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校对：禾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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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门外大街店江南嘉园门面86559353 15189150555

开发区店新区幼儿园对面86881138 1518915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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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租

联系：13952829796
15906109797 巢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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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高档美容院招聘美容师，

工资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13952829796 开发区中心小学向西300米电话：18752955266

轻松房产 开发区满意房产

地址：玉泉路皇庭ktv斜对面 电话：18952827098 1895282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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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众房产

电话：13376042063

建平房产

地址：练湖新城斜对面 电话：13218362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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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定船5楼62平装修独库河边第一排39.8万
三中对面4楼70平新装修独库48.8万
三中对面5楼82平3室装修非顶楼43.8万
天福花园3楼80平多层精装设全52.8万
四牌楼新民大厦5楼109平简装53.8万
惠泽园5楼97平3室2厅毛坯南北通透独库57.8万
国信嘉园17楼60平2室毛坯无税59.8万
练湖新城5楼81平多层毛坯独库62.8万
练湖新城6+7楼81+38平毛坯独库57.8万
兴隆苑5楼100平3室2厅精装客厅朝南独库61.8万
华南新村5楼106平3室2厅2卫精装独库65.8万
温州城对面3楼105平4室精装3房朝南独库69.8万
练湖新城1.5楼3楼102平多层毛坯独库71.8万/76.8万
香草新村3楼117平3室精装框架双阳台前无遮挡72万
新兴隆苑3楼98平全框架毛坯南北通透73.8万
新市口海阔天空5楼136平精装设全车库75.8万
练湖新城13楼127平毛坯南北通透76.8万
新新家园3楼103平3房精装独库汽车位78万
香草苑6+7楼135+100平精装前后露台78万
滨河凤凰城8楼95平毛坯小高层南北通透78.8万
大桥桂花苑4楼120平精装汽车库另售79.8万
凤凰国际21楼154平豪装未入住80万

华都锦城18楼83平2室2厅新装修设全81.8万
碧桂园2楼91平自己装修3房校区房85.0万
大桥桂花苑2楼122平精装独库学区房86万
开泰苑2楼120平多层精装独库92.8万
恒大名都30楼125平开发商精装未入住满2年97.8万
江南人家6+7楼170平4室婚装独库98万
领秀花都9楼102平婚装设全南北通透98.8万
江南人家4楼135平小高层精装南北通透102万
荣城国际18楼113平毛坯南北通透106.8万
水岸春天2.5楼133平豪装设全汽车位115万
紫竹园4楼5楼125平豪装未入住116万
滨河凤凰城7楼132平方4室毛坯小高层户型佳123.8万
恒大名都32楼135平3室2厅2卫豪装满2年120万
金鼎城市花园12楼143平豪装中央空调汽车位125万
恒大名都32楼135平3室2厅2卫豪装满2年122万
紫竹园11楼131平3室2厅2卫全新豪装未入住122.8万
世纪豪都4楼141平小高层户型极佳采光好129.8万
滨河凤凰城8楼162平户型佳双阳台改合同135万
新新家园5+6+7楼240平5室3卫精装汽车位大露台138万
滨河凤凰城4楼140平4室2卫新装修未入住138万
世纪豪都4+5楼210平5室2厅2卫精装修独库176万
碧桂园16楼278平精装自购汽车位24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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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顺房产

电话：13506105878 13861388078

联系电话：13913421008（江南嘉园西大门4号门面）

乐居房产
凤凰郡120-130-167多套房优惠出售
天怡和园多套工程房优惠出售
丹凤国际8楼，124平方，毛坯，售价：98.8万
丹凤国际9楼，114平方，毛坯，售价：88.8万
恒大名都29楼，83平方，精装，售价：68.8万
滨河凤凰城9楼，91平方，毛坯，售价：82.8万
滨河凤凰城1楼，140平方（大院子）售价：123.8万
世纪豪都1.5楼，108平方，豪装独库，售价：104万
阳光花园2楼，133平方，精装，售价：110万（含大露
台）
城市绿洲17楼，155平方，毛坯，售价：129万
城市绿洲1楼，177平方，毛坯，售价：14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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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万

江南嘉园2楼，5楼，149平方，装修新，售价：116.8万
江南嘉园6楼，95平方，精装，售价：56.8万
江南嘉园2+3复式，216平方，精装，售价：1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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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楼，125平方，售价:122.8万
碧桂园16楼，278平方，售价：246万
碧桂园27楼，326平方，售价：270万
碧桂园5楼，116平方，精装，售价：95.8万
碧桂园28楼，177平方，毛坯汽车位，售价:158万
普善人家7楼，120平方，豪装，售价：88.8万
普善人家6+7复式，191平方，豪装,独库，售价:88.6万
海宇花园3楼，98平方，精装独库，售价：63.8万
海宇花园5楼，82平方，精装独库，售价：50.8万

