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平洋房产

九洲新家园 23楼 120㎡跃层四房二卫直签无税 62万
九洲新世界 8楼 65㎡可做二房 51万无营业税
九洲新世界 13楼 141㎡直签无税 120万
九洲新世界 29楼 112㎡进户 85万
九洲新世界 29楼 132㎡直签 116万
九洲新世界 7楼 88㎡进户 70万
天安河滨花园 1楼 133㎡三南采光好 40㎡院子 100万
中意宝第 6楼 78㎡精装 66万
京城豪苑 7楼 49㎡（二套）可打通学区房直签 47万可单卖
小营前医药公司楼上 60㎡5楼局小实验中学 60万
香梅花园鸿泰公寓 6楼 106㎡婚房品牌家电 108万
虹景花园 3楼 86㎡二房二厅明厨明卫 56万
虹景金桂园 3楼 136㎡四房二厅二卫品牌家电 90万
翠竹新村 5楼 88㎡附小学区三房户型好 51万
朝阳三村 5楼 36㎡+高阁 36㎡装修好 26万
九龙雅苑 24楼 124㎡三房二厅二卫 80万
九龙雅苑 27楼 29楼 124㎡三房二厅二卫直签无税 87万
迎宾秀园 8楼 102㎡精装三房 83万
博爱路王家村 5楼 128㎡三房二厅二卫学区房 100万
晋陵北苑 8楼 140㎡三南二卫装修 106万

凯旋城 1楼 2楼 11楼 158㎡五房直签无税空中别墅 95-103万
凯旋城 11楼 189㎡跃层有大露台 50㎡103万
凯旋城 5楼 89㎡三南精装采光好 68万
凯旋城 5楼 123㎡三房二卫采光好 85万
凯旋城 15楼 130㎡三房二卫豪装 103万
凯旋城 8楼 65㎡精装 51万
聚缘雅居 2楼 85㎡小高层南北通风实木地板 75万
聚缘雅居 5楼 140㎡四房二厅二卫采光好 113万
聚缘雅居 6楼 71㎡二房二厅装修 63万
东方明珠花园 29楼 127㎡三南送大露台 85万
东方明珠花园 30楼 92㎡106㎡直签无税 7000元 /㎡
红梅新村 2楼 55㎡二房采光好 29.8万
红梅新村 3楼 68㎡二房 37万
红梅西村 2楼 77㎡二房二厅靠明都超市 48万
红梅西村 2楼 74.5㎡位佳采光好 46万
红梅西村 3楼 87㎡三房一厅装修 53.8万
景福苑 6楼 67㎡实木地板红梅公园旁 55万
景福苑 10楼 135㎡三南户型好精装 108万
景福苑负一楼 125㎡三南二卫 61万
景福苑别墅 230㎡送带产权车库 210万
阳光龙庭别墅 320㎡送地下库大型车库 230万

红梅分公司
电话：855723691335819379915312557862
地址：红梅乡政府西侧或兰陵菜场前九洲新世界 35-13店面
九洲新世界有大量抵工程款房，面积楼层自选，亏本低卖，直签无税
凯旋城有直签公寓房 58㎡61㎡90㎡数套 5000元 /㎡左右，另有抵工程款房 158㎡数套

五大优势保障●国家一级资质房屋评估●专业法律团队风险防范●房屋交易资金安全保证●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监管●阳光操作、持证上门服务

独家精品房源：88882298、86920191 勤业店：86879812、86879157

鑫洋置业
公司网址：http://www.jsxyjt.com.cn/ 租售热线：88882298 以下房源面积以产权证为准

市中心商铺、
住宅办公房出租
文化宫中联大厦、通信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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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出租（整层、分割均可）；路桥市

场旁小河沿官保巷三楼
'&&&

㎡写字楼出

租；中联大厦二楼葡京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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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或转让；延陵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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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海澜之家二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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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铺出租；延陵西路
**

号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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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铺出租。（所有物业均为本公司

