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7年12月8日 星期五
校对：孙安琪 房产中介

和信房产 乐安居房产满堂红房产置换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13421008（江南嘉园西大门4号门面）
乐居房产

地址：东门外大街店江南嘉园门面86559353

地址：开发区店新区幼儿园对面86881138

急 售

急 售

联系电话：李先生 17712821999

灵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丹凤南路25号健康路6号
电话：86576815 15050871979

代办厂房、门面过户及贷款手续 13852929668

低价急售

联系：18952954668

宏源房产 金丹阳房产

地址：水关路外贸楼6号 电话：15896373196

万佳乐房产
微信扫描二维码进入万佳乐房产微网站。
更多优质房源选择，随时查看房源更新。
买房登记：为你匹配更多优质小区房源。
卖房登记：通过微信分享给更多朋友圈！

微网平台：共享移动互联时代轻松便捷
华南路30号13306107739-13706107377

建平房产

地址：练湖新城斜对面 电话：13218362688

地址：四牌楼菜场东侧自来水交费斜对面电话：13951275659

步步高房产

招 租
新市口黄金地段，1

楼普浴，开业至今20余
年，有固定客源，固定技
师手法一流；2-3楼高
档 SPA 会所，设备齐
全，高档装修。总面积
2500 平方，接手可营
业，稳赚不赔！现对外
招租，租金面议。
联系：13952829796

15906109797 巢总
如意房产

电话：18952953598 15052975683 地址：华南电信向西100米

开发区满意房产

电话：18952827098 18952827878

凤凰郡电梯157平方25楼97万改合同南北通透
凤凰郡电梯126平方10—30楼85 至88万改合同
凤凰郡电梯121平17楼--30楼83万起改合同
凤凰郡电梯169平3-31楼102万至106万改合同
滨河凤凰城2.5楼130平93万4楼95平78.8万
华都锦城电梯现房26楼83平方66.8万改合同
江南人家12楼13楼130平90.8万三室二厅
江南人家多层2楼3楼新豪装90平独库79万
江南人家电梯6楼122平新婚装修98.8万
江南人家电梯4楼138平方109万豪装四室
江南人家多层3楼122平方婚装98万独库
江南人家6+7复式178平方精装送大露台80.8万
江南人家电梯复式225平138万178平92.8万
锦绣熙城2楼110平76.8万三室7楼90平66万
锦绣熙城现房电梯7楼113平78.8万三室改合同

锦绣熙城16+17复式190平方98.8万改合同送露台
锦绣熙城电梯10+11楼160平95万送露台汽车位
御珑湾电梯16楼93平婚装76.8万121平95万
御珑湾17+18楼248平148万汽车位32+33楼88万
御珑湾59平31万62平32万75平46.8万都改合同
领秀花都多层105平90.8万+独库165平150万
南方名居11楼155平123万9楼143平113万
南方名居11+12楼200平138万10楼90平70.8万
景泽园3楼110平79万/140平方87万独库精装
香草苑5楼92平70万精装独库汽车位2楼120平92万
大桥新村3楼40.8万三室万善园5楼80平精装独库47.8万
金鼎城市5楼138平70万金阳花园3楼婚装128平82万
新新家园3楼108平方精装77.8万独库3楼110平79万
龙凤山庄5楼83平精装49.8万芳草苑4楼110平婚装独库87万

华南店 华南农商银行南30米 电话：18015956758 13912832651
新香草苑5-6楼195平方，二个汽车位有发票，125万/1.5楼93平方精装独库采光好，67.8万
新香草苑6-7楼95+40平方，新豪装,独库，78万/10楼120平方,毛坯,86.8万
新香草苑11-12楼180平方，新豪装，150万/香草新村2楼95平方，婚装，合库，57.8万
华南园中园6楼98平方，精装，独库，58万/台阳小区4楼100平方，精装，独库，58.8万
凤凰新村5楼71平方，婚装，42万/紫竹园22楼85平方，新豪装，72.8万
江南人家5楼119平方，独库，湖景房，83.8万/17+18楼220平方，客厅四房朝南，138万
世纪豪都4-5楼198平方，独库，改合同，150万/1.5楼118平方，独库，102万
澳都花城6-7楼108+57平方，简装，独库，69万/荣城国际33楼70平方，总34层，61.8万
千家乐园6-7楼160平方，婚装，车库，55万/新世纪花园3楼126平方，豪装，91.8万
南门花园27楼153平方，毛坯，108万/百合苑5楼145平方，精装，87.8万
华都锦城31楼130平方,非顶楼,改合同,106.8万/30楼108平方，毛坯，改合同81.8万
景泽园3楼116平方，精装，独库，89.8万/开泰苑5楼120平方，豪装，86.8万
丹金家园3楼128平方，豪装，汽车库，113万/锦尚名都6-7楼160平方，精装，独库，89万
华南新村4楼70平方，精装，42.8万/大桥新村6楼98平方，精装，独库，52.8万
碧桂园3楼274平方，豪装，188万/16楼278平方，新精装，位置佳，246万
教师新村4楼92平方，精装，独库，57.8万/南方名居11-12楼193平方，毛坯,120万
豪门兰庭别墅219平方，汽车库，212万/新世纪花园4-5楼223平方，精装，汽车库，185万
豪门兰庭别墅535平方，毛坯，538万/城河路凯利电器旁1-2楼120平方，位置佳，480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1-3楼360平方，大院，365万/健康路5楼128平方，精装，车库，73.8万
东方盛世门面1楼56平方，56.8万/金鼎城市花园13楼159平方，毛坯，91.8万
水关路门面房二间二层198平方，位置佳，408万/新香草苑北大门门面120平方，183万
市政府对面丽都公寓9楼138平方，汽车位，100万/金鼎城市花园1.5楼112平方，66.8万
恒大城15楼166平方，新豪装，设施全，112万/恒大名都32楼125平方，新豪装，90.8万
商业街3楼98平方，婚装，52.8万/东方嘉园5楼137平方，新豪装，独库，汽车位，99万
吾悦广场28楼172平方，二个汽车位，153万/吾悦广场办公楼22楼76平方，49.8万
香堤国际32楼，总35层，新豪装，80万/海宇花园1.5楼88平方，精装，独库，48.8万
佳景天城3楼93平方，新婚装，设施全，独库，69万/幸福三区4.5楼135平方，精装，83.8万
天福花园二期3楼135平方，毛坯，景观房，72.8万/3楼142平方，新豪装，92万
开发区路巷私房200平方，精装，大院，89万/紫荆花园3楼127平方，精装，汽车库，87.8万
天波城联排别墅，278平方，豪装汽车库，350万/新曲园小区4-5楼150平方新婚装，93万
天波城3+4+5楼282平方，新豪装，268万/新曲园小区4-5楼150平方新婚装，93万
商业街新欣菜场对面1-4层门面200平方，年租金6万，129万
商业街二间4层270，年租金11万，188万/眼镜市场门面1楼60平方，年租金8万，200万
丹凤北路门面房二间一层68平方，精装，年租金9万，位置佳，200万
吾悦华府旁厂房约10亩，建筑面积约3800平方，大院内可做大型停车场，位置佳，1590万