另有大量全市出租房出租 王 13912848668
微信同号 代办产权过户贷款垫资等业务

置信房产

订版
热线

13913429001
15952913677

联系电话 张15050888730
特价 华都锦城 3楼 110平方精装 93.8万
特价 东方嘉园电梯复式 226平方 精装 126.8万
国信嘉园 4楼 95平方 精装 两室 89.8万
紫竹园 27楼 86平方 两室 精装 76.8万
紫竹园 3楼 104平方 三室 精装 93.8万
紫竹园 3楼 125平方 三室 精装 116.8万
江南嘉园 5+6复式 257平方 精装带车位 120万
滨河凤凰城 8楼 95平方 三室毛坯过户 82.8万
锦尚名都 2楼 122平方精装独库 108万
华都锦城 14楼 135平方 精装户型好 125.8万
华都锦城 30楼 110平方 毛坯三室 83.8万
景泽园 6+7复式 115平方 简装独库10平 70万
江南人家 6+7复式 230平方精装无税 107.8万
吾悦华府 13楼 123平方 毛坯 三室 103.8万
吾悦华府 10楼 172平方 毛坯三室采光好 156.8万
吾悦华府 二期洋房1楼144平方带院子 160万
吾悦华府 洋房 2楼 144平方 140万过户
吾悦华府 洋房 复式 207平方 毛坯 196万
吾悦别墅 西边户 325平方两个院子4个车位 398万
嘉园首府 29楼 95平方 精装两室 82.8万
嘉园首府 32楼非顶楼 130平方 精装 105.8万
嘉园首府 6楼 178平方 毛坯 四室 130万
恒大名都一期 24楼 144平方 精装无税 126万
大亚第一城 1楼115平方 精装带院子 106.8万
大亚第一城 18楼 112平方 毛坯 93.8万
御珑湾公寓 10楼 119平方 毛坯改合同 60.8万
御珑湾 1楼 96平方 毛坯 带院子 86.8万
御珑湾 多层 3楼 135平方 毛坯 过户 117.8万
凤凰郡 14楼 157平 110万 28楼 107.8万
凤凰郡 28楼 167平 108万 8楼 112万
和园 3楼 142平 三室两卫 96.8万
和园 24楼 140平 四室两卫 98.8万
和园 20楼 140平 四室两卫 104.8万

千家乐房产门面房专刊

15051136823 13236368883 万善路15号

专业办理厂房 土地 门面房 住宅房过户及贷款

万佳乐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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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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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丹阳房产

地址：水关路外贸楼6号 电话：15896373196 地址：自来水公司南 联系电话：13775516872

开发区幸福房产 阿丽房产
地址：江南嘉园4幢西8号门面 13376186000吾悦小高层5楼136平毛坯115万

吾悦5楼95平车位85.8万
恒大名都15楼111平新装86.8万
东方盛世3楼21楼98平新装3室75.8万
金鼎花园16楼91平新精装72.8万
美亚华悦1楼95平新装大院子86万
美亚华悦3楼110平精装无税95.8万
美亚华悦29楼120平新豪装无税95.8万
美亚华悦3楼130平毛坯99.8万
汇金天地4楼164平毛坯122万
汇金天地17楼148平毛坯118.8万
御龙湾复式楼210平毛坯126万