所有，非中介，无中介费）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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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德律师事务所
专业律师团队提供商品房买卖、租赁法律服务

咨询热线：
&)',#*""+)),-

地址：常州市吊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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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江苏银行
(

楼

网址：
.../012345/657

电子邮箱：
012345+')8'"+/9:;

店

湖塘人民路网络部：86561509、86561597

水木年华店：83755792、83755793

红梅店：85306692、85306695

产权市场店：88159231、88159230新房营销中心：18001501199

店清潭店：86903561、86903571

聘：门店经纪人、门店店长、储备干部各10名。要求：高中以上学历，能吃苦耐劳，有一定的沟通能力，有从业经验者优先。薪资：工资1800—3000带薪年假+国内外旅游。（缴纳五险+公积金）招聘热线：86920183、18015852631

鹤苑新都店：89996027、89996527

银河湾星苑店：85575736、85575793 兰陵欧尚店：89612770、89612771 香江华庭店：83755256、83755257 兰陵家园店:83750627、83750637

湖塘吾悦店：85262823、85262821 嘉宏盛世二店：89608152、89608150 劳西店：86906930、86906931 湖塘定安路店:88998350、88998352

江南商场店:85262862、85262863 金百国际店：89602127、89602527 清潭花苑网络部:88292270、88292282

清潭花苑店：83752819、83752812 浦南店：85262267、85262269 湖塘新城上街店:83992620、88290922 博爱店：86633691、86633692

五角场一店：88816251、88816257 五角场二店：88816971、88816351 府西店：83331665、83331667 湖塘店：86561591、86561593

青枫公园店：85285801、85285802 新城逸境店：83755692、83755693 星海银苑店：83861251、83861152 府翰苑店：89608191、89608192

青山湾店:89809610、89809615

金融贷款
快速办理店面房、商住楼、公房、私房、汽车等

抵押贷款担保服务，已贷房屋加贷、转贷业务，提

供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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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

白云东苑店：83975010、83975017

繁华成熟商铺、写字楼：

《南大街商铺1楼》35.9㎡成熟地段出租中118万

《嵩山路办公楼》4676㎡靠万达共6层5500元/㎡

精品直签房：

《馨河郦舍18楼》114.12㎡清盘特惠价76.42万元

《巨凝金水岸13楼》208㎡一口价特惠198万元（含地暖）

《翡翠锦园28楼》127.98㎡户型通透现房清盘112万

优质楼盘直签房：

《府河名居20楼》113.8㎡现房直签地段佳90万元

《上书房38#10楼》111㎡3/2直签免佣6700元/㎡

《九洲新家园32楼》117.73㎡现房直签户型佳61.8万

热销楼盘直签：

《九洲新世界》《翡翠锦园》《路劲御城》《金地格林郡》

《金田精英汇》《聚湖雅苑》《国泰名都》《世茂香槟湖》

锦园幸福小镇
方圆500亩的天然氧吧、高科技养生居所！
生态养老+投资理财 为有尊严的老去，做一次明智的选择！

求购、求租各类商铺、店面、办公写字楼，全城以待！
欢迎垂询！电话：18001501199

五角场网络部：83859330、83859337

莱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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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三房朝南

满五年88万

清凉新村
"$/(

㎡紧邻景泰家园

房龄较新两南38万

勤业公寓
!%(

㎡精装复式利用率高

(

朝南拎包住95万

广成路小区
$!)/!)

㎡清爽小区

+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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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71万

高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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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

房可贷款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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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80万

劳动新村北
*%/(-

㎡清爽九洲服装城旁

院子
(%

㎡58万

丰臣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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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坯送入户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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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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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万

高宏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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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爽
+

房

靠菜场57万

凤凰湖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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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超低价格

采光好63万

爱特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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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五年小户型

=>?