阿丽房产
地址：江南嘉园4幢西8号门面 13376186000

地址：自来水公司南 联系电话：13775516872

开发区幸福房产

开发区中心小学西150米 电话：13626262168

轻松房产

电话：王 13912848668 微信同号 出租出售产权过户、贷款、垫资

置信房产
健康公寓6楼120平精装阁楼独库51.8万
恒大城15楼166平方精装112万
开发区汤家村别墅230平方出口好230万
横塘镇别墅540平方豪装价面议
天颐城4楼207平方（期房）165万
华云公寓4楼118平方精装车位82万
珥陵门面330平方（国有）56万
出租：千禧花园6楼三室设全1600元
健康公寓6楼三室设全独库1500元

碧水兰庭 4楼 115平米 精装 汽车库 93.8万 15189150555
练湖新城 11楼 128平米 毛坯 75.5万 15306105033
南方名居 9楼 134平米 毛坯 103万 15051135153
华南园中园 3楼 145平米 精装 独库 91.8万 15896363037
海会一村 4楼 98平米 精装 独库 65.8万 18952958732
国税局 3楼 100平米 精装 独库 63.8万 18012828831
台阳小区 3楼 140平米 精装 独库 69.8万13912819172
江南嘉园 6楼 108平米 精装 公库 63.8万15189150555
太阳城小区5楼 90平米 精装 独库 46.6万17505111119
大桥新村 5楼 112平米 精装 公库 63.8万18252979853
锦绣熙城16+17楼 190平米 毛坯 95万 15189171877
领秀花都 11+12楼 235平米 毛坯 164万 15862941909
天波城 5+6复式 210平米 毛坯 独库 136万15252959550
天波城 5+6复式 200平米 毛坯 独库 86万15252959550
钟发小区写字楼（在租） 330平米 140万急售 15189150555

恒大名都 12楼 82平米 精装 65.8万 13646133131
恒大名都 20楼 95平米 精装 67.8万 17505118383
东方盛世 5楼 125平米 毛坯 65万 15862941909
玉泉路 3楼 192平米 中装 92万 18362037980
金鼎城市花园 5楼 103平米 精装 66.8万 13852930916
金鼎城市花园 6楼 95平米 精装 44万 17505118383
名都新贵 3楼 160平米 豪装 103万 17505118383
普善人家 7楼 103平米 豪装 75.8万 15705298896
幸福二区 5楼 134平米 中装 独库 68.8万13646130023
吾悦附近 4楼 92平米 中装 公库 45.8万 17505118383
东方苑 3楼 143平米 精装 独库 80万 13646133131
天福花园 3楼 141平米 毛坯 独库 73.8万 15850475477
紫荆花园 3楼 115平米 精装 独库 76.8万 15896363037

嘉园首府16楼130平新装106万
曲园小区3楼132平精装独库77.8万
大亚15楼130平106万
东方盛世25楼88平毛坯55.8万
东方盛世10楼122平新精装72万
金鼎花园7楼143平精装96.8万
天波城16楼117平新豪装108万
天波城2楼110平豪装92.8万
天波城2楼143平精装独库车位120万
御珑湾3楼156平独库131万

恒大名都11楼16楼111平新装82万
恒大名都16楼22楼103平新豪装86.8万
美亚华悦21楼85平毛坯60万
美亚25楼130平毛坯91.6万
吾悦5楼93平车位77.8万
吾悦8楼146平毛坯116万
嘉园首府19楼105平毛坯77.6万
嘉园首府7楼148平新装未住122万
府前星座门面1-3楼188平186万年租金
7万