吾悦17楼95平新精装96.8万
吾悦二期17楼116平毛坯101.8万
吾悦洋房1楼160平大院子155万
吾悦洋房6+7楼208平+阳光房206万
吾悦别墅315平+车位3个398万
吾悦华府28楼136平毛坯120万
锦江花园2楼92平新婚装修独库58万
嘉园首府13楼126平新精装109万
新曲园5楼90平新装+车位59.8万
曲园2楼130平新装独库+车位75万
天波城6楼110平新豪装独库103.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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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万/11-12楼180平方，新豪装，123万
新香草苑9楼121平方,新豪装，独库,汽车位，113万/10楼120平方,毛坯,86.8万
碧桂园3楼274平方，豪装，189万/16楼278平方，新精装，位置佳，248万
碧桂园32楼90平方，新婚装设施全满二年，76.8万/2楼91平方，精装，设施全，83.8万
乾泽园3.5楼151平方，精装独库，112万/新新家园6-7楼115+57平方，豪装独库，81.8万
锦尚名都6-7楼160平方，精装独库，89万/大桥桂花苑6-7楼131+60平方，新精装独库，62万
千家乐南苑3-4楼172平方，新豪装，128万/健康路6楼125平方，精装，合库，60.8万
惠和苑6-7楼112平方，新豪装18万，72.8万/教师新村5楼92平方，精装独库，61万
景泽园5楼93平方，婚装，独库，63.8万/紫竹园22楼85平方，新豪装，73.8万
江南嘉园5楼143平方，新豪装，设施全，110万/百合苑5楼145平方，精装，90.8万
江南人家5楼119平方，独库，湖景房，91.8万/17+18楼220平方，客厅四房朝南，138万
江南人家11楼137平方，婚装，设施全，110万/4楼135平方，精装，景观房，109万
世纪豪都4-5楼198平方，独库，改合同，153万/和园第一排4楼130平方，改合同，10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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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万
开泰苑6楼110平方，客厅二房朝南，婚装，独库，65.8万/ 5楼120平方，豪装，86.8万
华南新村5楼69平方，简装，合库，42.8万/大桥新村6楼98平方，精装，独库，52万
惠泽园3楼98平方，新婚装，独库，78.8万/东方盛世门面1楼56平方，56万
豪门兰庭别墅219平方，汽车库，213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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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鹰3楼276平方，新精装，年租金28万，560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1-3楼360平方，大院，365万/健康路6楼128平方，精装，车库，61.8万
香草新村别墅282平方，新豪装，院子，300万/东门元房别墅220平方，豪装，大院，27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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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商城4楼135平方，精装，72.8万/恒大名都32楼125平方，新豪装，93.8万
吾悦广场28楼172平方，二个汽车位，163万/金鼎城市花园1.5楼112平方，68.8万
海宇花园1.5楼88平方，精装，独库，46.8万/凤翔花园132+35平方，豪装，8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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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万
天福花园二期4楼135平方，毛坯，景观房，75.8万/3楼142平方，新豪装，9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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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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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新装独库车位93万
天波城3+4+5楼282平方，新豪装，268万/汇金天地5楼148平方，122万
商业街菜场旁1-4层门面160平方，年租金6万，138万/二间4层270，年租金11万，188万
美域湾13楼97平方，毛坯，45万/丹凤南路门面二间二层178平方，年租金18万，38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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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万

缇香花园多层5楼86平方2室普装独库66.8万
缇香花园3+4+5楼278平坯汽库63平228万
练湖新城1.5楼80平方精装独库65万
练湖新城1.5楼101平方精装独库81.8万
练湖新城1.5楼123平方精装独库92.8万
练湖新城5楼100平方精装未住独库81.8万
练湖新城5楼123平精装独库设施全93.8万
练湖学林雅居10楼120//92平方毛坯56//45万
锦泰园2楼128平方3室普通装汽车库96.8万
锦泰园5楼112平方2室简装独库66.8万
锦泰园6+7楼128+60平6室精装独库89万
云阳小区 3楼77平方 小3室 老精装 48万

水岸春天5楼120平精装设施全独库106万
芳草苑4楼97平米婚装76.8万；汽车库另议
荣城国际23楼70平方豪装设施全末住85万
荣城国际4楼113平方3毛坯有税93.8万
千禧花园5楼120平方精装合库98万
兴隆苑/汤和一品4楼114平精装独库90万
西苑公寓 2楼 145平方3室精装89.8万
惠泽苑6+7楼97+41平方毛坯独库低价56.8万
惠泽苑6+7楼120平精装拎包住独库66.8万
嘉园首府32楼140平 3室2厅2卫精装110万
锦湖新村别墅190平第3层末计简装院子190万
东湖新村别墅299平第3层普装院子286万

河阳新城 2楼 144平米 毛坯 独库 3600元/平米
海会一村 4楼 98平米 精装 独库 65.8万
台阳小区 3楼 140平米 精装 独库 69.8万
丹金人家 15楼 123平米 豪装 98万
南方名居 4楼 90平米 精装 78万
碧水兰庭 4楼 95平米 精装 独库 71.8万
金宛新村 6楼 75平米 精装 独库 52万
金宛新村 6楼 100平米 中装 独库 51.8万
大桥新村 5楼 112平米 精装 公库 63.8万
港汇广场旁 3楼 96平米 中装 独库 64.8万
新香草苑 6+7楼 170平米 毛坯 汽车位 独库 89.8万
江南人家 5楼 130平米 精装 独库 93.6万
练湖综合楼 5楼 90平米 中装 52万
中山商城 6+7楼 200平米 毛坯 独库 78万
大桥南苑 6楼 115平米 简装 公库 52万
昆仑华府 3楼 100平米 毛坯 公库 79万
香草新村 6楼 145平米 精装 独库 76.8万
龙凤二村 5楼 130平米 精装 独库 81.6万
万善园一村 6楼 106平米 中装 独库 54.8万