就在门口36万

新天地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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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双学区

采光好位佳115万

红梅新村
")/((

㎡精装
+

房满
)

年

拎包住41.8万

吴家场公寓
-%

㎡全实木豪装

觅小田中学区74万

五角场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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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小稀缺小户红梅东坡

公园旁总价低宜投资34.5万

中天凤凰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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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铺出租中

"

米挑高急售70万

文渊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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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黄高中旁豪装

三室南北通透急售135万

怡康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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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小北郊多层三开间

朝南满五年105万

阳湖世纪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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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塘乐购旁

超性价比通透三房65.5万

金色领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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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值
+

房地铁沿线

诚售57.5万

蓝天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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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单身公寓

-%

年产权23万

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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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层送一层

超值实用55万

会馆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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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楼

带高阁价优50万

荆川里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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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装通透
!

房

满
)

年可商贷43.5万

汇金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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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

房

市中心价优86万

花园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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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好

价优急售39万

世纪明珠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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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别墅

小区内黄金位置240万

云山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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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层好户型佳

价优随时可看房86万

安阳花园
*$/((

㎡市中心

精装满
)

年68万

金百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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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型

拎包即住28万

白云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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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小区

紧邻欧尚超市33万

怀德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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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电梯景观房三南

毛坯仅此一套105万

安阳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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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亚细亚畔

精装两房实用大65万

莱茵花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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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售精装93万

怀德苑三期
$($/)"

㎡两南两北客厅

南北通透满五年精装115.8万

清潭南苑
$!%

㎡精装复式

带露台满五年81万

城中花苑
$!-

㎡带阁楼地段好

无限采光69万

常发嘉园
$+!/-*

㎡完美三房

超低价急甩75万

绿园爱舍
$%$

㎡精装设施齐全

拎包入住满五年58万

王家村
$%!

㎡局小实验中学

双学区拎包即住94万

丽华新村
$$%

㎡顶楼复式

实际面积大可商贷60万

星盛家园
()/")

㎡精装朝南
$

室户

带南阳台26万

中央花园
$*$/)"

㎡景观楼王

)

室随时看房156万

世府邻里
+$/)!

㎡绿洲菜场旁

二套商铺出售35万

红梅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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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带阁

精装拎包住65万

同济花园
!!"/*,

㎡同济桥旁

地铁沿线商铺350万

红梅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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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

房朝南

黄金楼层40.8万

府翰苑
((

㎡新北商业地段精装

品牌家电拎包住36万

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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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坯
!

房朝南

南北通透户型佳42万

锦绣东苑
$+-

㎡精装

保养好93万

东方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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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

㎡豪装

小三房双朝南53万

金色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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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

可入户口33万

聚博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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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型采光极佳

黄金地块105万

金百商业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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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房精装70万

新天地商业广场
)*

㎡博爱北郊多学区

精装40万

绿洲家园
$!*

㎡精装户型好

随时看房85万

凯纳华侨城
$(%

㎡精装全地暖

户型好165万

星海银苑
,!

㎡三井实验双学区

诚心出手可议价82万

香江华庭
$$+/(,

㎡毛坯

黄金地段102万

西园村
*)/!

㎡
+

南博小实验

超便宜急卖72万

荆川里小区
)*

㎡顶楼带外阁楼

买一层送一层39.8万

鹤苑新都
$$,/()

㎡局小双学区中装

性价比极高155万

青山湾
(,

㎡全市最低价

双学区精装42万

银河湾星苑
$$(

㎡
!

南豪装直接拎包住

欧尚超市旁120万

三堡街
-%

㎡古运河畔

两南房间可议39万

怡康机电广场
*!

㎡双学区精装
!

房

价格优73万

西园路
"-/-

㎡博小实验中学

双学区57万

新城域
$$)/!"

通透三房简单装修

黄金楼层70万

怀德苑二期
$!!

㎡学区房满五年

";

开间超大气客厅86万

凯尔枫尚
$!(/%!

㎡邻青枫公园

带圆弧飘窗价优66万

怡康花园
$!)