凤凰郡多套工程房优惠出售面积133-167平方
伊甸园2楼，77平方，售价：46.8万
凤凰新村1楼，100平方，带院子，售价：57.8万
锦湖新村4楼，88平方，独库，售价：51.8万
滨河凤凰城4楼，104平方，毛坯，售价：90.8万（3个房间）
新家园3+4复式，200平方，精装、汽车库，售价：160万
江南嘉园3楼，151平方，毛坯，售价：128万
江南嘉园4楼，104平方，精装，售价：76万
江南嘉园6楼，95平方，精装，售价：58.8万
阳光花园6+7复式，202平方，售价：96.8万
江南嘉园2+3复式，216平方，精装，售价：165万
南方名居7楼，103平方，毛坯，售价：82.8万3个房间
南方名居6+7复式楼（大露台），125平方，精装修，独库售价：85.8万
景泽园5楼，92平方3个房间，独库，精装，售价:63.8万
华南园中园5楼，132平方，独库，售价：82.8万
华南新村3楼，108平方，独库，售价：69.8万
荣城国际6楼，59平方，新装，售价：56万
荣城国际21楼，95平方，售价:89.8万
荣城国际9楼，70平方，精装，售价：72.8万
荣城国际10楼，70平方，毛坯，售价：63.8万
碧桂园10楼，116平方，精装，售价：93.8万
碧桂园12楼，277平方，豪装一半，售价:228万
江南人家3楼，92平方，独库，售价：78.8万
江南人家5楼，92平方，独库，售价：73.8万
国信嘉园7楼，140平方，毛坯，售价:118万
国信嘉园12楼，100平方，毛坯,售价：88.8万
吾悦华府24楼，115平方，毛坯，售价：89.8万
大亚第一城33楼，115平方，毛坯，售价：83.8万
大亚第一城23楼，130平方，毛坯，售价：103万
御珑湾1+2复式260平方，毛坯，汽车位2个大院子售价：260万
御珑湾3楼，137平方，毛坯独库，售价：133万多层满2年
普善人家6+7复式，191平方，豪装,独库，售价:88.6万
一笑阁旁银谷苑3楼，106平方，独库，售价:62.8万
恒大名都12楼，218平方，售价：188万
恒大名都33（共35）楼125平方，精装，售价:98.8万
恒大名都22楼135平方，豪装，售价:105万
四牌楼门面80平方，售价：280万

锦绣熙城 3楼 101平 改合同 现房 68.8万
香草新村 3楼 80平 中装 独库 46.5万 房龄新
龙凤山庄 6楼 88平 三室 独库 42.6万
新新家园 4楼 83平 三室 独库 精装 61.8万
水云东村 4楼 105平 三室 精装 65.8万
澳都花城 1.5楼 98平 三室 精装 73.8万
荣城国际 8/13楼 70平 两室 毛坯 62万
江南人家 7楼 122平 婚装 设施全 96.8万
荣城国际 17楼 113平 96.8万/33楼 133平 112万
练湖新城 6+7楼 102+38平 毛坯 独库 63.8万
练湖新城 5楼 125平 南北通透 精装 89.6万

金鼎城市 5楼 140平 66万/3楼 131平 豪装 88.8万
恒大名都 6楼/23楼 110平 精装 三房 82/84.6万
恒大名都 33楼 135平 94.8万/18楼 163平 106.8万
幸福里 23楼 110平 86.8万/16楼 127平 95.8万
凤凰郡 14楼 121平 82万/13楼 157平 95.8万 多套
天颐城 6楼 96平 76.8万/和园 6楼 141平 96万
欧洲城 24楼 126平 毛坯 75.8万/26楼 133平 79.8万
欧洲城复式楼王 27楼 220平 五房 改合同 103.8万
锦尚名都 1.5楼 120平 豪装 独库 108万
水岸春天 4楼 156平 四房 独库 110万 户型绝佳
锦湖南区别墅 两间半 三层 202平 装修 大院子 193万

国信嘉园12楼70平方毛坯河边第一排65万
国信嘉园7楼12楼70平方新精装未住69.8万
荣城国际8楼70平方7楼75平方毛坯62.8万
荣城国际19楼20楼95平方毛坯86.8万91.8万
荣城国际16楼18楼113平方毛坯97.8万103万
城市绿洲5楼100平方精装独库93.8万
海会一村5楼90平方装修合库48万
凤凰新村3楼90平方精装合库55万
凤凰新村4楼108平方装修合库63.8万
河滨新村1楼50平方精装齐全院子35万
金色家园16楼151平方豪装品牌家电138万
港口西路2楼77平方3室合库41.8万
凤美新村3楼77新精装车库53.8万
阜阳老三村2楼65平方装修车库35万
云阳小区2楼67平方77平方41.8万45.8万
新市口3楼100平方精装独库63.8万
华南新村1楼2楼70平方精装齐全46.8万

华都锦城12楼120平方豪装中央空调126万
芳草苑4楼97平方毛坯独库69.8万
芳草苑东3楼98平方精装独库58.8万
香草苑3楼148平方4室精装齐全92.8万
江南人家5楼121平方精装地暖独库92.8万
江南人家3楼136平方精装齐全独库118.8万
世纪豪都1+2+3楼268平方毛坯228万
兴隆苑1.5楼100平方装修独库62.8万
北金宛新村4楼73平方精装独库47.8万
海达家居旁私房170平方出路好116万
阳光花园别墅230平方新婚装齐全236万
缇香花园别墅330平方毛坯采光佳248万
乾泽园别墅388平方毛坯大院428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288平方毛坯348万368万
东门元房别墅220平方毛坯258万豪装278万
恒大名都23楼162平方婚装齐全119.8万
金鼎城市花园12楼160平方新豪装未住126万

天峰翡翠林11楼106平3室.63万
众悦华城7楼100平改合同53万
幸福二区4.5楼128平独库72万
汇金天地21楼128平方88万
吾悦华府8楼146平方116万
吾悦华府5楼93平汽车位77万
大亚一城33楼113平方79万
嘉园首府19楼108平毛坯78.8万
美亚华悦25楼130平毛坯91.8万
钟发小区4楼113平精装58万
金鼎花园3楼100平独库60.8万
金鼎花园5楼98平毛坯51.5万
金鼎花园15楼125平新装88万
东方盛世16楼120平.3室.68万
东方盛世18楼92平方55万

金凤凰4楼150平方毛坯84万
紫荆花园2楼57平方精装33万
紫荆花园5楼107平精装61.8万
中心嘉园4+5=160平毛坯84万
天波城10楼99平方独库76万
天波城11楼140+140汽位132万
御珑湾公寓7楼119平改合同61
凤翔花园9楼180平毛坯109万
天福花园3楼134平精装78万
天福花园6+7=210平精装65万
佳景天城2楼94平独库53万
佳景天城电梯31楼108平60万
恒大名都22楼104平精装86.8万
恒大名都8楼288平豪装无税208万
恒大名都9楼165平精装109万