凤凰国际 17楼 154平米 豪装 公库 93.8万
普善人家 3楼 135平米 毛坯 独库 86.8万
府前星座 3楼 100平米 精装 独库 82.6万
恒大名都 10楼 125平米 精装 公库 120万
百花新村 4楼 82平米 中装 公库 57.8万
天福花园 6楼 140平米 精装 独库 70万
东方苑 5楼 123平米 精装 独库 64.8万
东方苑 5楼 82平米 中装 独库 42.6万
天波城 3楼 90平米 毛坯 独库 73.8万
天波城 5楼 194平米 毛坯 独库 145万
天波城 3楼 155平米 豪装 独库 148.8万
玉泉路 3楼 192平米 中装 90万
钟发小区 6楼 87平米 中装 独库 45万
幸福二区 5楼 130平米 精装 独库 82.8万
锦江花园 6楼 130平米 毛坯 独库 55.8万
钟发小区写字楼（在租） 330平米 136万急售 15189150555

江南人家2间门面86平方毛坯168万
金鼎城市花园门面1-2楼321平方288万
丹凤北路1楼2间69平方200万
新香草苑门市一间31.21平方68.8万
新世纪花园1-2楼172平方250万
新家园门面2间85平方255万
中山路1楼43平方136万
万善园二村1楼65平方105.8万
万善园二村39平方56万
水关路门面纯1楼门面51平方138万
新新家园纯1楼门面45平方55万
新新家园2间1-2楼 220平方200万
芳草苑门面1-2楼100平方带附房98万
百家兴菜场门面59平方158万
金宛新村门面2间70平方208万
新民西路1-2楼535平方2万每平方包证
水关路门面纯1楼3间 137平方318万

天波城1楼85平方毛坯院子66万/15楼85平方新装独库78.8万
天波城4楼132平方毛坯独库101万/4楼130平方豪装独库汽车位118万
天波城1.5楼138平方精装独库110万/8楼100平方豪装独库86.8万
天波城4楼130平方精装独库110万/高层140+140平方毛坯汽车位138万
天波城5+6楼155平方精装独库93.8万/1.5楼135平方精装库汽车位118.8万
天波城1.5楼140平方豪装汽库126万/空中别墅292平方豪装车位独库360万
天波城8楼198平方大平层毛坯汽车位 独库148万/4楼精装修168万
天波城3+4+5+汽库+露台260-280平方毛坯168万/精装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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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起2套
天波城别墅275平方毛坯大花园2个汽车库265万起2套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0-310平毛坯汽车库388万起4 套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5平方精装修大花园汽车库450万起2套
天波城独栋别墅380平方精装大花园680万/吾悦华府别墅310平方398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 450平方毛坯大院汽车库 1180万
白金瀚独栋别墅 350平方 毛坯 310万
海宇花园5楼86平方精装独库46.8万/5楼108平方精装56万
金鼎城市花园15楼158平方豪装128.8万/15楼142平方婚装汽车位125万
美亚华悦3楼108平方新装96.8万/1楼95平方大花园新装86.8万
御珑湾31楼168平方豪装145万/ 2楼87平方新装未住独库9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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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万
普善人家3楼100平方婚装82.8万/金凤凰花园4楼125平方毛坯独库81.8万
恒大名都20楼135平方精装修117万 /20楼125平方精装修99.8万
恒大名都18楼165平方新装122万/9楼163平方精装117万一口价
吾悦华府26楼136平方毛坯118万/10楼135平方毛坯118万
大亚第一城1楼93平76.8万/18楼137平方毛坯108.8万
凤凰郡21楼121平方毛坯93.8万/紫竹园4楼125平方豪装115万

众悦华城1楼129平方改合同65.8万/ 金鼎城市花园17+18楼210平方112万
天波城2楼142平方精装独库106万汽车位另售/2楼130平方装修独库93.8万
天波城1+2楼+院子+汽库215平方精装215万/凤翔花园6+7楼240平89.8万

