旺

18112910442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58 9589 1522 18994119144 13382061010 17798527102 17798527102
恒辉翡翠城 积贤雅苑 兴隆大街 中北英郡 将军庙 夫子庙 金隅紫京府 苏宁慧谷 金奥大厦 金隅紫京府 海峡城
135㎡ 10万/年 门口宽 100㎡23万/年高档小区底商万达附 39㎡ 10万/年 高端小区 50㎡6000/月集庆门大街沿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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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4.5 元/平/天 办公配套齐全 8800㎡6.6 元/平/天 地处河西CBD 74㎡28万/年 高档小区底商 纯 120㎡ 12万/年 扬子江大
敞 双门面 租金便宜 近转让费10万包含所有空调设备 底商 公交站旁 房主直租 门面高档小区转让费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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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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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双门头 房主直租 不可餐饮 道 不可餐饮 房主直租

17798527102 17372265312 15651814318 17372265312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8751909190 18168011137 17751046164
龙凤花园 龙凤花园 龙凤花园 龙凤花园
金隅紫京府 凯旋丽都 虎踞南路 典雅居 典雅居
23㎡6万/年高档小区底商 纯 140+140㎡ 40万/年 兴隆大街地 350㎡ 25万/年 门头宽敞 179㎡ 45万/年 楼下 97㎡33万/年门宽8米已
一楼门面 房租直租 可轻餐 铁站旁 可餐饮双门头门面急转 两层均可挑高 使用面积600平+ 179平直租可挑高 跳高两层 直租沿街门面

住宅出售 鼓楼龙江学区

119.95㎡ 510万 三室一 156㎡ 680万 满五唯一 122.94㎡ 535万 满五唯 77㎡ 430㎡小三房
厅 采光充足 双学区不占 精装婚房 29中学区 一看房方便 顶楼送露台 满五唯一 风水特别好

17798529762 17361985742 17798529762 18115131961
17761710425 15651814318 15651814318 17761730104 19941529828
石头城 石头城新村
龙凤花园 龙凤花园 白云园 白云园 西城风尚 阳光金峰阁 新城市假日 新城市假日 石头城
131.67㎡600㎡大三房 三 126.47㎡ 568㎡一楼毛 66㎡ 262万 芳草园分 67㎡ 291万 精装两室 50.57㎡210万精装单 42.31㎡ 105万 新城市广 48㎡ 254万 精装跃层 靠 58㎡ 300万 房东换 65㎡ 235万靠近南艺 68㎡ 208万 简装小三 65㎡ 218万 满五唯
楼户型 房主是博士生导师 坯 带花园 客厅宽敞 校 满五唯一 不占学区 芳草园分校 换房急售 室套 低密度 高绿化 场 4号线龙江站 急卖 近4号线地铁 配套齐全 房急售 地铁房 跃层户型 石头城公园 落户首选 房 外地人可买 落户 一 2室1厅1卫 无贷

18021393383 18021393383 17361985742 17798529762 17361985742 17798529762 17361985742 17361985742 18021393383 18115131961 17361985742
阳光广场 月光广场 芳草园 蓝天园 碧树园 苏宁乐瑰园 苏宁雅瑰园 宝地园 丽晶国际 摩尔特区 劲顺花园

114㎡ 355万 高层带电 116㎡380万精装三 84㎡ 650万 芳草园本部 77.21㎡ 605万 芳草园 86.32㎡ 658万 双学区 101.36㎡ 458万 芳草园 128.59㎡ 776万 银城小学 57㎡ 215万 省妇幼 53㎡ 130万南艺后门 54.28㎡ 158万 靠近商 61㎡300万 凤凰小学
梯 靠近芳草园 龙江菜场 房 采光充足 宁海分校 看房方便 高层带电梯 小学 靠菜场 户型方正 芳草园 宁海分校 急售 凤凰校区 29中分校 急售 金陵汇文中学 满五不唯一 对面 宁海分校 急卖 出行方便 精装单室 场 采光充足 精装单室 29中分校 双学区不占

18115131961 17798529762 17798529762 17798529762 17798529762 17361985742 17361985742 18021393383 18021393383 18021393383 18115131961
华侨城 华侨城 旭日华庭
月安花园 奥体新城丹枫园 栖庭
栖庭 紫鑫中华广场 紫鑫中华广场