天波城1.5楼142平方精装独库汽车位122万 /1.5楼130平方毛坯独库87万
天波城4楼142平方精装独库96.8万/16楼118平新装107万
天波城4楼132平方精装独库96万/2楼132平方精装独库115万
天波城16楼133平方豪装135万/11+12楼142平双层独库汽车位130万起2套
天波城4楼8楼198平方大平层 毛坯/精装 汽车位 独库140万起
天波城1+2+院+汽库毛坯180万/3+4+5+汽库+露台260-280平方148万起
天波城3+4+5楼+汽车库260平方精装188万/10楼275平毛坯汽车位180万
天波城3+4楼+汽车库216平方 豪华装修165万
天波城联排别墅220平方毛坯汽车库192万/精装修216万
天波城别墅275平方毛坯大花园2个汽车库270万/ 豪装310万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0-310平毛坯汽车库388万起4 套
天波城独栋别墅380平方精装大花园680万/吾悦华府别墅313平方395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 450平方毛坯大院汽车库 1000万
白金瀚独栋别墅 350平方 毛坯 295万/荣城国际16楼/32楼113平方92.8万
吾悦华府2楼135平方毛坯90.6万/吾悦旁新小区11楼147平改合同88万
凤翔花园5楼150平方精装98万/6+7楼240平精装89.8万
恒大名都33楼135平方新装95万/3楼115平方精装80.8万
恒大名都2楼210平方精装135万/12楼135平方豪装红木家具129.8万
金鼎城市花园15楼125平83.8万/4楼140平精装83.8万/5楼102平装51.8万
御珑湾6楼128平方新装115万//4楼121平94.8万
御珑湾1楼230平方毛坯大花园送地下汽车位及封闭汽车库一个220万
大亚第一城93平方1楼大院76.8万/15楼130平106万
嘉源首府19楼105平方毛坯78.6万/7楼148平方新装未住120万
天福花园2楼101平方婚装独库64万/翡翠林9楼93平方毛坯58万
天福花园3楼136平方装77万/6+7楼120平装51.8万/6+7楼250平装75万
碧桂园20楼68平方新装58.8万
凤凰郡6楼/21楼121平方毛坯改合同低价急售

御珑湾11楼127平方新装112.8万/大亚第一城33楼113平77.8万
金凤凰花园5楼126平方精装独库79.8万/天波城3楼75平方精装独库59.8万
海会一村1楼133平方装修大院81.8万急售/恒大名都21楼95平方精装68.8万

联系电话 刘 17368501191 戎13815499654
急售 新家园旁3楼112平 中装 68万
华南园中园1楼 95平方中装 66.8万
特价欧洲城 6+7复式楼 210平方 简装带独库 77.8万
新新家园 6+7复式 195平方 毛坯无税 76万
香草苑 6+7复式 135+80平方 南北通透 79.8万
香草苑 3楼 148平方 精装拎包入住 93.8万
荣城国际 30楼 123平方 毛坯 过户 110.8万
滨河凤凰城 6楼 130平方 三室毛坯过户 122万
滨河凤凰城 5楼 108平方 三室 毛坯 93.8万
锦尚名都 6+7复式 160平方精装带独库 89.8万
锦尚名都 5+6复式 178平方毛坯改合同 90.8万
华都锦城 24楼 102平方 精装两室 85.8万
碧桂园 11楼 135平方 精装 三室两卫 117.8万
紫竹园 11楼 86平方 两室 精装客厅朝南 71.8万
江南人家 13楼 129平方 毛坯 过户 无税 90.8万
江南人家 5楼 121平方 精装三室南北通透 99.8万
江南人家 3楼 139平方 精装三室南北通透 108.8万
普善人家 电梯 11楼 86平方 精装两室 65.8万
普善人家 6+7复式 180平方精装 独库71.8万
吾悦华府 2楼 134平方 毛坯 三室 90.6万
吾悦华府 13楼 123平方 毛坯 三室 99.8万
吾悦华府 6楼 135平方 毛坯三室采光好 108万
吾悦华府 8楼 146平方 毛坯 三室 113.8万
嘉园首府 19楼 105平方 毛坯 三室 77.8万
嘉园首府 13楼 121平方毛坯三室两卫 92.8万
恒大名都 16楼 110平方 精装三室 81.8万
恒大名都8楼 125平方 新装未住人 98万
恒大名楼 19楼168平方 公司精装 有税 115万
大亚第一城 33楼 115平方毛坯过户 76.8万
大亚第一城 15楼 130平方毛坯过户 106万
御珑湾 3楼 132平方 三室两卫毛坯过户 109.8万
御珑湾 10楼 135平方 毛坯 南北通透 无税 112万
御珑湾 6楼 128平方 精装三室两卫 113.8万
御珑湾 13楼 127平方 精装三室两卫 115.8万
御珑湾公寓楼 59平 30.5万 119平59.8万
凤凰郡 多套工程房 121平方 125平方 133 平方157平
方 167平方 楼层多多 价格优惠 3号楼 5号楼均有售