城市绿洲3楼148豪装，140万；2楼128婚装120万 城市绿洲3楼136婚装140万；4楼100独库婚装96.8万
南门花园2楼152，96万；27楼152，110万改合同 江南人家6楼82婚装82万；4楼135毛坯103万；9楼136婚装108万
香草苑4楼120婚装86万；5楼132毛坯76.8万 紫竹园4楼133，103.8万；恒大名都20楼116精装88万
紫竹园4楼125豪装116万；2楼103婚装93万 华云公寓5+6（180）婚装81.8万；5+6（148）婚装69.8万
华都锦城3楼136豪装 120万；9楼83婚装76.8万 碧桂园16楼274精装250万；14楼136精装124万；4楼96婚装96万
新曲园小区5楼90婚装58万；5+6（150）婚装66万 美亚华悦1楼91+院子豪装86万；天波城1.5楼130独库婚装93.8万
天悦名城别墅400，316万；教师新村别墅200，238万 天颐和园24楼152，105万；13楼120，96.8万改合同
紫竹园19楼133豪装120万；3楼105豪装93.8万 紫竹园4楼133，103.8万有钥匙；9楼133，106万
滨河凤凰城3楼92，75万；10楼113；96万；16楼88，72万 恒大名都20楼168精装123万；13楼136精装116万；23楼83豪装76万
碧桂园17楼136精装120万；2楼178精装128万 昆仑华府4楼105，76万；4楼130，89万；10楼135，100万
云阳小区4楼80，58万；华南新村2楼82婚装59万 华南新村1.5楼90独库60万；5楼70新装55万；5楼70，42万
新香草苑2楼135，108万独库；11+12（210）豪装140万 城市绿洲11+12（220），198万；3楼136婚装独库140万
新香草苑门面86，163万；华云公寓门面92，176万 朝阳桥附近门面楼上楼1间85，130万；世纪豪都门面2间247，25000/面积
碧桂园3楼274精装200万；老公安局附近5楼128，69万 华南园中园3楼100独库精装76.8万；4楼100独库精装76万
荣成国际11楼60，55万/24楼125，128万 13楼95，90万；三中对面3楼66婚装43.8；凤凰郡3楼/4楼167，105万改合同
紫竹园4楼133，103.8万；有钥匙 ；美亚华悦1楼92+院子豪装86万；开发区眼镜市场私房180豪装175万
滨河别墅388，128万改合同；滨河凤凰城8楼162，135万 天福花园4楼126，68.8万；7楼121，72.8万
云九新村3楼113精装83.8万；台阳小区6楼92独库婚装52万； 惠泽园3楼107，婚装2500/月；领秀花都3楼92，婚装1800/月
嘉园首府32楼130婚装104万；滨河凤凰城4楼142，118万 香草新村1楼88合库豪装60.8万；金宛新村1楼和4楼75新装57.6万

国信嘉园8楼24楼70平方河边第一排68万
国信嘉园12楼95平方毛坯87.8万
国信嘉园26楼113平方新豪装东边户131万
荣城国际9楼70平方毛坯62.8万
荣城国际12楼16楼75平方二期73万
荣城国际18楼19楼115平方108万113.8万
荣城国际31楼95平方毛坯93.8万
荣城国际17楼113平方新精装122.8万
金虹花园旁3楼88平方三室装修合库54.8万
三中对面3楼62平方精装齐全42.8万
丹化小区1楼75平方新精装院子开门46.8万
阜阳老三村2楼65平方精装采光好39.8万
凤美新村4楼76平方3室装修49.8万
无线电厂宿舍4楼105平方精装合库72.8万
紫竹园4楼10楼133平方毛坯103.8万108.8万
紫竹园5楼125平方新豪装中央空调116.8万
江南人家2.5楼142平方毛坯独库108万

江南人家11楼138平精装齐全115万
世纪豪都1+2+3楼248平方毛坯268万
世纪豪都1+2+3楼250平方豪装290万
兴隆苑1楼95平方精装院子66万
金宛新村3楼75平方老精装独库48.8万
金宛新村4楼107平方精装齐全68万
锦绣熙城6楼122平方毛坯改合同88.8万
锦绣熙城8楼143平方毛坯户型佳105.8万
惠泽园6+7楼138平方毛坯独库55.8万
练湖新城3楼83平方毛坯户型好独库62.8万
锦湖小区2楼93平方精装独库59万
新新家园6+7楼112+56平方精装独库88万
缇香花园别墅330平方毛坯院子采光好268万
乾泽园别墅388平方毛坯大院428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216平方毛坯院子288万
东风中心村别墅226平方毛坯特大院308万
东门元房别墅220平方毛坯院子248万

开泰苑2楼128平方豪装独库97.8万
江南人家2楼142平方毛坯独库107.8万
国信嘉园29楼70平方豪装76.8万
国信嘉园8楼117平方毛坯116万
国信嘉园12楼98平方毛坯88.8万
惠泽苑5楼104平方豪装独库72.8万
惠泽苑5楼97平方毛坯独库58.8万无税
惠泽苑3楼98平方豪装独库78.8万
新兴隆苑2楼98平方豪装独库82.8万
新兴隆苑3楼115平方精装独库89.8万