建邺河西

122㎡ 507万 113㎡ 570万 103㎡ 530 万
3房 金中实小 3房 学区不占用 学区不占用

136㎡ 700 万
3房 学区不占用

85㎡ 383 万 2房
金中实小不占用

138㎡ 585 万 3房
金中实小不占用

浦口桥北

15358199976 15358199976 15358199976 15358199976 15358199976 15358199976
爱上城 旭日华庭 爱上城 爱上城 华侨城 爱上城 爱上城 爱上城

82㎡ 187万 124㎡ 262万 大三 131㎡ 320万 中间
最佳楼层浦外学区 房居家装修全送 楼层一站到鼓楼

18851190095 18851190095 18851190095
爱上城 爱上城 爱上城 爱上城

特别推荐

94㎡ 200 万
93㎡ 260 万
47㎡ 100万 带 88.31㎡ 281万 豪装 89㎡ 272 万 豪装 价 88㎡238万简装价格非常 74㎡ 200万 精装 楼 87㎡245万精装 楼层
123㎡ 338万 视野无 85㎡225 万多层黄 91㎡ 270 万 精装 80㎡ 176 万 满五
敌非顶楼 浦外学区 金楼层 南北通透 拎包住 诚心出售 唯一 浦外学区 随时可看 房主急用钱 全明两房 赠送10平 装修 挑高已隔两层 楼层好 采光足 漂亮 格美丽 房型好 税少 美丽随时看房复式住宅 层非常好 浦外好学区 好 全天采光 浦外学区

18851190095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5895891522 13337838837 13337838837 13337838837 13337838837 13337838837

文鼎广场 将军大道 星雨华府 中海滨江
29㎡ 98万 大学城旁
60㎡ 158万 河
97㎡ 500万
地铁口周边商业成熟 海大学对面 沿街门面 3房 学区不占用

55㎡ 300 万 可餐饮
门面 纯一楼商业

15365073561 13305175584 15358199976 1779852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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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街口华路华夏大厦 1008 室
电话：84720075

※遗 失※

王建刚遗失东南大学学生
证，学号 01215119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汉中测绘仪器有
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联、抵扣联）壹份，代码：
3200182130， 号 码 ：
78040721，金 额 ：64040 元 ，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陶玉武
酒业销售中心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 320121601012361
声明作废
遗失王立群装修押金收据
一份,金盛迈皋桥店门面号
（M- 001- 02） 号 码 ：
0914527，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顺华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116MA1MWD2W33，
声明作废。
南京雪源丝绸店遗失一本空白
手 工 发 票 ，发 票 号 码 ：
01388801-01388825 声明作
废。
遗失刘群南京气象学院毕业
证 ， 证 书 号 ：
10300520010600426 声明作
废
张倩颖遗失南京大学学生证，
学号161090184，
声明作废。
张祥军遗失宿迁泽达职业
技 术 学 院 学 生 证 ，学 号:
170201319，
声明作废。
金琳遗失南京林业大学学
生证，学号 181704111，声明
作废。
遗失单鹏飞身份证，证号：
320281198911058511，声 明
作废。
黄裕忠遗失监理工程师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 0146730，
声明作废。
南京市建邺区熊普英门窗
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320105600290654，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宏易扬保洁有限
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010051493101， 编 号 ：
3010-05265828，
声明作废。
遗失林德强盛气体（南京）
有限公司南京通行证两张，
车 号 ： 苏 E5W891， 苏
E6C082，
声明作废。
南京桂冠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20111MA1MW7758K，
声明作废。
遗失溧水县永阳镇宝莱化
妆品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
，
税
号
320124197610010023，组 织
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代 码
L3231432 一 2 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安锦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
号
91320118MA1MXF6913 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青金桐服装贸易
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320104339354721，声
明作废。
南京市江宁区特迷风情假
日酒店有限公司遗失江苏
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
代码 3200182130，发票号码
83533302，
特此声明。
遗失:南京共创建筑规划设
计 有 限 公 司 （ 税 号:
913201050859139911）增 值
税普通发票六份，已填开，
代 码 ：3200162320，票 号 ：
60523912-60523915，代码：
3200152320， 票 号 ：
10410043- 10410044，声 明
作废!
严永亮遗失江苏省南京工

程高等职业学校的毕业
证，南工字 06510932，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