金太阳牡丹苑6楼69.7平方 精装修 39.8万
河滨新村3楼56平方 精装修两房朝南 40.8万
荣城国际28楼116平方 毛坯 106万
荣城国际20楼70平方 毛坯 70万
华都幸福里16楼 127平方 毛坯 94.8万
丹金人家3楼 100平方 精装修 独库 81.8万
碧桂园12楼 116平方 精装修 103万
金色家园1楼 141平方 豪华装修 126万
欧洲城5楼 114平方 精装修 79.5万
华都锦城 8楼119平方 毛坯 93万
滨河凤凰城5楼108平方 毛坯 89.8万
滨河凤凰城4楼103平方 毛坯 89.8万
世纪豪都11楼12楼复式230平方 毛坯 160万
碧桂园16楼 274平方 精装修 246万
锦绣华庭7楼 141平方 精装修 126万
南门花园27楼152平方 毛坯 有汽车位 价格面谈
教师新村5楼 92平方 精装修 独库 53.8万
香草苑6楼180平方 精装修 汽车位 88.8万
冠城园小区4楼130平方精装修车库15平方85万
冠城园小区5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10平方63.8万
冠城园小区6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库15平方 49万
海会一村3+4楼复式 208平方 精装修 135万
江南嘉园1楼三间51平方 毛坯 35万 改合同
锦轩华庭1楼179平方 景观房，毛坯，120万
吾悦华府一期18楼 131 平方 毛坯 115万
吾悦华府二期8楼 135.5平方 毛坯 105万
农行宿舍楼5楼142平方 精装修68万 二合一车库
东方嘉园5楼 105平方 毛坯 自行车库 73万
东方嘉园3楼 130平方精装修 71.8万审计局宿舍楼
紫荆花园2楼60.7平方 精装修 41万 公寓楼
天波城多层3楼124平方精装修有自行车库93.8万
恒大名都9楼160平方 精装修 105万
恒大名都7楼125平方 豪华装修 95.8万
吾悦华府别墅335平方 有院子 350万
金鼎城市花园别墅 324平方 毛坯 285万
碧水蓝庭别墅 300平方 豪华装修 385万
豪门兰庭独立别墅 458平方 豪华装修 800万
豪门兰庭别墅 274平方 豪华装修 358万
江南人家北门416平方 上下两层 每平方1.6万
金鼎城市花园 一楼商铺 25平方 17万
江南人家对面世纪豪都门面上下两间150平方350万
开发区幸运来大厦两间门面上下两层204平方400万

和美丽景15楼70平方豪装74.8万
荣城国际25楼95平方毛坯85.8万
老汽车站2楼98平方三室装修好独库拎包入住68.8万
香草新村2楼71平方精装42.8万
水云新村5楼105平方精装独库61.8万
水云新村4楼120平方精装74.8万
锦湖小区4楼106平方精装独库63.8万
缇香花园6+7楼120平方装修好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3楼89平方豪装独库67.8万
国信嘉园河边第一排16楼68.85平方，二室一厅，毛坯，采光
好户型佳，66万，改合同
新香草苑6+7楼132平方婚装独库户型好，拎包入住80.8万
金鹰3楼门面35平方75万年租金4万左右
凤凰郡楼王3楼131.91平，毛坯房，95万

六中东3楼，110平方，3室2厅1卫，独库，新装，77.8万
江南人家5楼122平方豪装独库景观房95.8万
江南人家4楼130平方毛坯独库户型好南北通103.8万
兴隆苑1楼145平方四室大院子103万
金宛新村5楼74平方精装独库45.8万
金宛新村4楼74平方新装独库47.8万
锦轩华庭1.5楼120平方三室二厅二卫豪华装修设施齐全户
型采光佳90万
凤凰郡19楼133平方毛坯改合同88.8万
凤凰郡22楼133平方毛坯改合同88.8万
国信嘉园7楼95平方毛坯76.8万
国信嘉园6楼146平方毛坯130万
国信嘉园10楼146平方毛坯128.8万
康居园5楼134平方婚装经济实惠价格便宜82.8万

晶都国际3楼109平精装76.8万，翡翠林4楼93平52万
嘉源首府19楼106平方毛坯76.8万，7楼148平豪装120万
荣城国际10楼70平63.8万，21楼96平毛坯三室91.8万
金鼎花园3楼135平精装86万，4楼98平精装60.8万
金鼎花园16楼125平方精装88万，13楼143平精装96.8万
香堤国际22楼140平方毛坯88万。15楼93平毛坯62.6万
天波城2楼130平简装独库86.8万，3楼110平精装独库92万
普善人家3楼85平精装58.8万，5楼112平方精装独库71.8万
大亚一城33楼113平方毛坯78万，15楼130平方毛坯105万
吾悦华府19楼110平方豪装102万，，26楼93平方毛坯76万
御珑湾5楼电梯146平方109万，御珑湾9+10楼143平66万
御珑湾17楼93平方新装77.8万，13楼135平毛坯113万
东方盛世18楼92平毛坯52.8万8楼138平方80万有钥匙
天福花园2楼102平方精装独库63.8万，3楼103平方精装59万
恒大名都11楼112平精装83万，23楼161平方精装119.6万
恒大名都33楼135平精装93.8万，26楼105平方精装87.8万
名都新贵电梯160平豪装102万，10楼142平方精装100万
玉泉路1-4层220平方门市168万，商业街门市89平方45万

订版热线： 13913429001 15952913677

地址：西门练湖锦湖小区西大门斜对面电话：13236397030；13236393537

梦红楼房产
缇香花园4.5楼86平方2室精装自行车库68.8万
缇香花园小高层4楼105平精装设施全90.8万
练湖新城1.5楼126平方豪华装独库100万
练湖新城3楼89平方 精装 独库68.8万
练湖新城4楼80平方新装设全独库69.8万
练湖新城5楼100平方简单装独库69.8万
练湖新城6+7楼138平方4房简装独库64.8万
练湖新城电梯房6楼134平毛坯88.8万户型好
练湖新城8楼127平方精装户型好90万
练湖新城11楼130平方毛坯户型好88.8万
华都锦城11+12复式202平方5室精装178万
北环路商住楼2楼106平方老装修独库66万

鑫福苑4+5正宗复式170平方精装露台128万
鑫福苑5楼114平方3室精装独库 78.8万
锦湖小区6 楼105平方3房精装独库46.8万
锦湖新村5楼93平方3房老装修独库43.8万
锦湖小区4楼108平方3室精装合库62.8万
玉乳泉小区5楼99.6平方3室精装独库57万
风雅尚都1.5楼84平方毛坯 独库49.8万
风雅尚都 5楼 87平方 毛坯独库19平51.8万
西苑公寓4楼145平方三室普装独库79万
马家庄教工楼3楼86平3室简装独库46.8万
惠泽苑6+7楼160平方5室毛坯房独库63.8万
惠泽苑6+7楼120平米精装拎包住独库66.8万