新香草苑1楼114平方婚装独库91.8万
新香草苑3楼138平方精装独库108.8万
水岸春天5楼114平方婚装独库88.8万
水岸春天3楼140平万豪装独库126.8万
水岸春天6+7楼151平方精装大平台86.8万
练湖新城5楼128平方豪装独库29平方92.8万
练湖新城4楼109平方毛坯独库81.8万
练湖新城1.5楼81平方豪装独库64.8万
练湖新城3楼85平方毛坯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2楼138平方毛坯86.8万

金鼎多层4楼90平精装无税66.8万
金鼎多层4楼133平精装无税89万
金鼎多层5楼91平精装独库58.8万
金鼎电梯15楼91平新豪装72.8万
金鼎电梯14楼124平毛坯85.8万
美亚华悦29楼87平毛坯63.8万
美亚华悦15楼87平毛呸无64.8万
美亚华悦21楼87平毛坯有税65万
美亚华悦17楼87平毛坯无税68万
翡翠林天峰11楼103平有税72.8万
东方盛世6楼120平毛坯无税73万
东方盛世5楼138平新豪装116万
东方盛世6楼142平新豪装116万
东方盛世12楼82平新装无税65万
东方盛世2楼97平精装无税75万
丹桂园南区1楼123平汽车库87.8万

丹桂园北区5楼111平精装65.8万
丹桂园北区3楼84平间装54.8万
钟发小区6楼95平精装41.6万
钟发小区5楼74平精装47.8万
钟发小区3楼110平精装61.8万
众悦华城19楼毛坯49.8万
众悦华城5楼精装无税63.8万
众悦华城6楼毛坯48万
天波城3+4+5=250平175万
天波城1+2+3=377平206万
天波城多联275平毛坯260万
天波城双拼288平豪装460万
天波城4楼132毛坯独库110万
金凤凰25+26=258平165万
金凤凰7楼156平豪装136.6万
凤翔花园电梯6楼142平精108万

健康公寓4楼127平方精装修有自行车库 81.8万
健康路2楼170平方 精装修 三阳台 115万
海会一村1楼2楼复式177平方新装修大院子158万
新家园6楼102平方 精装修 有自行库 60万
河滨新村3楼55平方两室一厅精装修无税39.8万
丹凤南路工商局宿舍4楼70平方精装修46万
中山路5楼110平方实际面积125平方装修60万
中山路3楼 125平方 精装修 75.8万
丹凤南路3楼150平方豪华装修合自行库95.8万
荣城国际二期18楼 126平方 108万
荣城国际28楼116平方 毛坯 106万
文化雅居2楼101平方有大平台汽车库精装修100万
紫竹园27楼86平方全新欧式装修未入住76.8万
紫竹园11楼131平方全新欧式装修未入住122.8万
紫竹园3楼多层90平方毛坯车库20平方 75.8万
教师新村5楼92平方 精装修 有自行库61.8万
丹金人家3楼 100平方 精装修 独库 81.8万
南门花园27楼152平方 毛坯 有汽车位 价格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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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嘉园1楼三间51平方 毛坯 35万 改合同
锦轩华庭 7楼141平方 精装修 126万
锦轩华庭 17楼137平方 豪华装修 126万
锦轩华庭1楼179平方 景观房，毛坯，120万
紫荆花园2楼 60.7平方 精装修 41万 公寓楼
天波城多层1.5楼140平方精装修含自行车库93.8万
恒大名都20楼 165平方 精装修 满两年 126万
恒大名都33楼 135平方 豪华装修 95.8万
恒大名都二期13楼 153平方 123万 改合同
恒大名都 13楼 143平方 精装修 116万
恒大名都9楼 166平方 精装修 120万
城市绿洲18，19楼288平方毛坯辆汽车万位288万
锦湖新村别墅 242平方 精装修大院子 300万
东方花园别墅 550平方 毛坯大院子 600万
碧水兰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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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鼎城市花园 一楼商铺 25平方 17万
丹凤南路门面55平方，每平方36000元年租金6万
吾悦华府别墅325平方毛坯送三个汽车位410万
江南人家对面世纪豪都门面上下两间150平方350万

名都新贵 7楼 160平 精装 2500元 有钥匙
御珑湾 13楼 60平 改合同 可贷款 36.8万
普善人家2.5楼123平 独库 改合同83.8万
普善人家2.5楼115平 独库 改合同78.8万
河阳新城 5楼 88平 两室 独库 32.8万
汤甲新城 5楼 120平 三室 精装 53.8万
香草新村 1楼 71平 两室 院子 41.8万
香草新村 6楼 91平 中装 独库 42.8万
华南公安楼 6楼 100平 中装 43.8万
练湖新城 3楼 123平 精装 独库 93.8万
新香草苑 2.5楼 135平 南北通 独库 103.8万
江南人家 7楼 146平 豪装 四房 价面议
凤凰郡 1楼 135平 大院子 改合同 113.8万
南方名居 12楼 154平 改合同 毛坯 125万
南方名居 11+1复式 185平 改合同 价面议
万善园别墅 3间3层 300平 前后院子 278万