万顺房产

电话：13506105878 13861388078

荣城国际28楼116.3平方，103万
兰信公寓4楼103平方，精装，46万
江南人家3楼98平方，豪装，独库，82万
碧桂园2楼135平方，精装，98.8万
欧洲城5楼115平方，婚装，76.8万
大桥新村2楼143平方，精装，独库，80.8万
丹凤北路3楼110平方，精装，独库，76.8万
新香草苑2楼136平方，豪装，独库，118万
江南人家14楼136平方，豪装，118万
景泽园3楼108平方，精装，独库，79.6万
练湖新城5楼65平方，豪装，46万
朝阳新村3楼70平方，37.8万

华南新村5楼103平方，简装，独库，48.8万
国信嘉园14楼143平方，130万；10楼113
平方，98.8万
水关路门面房137平方，308万
凤凰郡30楼126平方，83.8万
海会新村5楼80平方，装修，39.8万
交通大厦8楼190平方，精装，价面议
新民中路门面房66平方380万
丽苑大厦8楼215平方，价面议
锦绣江南100平方、130平方，6000元/平方
锦轩华庭1楼172平方，毛坯，120万
锦轩华庭12楼136平方，精装，115万

万家房产
地址：乔家巷（人民医院东边）电话：15952838828；18652838816

超众房产

地址：华南新村西2栋2-103室 QQ：9092116649
电话：18952826889 15896393326

江南人家4楼135，103万；16楼98婚装，76万 江南人家4楼135独库毛坯105万；1.5楼121独库婚装91.8万
香草苑4楼120婚装86万；5楼133毛坯78.8万 新新家园3楼110独库豪装79.8万；2楼123独库婚装81.8万
城市绿洲3楼122豪装118万；1.5楼128豪装120万 城市绿洲13楼145，138万；1楼82独库婚装62.8万
碧桂园2楼178精装128万；3楼274精装188万 碧桂园16楼274精装246万；25+26（185）精装124万
好孩子幼儿附近私房128，88万；万善路门面145，83万 香草新村2楼70，42万；1楼90新装+院子66.8万
华南园中园5楼90婚装独库65万；1楼95独库婚装67万 华云公寓3楼106婚装77.8万；5楼108婚装，76.8万
景泽园3楼108独库婚装78万；2楼133独库，93万 南门花园2楼152，96.8万；11+12（176），120万
滨河凤凰城1楼108，93.8万；3楼192，165万 滨河凤凰城7楼139，128万；8楼95，77万；7楼95豪装93万
欧洲城2楼105独库婚装79.8万；24楼109豪装88万 丹凤南路门面46，108万；华云公寓门面93，178万
华南园中园门面60，138万；金鹰门面33，108万 教师新村2楼，5楼92独库62万；55万；
华都锦城3楼135婚装120万；25楼110，86万 南门华园27楼152，108万；21楼179婚装汽车位自库155万
南方名居13楼88，74万；4楼88婚装76.8万 新香草苑10楼139豪装102万；2.5楼136独库婚装110万
天波城2楼110独库婚装92万；2楼135独库婚装100万 曲园小区8楼178婚装汽位138万；5楼141，婚装86.8万
曲园小区4楼115婚装72.8万；御珑湾6楼128豪装115万；大亚一城33楼115，79万；吾悦别墅253，350万包证
滨河别墅388，400万；水岸春天2.5楼145婚装115万 水岸春天2.5楼133，婚装独库119万
领秀花都别墅380，410万；江南嘉园门面楼上楼下71，130万 御珑湾公寓楼9楼116，62万；曲园小区5楼90独库婚装59万
恒大名都8楼10楼125，98.8万；22楼106，86.8万 普善人家3楼110独库毛坯房63万；万善园一村门面楼上楼下120，180万

河滨新村4楼55平2房精装35万
大定船5楼62平装修河边第一排41.8万
阜阳新三村1楼65平精装大院子42.8万
三中对面5楼82平3室装修非顶楼45万
台阳小区4楼82平装修独库前无遮挡47.8万
长乐小区2楼92平方精装独库53.8万
伊甸园2楼83平/102平精装55.8万/60.8万
荣城国际8楼10楼70平毛坯现房63.8万
兴隆苑4楼100平精装客厅朝南独库62.8万
千家乐园4楼99平3室精装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5楼101平3室2厅简装独库68.8万
嘉园首府7楼94平2室前无遮挡采光极佳69.8万
新市口海阔天空5楼136平精装设全车库75.8万
锦尚名都5+6楼90+45毛坯大独库改合同82.8万
鑫福苑5楼115平精装南北通透独库79.8万
景泽园3楼5楼116平精装独库79.8万
开泰苑3楼102平3房精装厅朝南独库81.8万
阳光花园5楼122平/144精装81.8万/89.8万
凤凰郡15楼19楼121平改合同83.8万
新香草苑5+6楼150平毛坯独库送露台85万
江南人家13楼130平毛坯湖景房88.8万

练湖新城5楼122平多层精装独库88.8万
御河西岸26+27楼177平方毛坯大露台改合同88万
海宇花园6+7楼200平精装汽车库89.8万
开泰苑5楼120平精装独库91.8万
园中园6+7楼230平精装独库有物业95万
澳都花城1.5楼127平婚装南北通透独库97.8万
开泰苑6+7楼200平精装大露台阳光房97.8万
水岸春天4楼112平多层精装南北通透独库99.8万
荣城国际18楼113平毛坯现房采光极佳102.8万
江南人家4楼135平小高层毛坯南北通透103.8万
嘉园首府29楼121平豪装品牌家电105万
华都锦城2.5楼110平多层毛坯独库17平105万
紫竹园15楼133平新装修位佳采光佳108.8万
水岸春天2.5楼133平豪装设全汽车位115万
滨河凤凰城7楼132平方4室毛坯户型佳123万
碧桂园16楼278平精装自购汽车位246万
碧桂园13楼336平精装含自购汽车位 260万
碧水兰庭别墅385平毛坯大院汽车库360万
南桥花园1楼 2间 门市房 共60平 85万
金鹰门市1楼37平纯一楼黄金市口108万
东门外大街 门市房1间楼上下96平196万