练湖新城2楼138平毛坯85万
练湖新城4楼109平毛坯独库77.8万
练湖新城4楼102平毛坯独库82.8万
练湖新城5楼123平豪装独库23平92.8万
练湖新城6+7楼165平毛坯独库72.8万
缇香花园3楼/4楼105平精装独库92.8万
缇香花园5楼125平景观房精装独库96.8万
缇香花园5楼128平精装独库97万，汽车库另售
锦泰园6+7楼172平精装独库75.8万
锦泰园6楼141平精装独库82.8万
国信嘉源8楼117平毛坯115万
荣城国际25楼125平毛坯125万，南北通
国信公寓13楼51平毛坯33.8万 改合同可贷款
东方盛世小高层2楼130平毛坯86.8万
恒大名都9楼165平精装1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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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林雅居12楼130平65万
学林雅居9楼97平52.8万
学林雅居14楼102平52万

学林雅居18楼102平52万（均为毛坯改合同）
万善园二村4楼115平精装独库79.8万
六中东6楼138平精装独库65.8万
水岸春天3楼140平中装4室汽车位123万
兴隆苑4楼100平精装双阳台63.8万
风雅尚都2楼116平毛坯独库76.8万
朝阳新村4楼84平老精装45.8万
煤气公司宿舍2楼80平精装独库47.8万
伊甸园5楼 83平+自建 6楼 3室+2大平台 装修
65.8万
马家庄5楼81平简装独库43.8万
朝阳新村3楼101平老精装59.8万
丹化小区4楼72平中装42.8万
惠泽园5楼97平毛坯独库57.8万
六中附近门面2间63平70万
缇香花园门面2间130平220万
六中文教书店附近门面88平一间半，市口好138万
缇香花园门面2间267平398万（位置好）
吾悦商铺2楼70平138万
锦泰园门面1间40平110万（市口好）

荣城国际31楼
70 平方，精装
25万，83万

凤凰新村3楼86平方，全新装修，二合一车库，
55.6万
凤凰新村1楼74平方，全新婚装，大院，58.8万
锦轩华庭1楼178平方，毛坯，景观房，125万
海会新村5楼78平方，简装，43.8万
新民中路门面房66平方，206万
练湖新城10楼128.5平方，86万
海会新村5楼52平方，精装，31.8万
华云公寓3楼116平方，精装，81.8万
锦绣熙城10楼101平方，毛坯，71.8万
华南新村3楼126平方，新装，独库，88万
南门花园12楼164平方，毛坯，125万
千家乐南苑5楼140平方，独库，83.8万
华阳苑5楼105平方，装修，66万
凤美新村3楼70平方，装修，45万
华南新村5楼102平方，50.8万
金色家园13楼50平方，新豪装，39.8万

东方苑3楼96平55万。1楼96平+大院52.8万，5楼84平48万
吾悦华府28楼128平毛坯118万，22楼128平毛坯109万
吾悦华府31楼146平方精装139万，20楼136平方毛坯120万
吾悦华府28楼136平方毛坯户型好采光好122万
农行旁1楼88平三室大院48万，幸福小区6楼95平精装40万
曲园小区4楼93平精装独库60万，新曲园2楼141平方毛坯85万
金鼎花园13楼133平方精装106万，15楼143平毛坯93.8万
金凤凰花园4.5楼126平毛坯独库82万，电梯146平毛坯107万
天波城1楼85平方毛坯独库66.8万，2楼132平简装93.8万
天波城9楼137平毛坯库118万，7楼143平方位置好面议
天波城12-16楼198平方毛坯+汽车位160万
恒大名都1楼前排146平层高4.5米105万，19楼125平精装110万
众悦华城5楼90平毛坯48万，恒大城33楼143平精装78万
汇金天地10楼165平毛坯130万，17楼148平118万，
嘉源首府13楼125平方豪装110万，25楼125平新装106万
美亚华悦16楼88平方毛坯65万，11/15楼116平方毛坯89.8万
粤港臻园开发区实验中学25楼23楼多套130平方毛坯改合同82-95万
大亚门市1-2层110平方165万，玉泉路门市185平方+阁楼1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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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缴存
●住房公积金缴存的范围和对象有

哪些？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精神和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我
市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范围包括本市
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各类
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

实施的对象是上述单位的在职职
工。在职职工是指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或符合劳动保障部门认定的形成事实劳
动关系的在岗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职工、
已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的离岗职
工、外方职工。

●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如何确定？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企业单位为个

人和单位各 5～10%，最高不超过 12%；机
关事业单位缴存比例为单位和个人各
12%。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是如何
确定的？

按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收
入和缴存比例确定。

其计算公式：
月缴存额=（职工月平均工资×单位

缴存比例）＋（职工月平均工资×个人缴

存比例）
其中：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上年

度职工年工资总额÷12个月（不满12个月
的按实际发放的工资月份计）。

根据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每年调整一次。按国家对住房公积
金控高保低的要求，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
基数最低不得低于上一年度劳动保障部
门公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不得超过
市公积金管理部门公布的上限标准。

●职工存储住房公积金有无利息？
其利息如何确定？

单位和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存入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后，即归职工个
人所有，享有存款利息，其利率按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一年定期存款利率计息（目
前1.5%）。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日。

●单位如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
记和职工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日内，从
公积金管理中心领取或从镇江市住房公
积金网站下载《镇江市住房公积金单位缴
存登记表》、《职工住房公积金汇缴清册》，
并按要求填写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由单位经办人连同携带单位设立批准文

件或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经办人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
开户许可证，到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
公积金缴存登记及职工个人账户设立手
续。

●单位如何汇缴住房公积金？
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起 5

日内（不跨月）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
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公积金管理中心
在受委托承办银行开设的住房公积金专
户内，并计入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单位可以不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
金吗？

不可以。国务院《条例》规定：单位应
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
缴存或者少缴。

违反《条例》规定，单位不办理缴存登
记或不为职工办理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
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条例》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
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以个人名义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

吗？
可以。
●港澳台同胞在我市能否缴存公积

金？
可以。凡持有我市《台港澳人员就业

证》的港澳台同胞，均可按照《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在我市缴存住
房公积金。

●港澳台同胞如何办理公积金缴存？
单位为港澳台人员设立账户时应提

供《台港澳人员就业证》以及《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缴存基数、缴存比例、账户转移均
按我市现行政策规定办理。

●港澳台同胞在我市购买自住房如
何使用住房公积金？

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港澳台同
胞，按我市现行政策规定、业务办理要求
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在我市购
买自住住房的，享有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的权利，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
款利率、办理要件、业务流程、操作规范均
统一执行现行在职职工政策规定。

为进一步优化丹阳市人力资源配置，满足本市眼镜光学行业的用人需
求，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和企业发展，由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丹阳市人才市场承办，于 5月 12日（周六）举办 2018年丹阳市眼镜光学行业
专场招聘会，通过本次活动为企业和光学类人才提供了一个沟通和交流的
平台，吸引更多有志向的求职者投入到眼镜光学行业中，促进丹阳市眼镜光
学行业的发展。

一、活动主题
2018年丹阳市眼镜光学行业专场招聘会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丹阳市人才市场

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网络支持：丹阳人才网（www.dyhr.cn）
三、时间及地点安排
时间：2018年5月12日（周六）8：00-11：00
地点：丹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开发区凤凰路85号）
四、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11-88018160 86571196

欢迎参加丹阳市眼镜光学行业专场招聘会

为更好地推进丹阳市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就业工作，帮助我市延陵
镇、珥陵镇企业解决用工问题，更好的促进乡镇企业的稳定发展，决定举办
2018年丹阳市延陵镇、珥陵镇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

一、活动名称
2018年丹阳市延陵镇、珥陵镇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丹阳市人才市场

延陵镇人社中心 珥陵镇人社中心
网络支持：丹阳人才网（www.dyhr.cn）
三、活动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18年5月26日（周六）8：00-11：00
活动地点：丹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开发区凤凰路85号）
四、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11-88018160 86571196

关于举办丹阳市延陵镇、珥陵镇知名企业专场招聘会的通知

关于举办2018年丹阳市退伍军人专场招聘会的通知
为进一步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同时拓宽退伍军人及随军家属的就业渠

道，促其顺利实现高质量就业，由丹阳市人社局、丹阳市民政局主办，将于
2018年 5月 16日在开发区凤凰路 85号丹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18年丹
阳市退伍军人专场招聘会”，面向丹阳市的退伍人员，全程公益性质，不收取
任何费用。

一、活动主题
2018年丹阳市退伍军人专场招聘会
二、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市民政局

承办单位：丹阳市人才市场
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网络支持：丹阳人才网（www.dyhr.cn）
三、时间及地点安排
时间：2018年5月16日（周三）上午8：00-11：00
地点：丹阳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招聘大厅（开发区凤凰路85号）
四、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511-88018160 86571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