练湖新城2楼121平精装独库105万
练湖新城4楼102平精装独库82.8万
练湖新城5楼130平毛坯独库78.8万
练湖新城19楼127.8平精装92.8万
练湖新城6+7楼136平毛坯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6+7楼140平毛坯独库备材料72.8万
缇香花园3楼105平精装92.8万
缇香花园5楼125平景观房精装独库93.8万
缇香花园5楼120平精装独库93万
锦泰园6+7楼172平精装独库86.8万
锦泰园6+7楼141平精装独库82.8万
荣城国际25楼93平毛坯83万
荣城国际9楼72平新装75.8万
开泰苑3楼137平精装独库110万
康居园5楼136平精装82万
江南人家2楼140平精装独库110万
江南人家5楼116平豪装独库85.8万
永康公寓6楼156+70平精装80万
丹金家园6+7楼140平精装独库72.8万

科委住宅楼4楼108平精装63.8万
学林雅居12楼130平毛坯改合同65万
学林雅居11楼130平毛坯改合同67.8万
学林雅居9楼97平毛坯改合同52.8万
恒大名都4楼168平精115.8万
万善园二村4楼115平精装独库79.8万
锦轩华庭1.5楼120平豪装92.8万
六中东6楼138平精装独库65.8万
紫竹园5楼86平毛坯66.8万
恒大城15楼165平精装105万
华南新村3楼65平老装43.8万
兴隆苑联排别墅212平206万
东湖新村别墅336平精装280万
开发区私房6间280平185万
木材市场门面260平 1.2万/平
六中附近门面2间63平70万
缇香花园门面2间130平220万
吾悦商铺2楼70平1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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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6日宣布将参加2018年俄总统
选举。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俄总统
选举，如果获胜，他将执政至2024
年。

国际奥委会 5日宣布，因俄
罗斯“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工
作”，禁止该国代表团参加将于明
年2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
但符合条件的俄运动员仍可以

“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名义参赛。
这一消息在俄罗斯社会引起轩然
大波，有舆论认为此举目的在于
分化和瓦解俄罗斯社会，给俄罗
斯社会注入消极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选择在
国际奥委会“封杀”俄罗斯的次日
宣布参选，再度展示其带领俄罗
斯人应对挑战的强人姿态，给俄
罗斯民众吃下定心丸。

普京1999年12月31日任代
总统，2000年3月26日当选俄总
统，2004年连任。因俄宪法规定
同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
续任期，普京2008年没有参加总
统选举，而是出任政府总理。同
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
过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4年
延长至6年，从2012年新当选总
统开始适用。2012年3月，普京
第三次当选总统。

除了普京，目前还有十多人

已经宣布参加明年的俄总统选
举，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4
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
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参选人。如
果大选在10日举行，53％的被调
查者表示将投票给普京。

俄罗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
普京的困难并不在于赢得大选，
而是选举后如何解决俄罗斯面临
的种种难题。

外交上，俄罗斯与美国的关
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不仅
没有改善，到了2017年底反而变
得更糟。俄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苏斯洛
夫认为，在下一次美国大选之前，
俄美关系难有改善，从中长期看，
俄美关系僵局将给俄发展造成显
著的不良后果。

经济上，俄经济复苏仍不稳
固。俄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不久前
表示，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不会超过 1.8％。除了贫
困率上升以外，俄经济还面临技
术落后的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西方制
裁效应持续显现，俄经济发展遭
受的打击已逐渐对俄民众生活产
生负面影响。此外，俄贫富分化
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有所上升。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成为普京面
临的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这一
举动不仅会给美国招来整个伊
斯兰世界的怒火，对巴以问题和
整个中东局势也是火上浇油。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
和平进程的主要症结之一。美
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达雷尔·韦斯特说，特朗普此
举改变了此前美国在巴以问题
上相对中立的态度，明确倾向以

色列无疑将刺激巴勒斯坦一方，
未来会令巴以和谈进程更加艰
难。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
副主任丹·马哈菲认为，特朗普
政府或许认为当前的巴以问题
局面是“一潭死水”，希望通过迁
馆的举动搅动局势。这种做法
将会惹怒阿拉伯世界，并可能引
发中东地区出现更多暴乱。

新华社芝加哥 12月 6日电

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在美国的原高
管奥利弗·施密特因参与汽车尾
气排放造假，6日被美国法院判处
7年监禁，并处40万美元罚金。

根据控辩双方今年8月达成
的协议，48岁的德国人施密特承
认参与密谋欺骗美国监管机构和
消费者、违反美国《清洁空气法》，
检方则放弃其他多项指控。美国

“汽车之都”底特律市的联邦地区
法院6日基于以上两项认罪做出
判决。

当地媒体援引主审法官的话
说，被告所犯罪行“摧毁了美国经
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信任”。

法官还指责被告借尾气排放造假
创造业绩，企图在公司内部获得
晋升。

2015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发
现大众在其柴油车上安装作弊软
件，使汽车能在尾气排放检测时
以高标准过关，但在实际道路行
驶时，排放则大幅超标。

此后，大众向美方认罪受罚，
各种罚款、赔偿和召回补救措施
耗资总计接近300亿美元，并使
这一德国汽车巨头的信誉严重受
损。

施密特今年初在迈阿密机
场被捕后，一直被关押候审。服
刑期满后，他将被美方驱逐出境。

原因

新华社电 沙特阿拉伯掀
起反腐风暴一个月后，检察官宣
布重大进展：目前仍被关押的159
人中，大多数人已经同意与检方
达成和解，即交出非法所得，换取
获释。

总检察长沙特·穆吉卜 5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自反腐风暴掀
起后，迄今共计传讯320人，冻结
376个银行账户。现阶段，159人
被关押在首都利雅得的丽斯卡尔
顿酒店。

穆吉卜说，大多数嫌疑人已
经同意与检方达成“和解”，承诺
将非法所得上交国库。“必要的协
议正在收尾，以完成这类和解。”

沙特国王萨勒曼上月4日下
令成立由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当
晚便有11名王子、38名现任和前
任大臣及众多富商被捕。

嫌疑人包括前国王阿卜杜拉
的儿子、国民卫队司令米特阿卜，
号称“中东巴菲特”的沙特首富阿
勒瓦利德王子，现任经济和计划
大臣阿蒂勒、前利雅得省省长图
尔基、前财政大臣阿萨夫，以及前
皇家典礼局局长、前沙特航空公

司总裁、前沙特电信公司总裁、前
投资总署署长等沙特军政商界重
量级人物。

穆吉卜先前说，这些嫌疑人
过去数十年间侵吞公款、贪腐，涉
案金额大约1000亿美元。

上月底，穆罕默德王储接受
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大约
95％的在押嫌疑人同意和解，要
么上交现金，要么同意政府“分
成”其买卖收益。

同在上月底，王子米特阿卜
与政府达成“和解协议”后获释。
有媒体报道，他支付超过10亿美
元“和解金”。

上周，一名沙特政府大臣向
路透社记者证实，本轮反腐行动
的大多数嫌疑人已经被捕，政府
准备将500亿至1000亿美元的追
回赃款注入经济发展项目。

穆吉卜 5日在声明中说，签
署了和解方案的人可获特赦，
针对其的刑事诉讼也将结束。
不同意和解的嫌疑人将被起
诉，被继续关押半年，甚至更
久。美联社报道，图尔基王子、
阿勒瓦利德王子等人依然在
押。

““铤而走险铤而走险”？”？
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美国总统特朗普 6日
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
撒冷的进程。此举终结了
美历任总统在耶路撒冷归
属问题上持有的中立立
场，美国政府首次在触及
巴以核心矛盾的问题上公
开力挺以色列。

惊人表态

自以色列建国至今，特朗
普是首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的美国总统。他的迁馆
决定也一改此前多任总统维持
美驻以使馆设在特拉维夫的

“惯例”。
美国国会 1995 年通过“耶

路撒冷使馆法案”，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要求政府于
1999年5月31日前在耶路撒冷
设立美国使馆，但允许总统出
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推迟该期
限，并须每 6 个月向国会通报
一次。该法案出台后，多任美
国总统均不断推迟在耶路撒冷
设立美国使馆的期限。

事实上，去年竞选总统时
特朗普就承诺，一旦当选将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不可分
割的首都”，并会推动将美国驻
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他上任
后也多次公开表示，迁馆“从来
不是会否实施的问题，而是何
时实施的问题”。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东
问题专家阿伦·戴维·米勒认
为，特朗普选择在此时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可
能是因为他想兑现竞选承诺，
也可能是他想尝试些“前任总
统没做过的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副所长孙德刚认为，当前针
对特朗普政府的“通俄门”调查
升级，特朗普此举有转移舆论
焦点的考虑。为赢得国内保守
主义人士、亲犹太团体等势力
的支持，特朗普“铤而走险”。

耶路撒冷被中东各国穆斯
林视为除麦加、麦地那外的第三
大圣地。显然，宣布耶城为以色
列首都，是一个将牵动整个中东
大棋局的“险棋”，将给美国带来
不少可预见的后果。

在特朗普看来，中东越发混
乱，美国获利面越大，赢点更多。
约旦、沙特等美国在中东的传统
盟国，很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安
全加大对美国的依靠，美国在中
东的利益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口
号上台的特朗普，如今需要一个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由。他
未必担心中东陷入新的混乱，他
甚至需要为美国塑造一个“最危
险敌人”，激发美国民众的“斗
志”，增强“凝聚力”。为了让美
国重新亢奋，特朗普不惜下这步
险棋，因为“猛药疗效快”。

在持续 30多年的美苏冷战
期间，以色列一直是美国在中东
的最重要盟友，被美国视为其

“中东桥头堡”。冷战结束后，以
色列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有所下
降。自从恐怖主义在中东抬头
以来，一方面巴以问题在相当长
时间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美以关
系被一些美国人视为美国在中
东的“负资产”。

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想努力
恢复和提升同以色列的关系。
然而，对于特朗普来说，更重要
的是要保证美以关系将来“经久
不衰”，因此必须夯实两国之间
的共同利益。无论中东局势今
后走向何方，两国都应该相互依
赖，很难割舍，这也许就是特朗
普承认耶城为以色列首都所要
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他想得到
的另一个好处。

12月7日，巴勒斯坦人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宣布相关决定后，除
了以色列表示欢迎，国际社会普
遍表示严重关切和反对。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发表
声明说，特朗普关于耶路撒冷地
位的决定永远不会给予以色列将
耶路撒冷据为其首都任何合法依
据。美国政府这一决定是对所有
为实现和平而付出的努力的“蓄
意破坏”，标志着美国已完全放弃
其过去数十年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所扮演的角色。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

示，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和平前景的单边措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莫盖里尼发表声明，对特朗
普的决定以及此举对和平前景可
能造成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她重申，欧盟支持“两国方案”，这
一立场保持不变。

伊朗外交部和埃及外交部
均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认为特朗
普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紧随“封杀令”宣布参选

普京再展强人姿态

因排放造假

德国大众原高管被美法院判入狱7年

沙特反腐一个月
嫌疑人大多愿花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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