㎡博小实验双学区

中装
+

房105万

新城逸境网络部:85266673、85266672嘉宏盛世一店：88995270、88995271

常 州 优 秀 的 房 屋 买 卖 专 业 平 台

万邻品牌加盟
常州万邻品牌加盟、独

立经纪人助您完成创业梦
想，实现当老板。

联系人：徐小姐
18915016166
1891230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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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金坛市煤炭石油有限公司清算组委托，本公司定于近期在

金坛市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1、常州市戚区机厂街6幢甲单元102室房屋，房
屋建筑面积约87.3㎡。2、镇江市运河路37号3幢105室房屋，房屋建
筑面积约61.34㎡。3、徐州市祥和小区点式楼2#-302号房屋，房屋
建筑面积约93.14㎡。（具体情况以拍卖资料和评估报告为准）。

二、拍卖时间：2014年7月11日上午9:30。
三、咨询与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2014年7月3日至

2014年7月8日为标的展示期，有意者请与本公司联系。
四、注意事项：竞买人须于2014年7月10日下午4时前按拍卖须

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买登记手续和提交有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
卖保证金（每个标的10万元）到本公司，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联系电话：0519-82365099 13814782867（王先生）

13906149377（杨先生）
公司地址：金坛市东门大街209号12楼（新世纪大厦）
开户行：金坛农行营业部；账户名：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0-625001040224399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

二手房2014年6月25日 星期三
广告部主办 责任编辑：张文君

0519-86630616转1503、86681812
E-mail:ggzz@cznews.net C3

人民新家园 126㎡ 112万 全实木电梯房满5年

香江华廷 230㎡ 200万 香江华廷稀缺毛坯顶复

御花园 335㎡ 620万 御花园稀缺独立别墅

嘉宏盛世 93㎡ 100万 市区高档小区采光好户型佳将满5年学区房

怀德苑 96.97㎡ 71万 可做三房无税精装底价

盛世名门 133.5㎡ 107万 得房率超高精装满五年急售

香江华廷 141㎡ 128万 精装通透三朝南地段好楼层佳128万

金谷花园 120㎡ 75万 精装三房得房率高低价诚售

勤业新村 56.15㎡ 29万 成熟小区两朝南楼层好均价低

丽景花园 95㎡ 102万 博小实验双学区精装两南拎包住

绿园 89.39㎡ 47万 简装两朝南前后无遮挡采光好仅

都市桃源 192㎡ 230万 三层高端联排别墅位置好带花园

龙湖香醍漫步 141㎡ 88万 毛坯三房小区环境好绝无仅有

世茂香槟湖 84㎡ 52万 三房朝南均价6190元/㎡采光好

翠竹北区 132㎡ 79万 精装满五年急售

世茂香槟湖 138㎡ 83万 毛坯三房绝无仅有

藻江花园 89㎡ 59.8万 中等装修拎包即住超低价

百草园 82㎡ 48万 两房朝南毛坯

九洲新世界 72㎡ 49.8万 超值2房急售

道生中心 149㎡ 81万 户型好价优升值空间

凯悦中心 171㎡ 210万 稀缺精装平层大户诚售

绿园爱舍 116.5㎡ 63.8万 婚装超值可议价

新城香悦半岛 135㎡ 98万 精装送车位性价比极高

香江华廷 142.8㎡ 124.5万 精装全明通透3房满5年

人民新家园 142㎡ 92万 市区地铁房精装边户通透三朝南

香江华廷 103.8㎡ 85万 市中心高端小区经典实用三房

锦阳花苑 133㎡ 65万 4887元/㎡抢购荆川公园畔精装复式

新城南都 161㎡ 105万 双学区绝佳经典户型超大客厅

阳湖世纪苑 147.88㎡ 76万 湖塘乐购畔CBD中心绝版多层白菜价

桃园新村 78.13㎡ 82万 24中学区红梅公园畔通透中装三房

东方明珠 127㎡ 87万 火车站旁新小区均价6850元/㎡

聚缘雅居 126㎡ 100万 红梅公园旁毛坯低价出售

天安新城市花园 184.22㎡ 130万 新区公园旁大平层低价

金梅花园 125㎡ 72万 精装修低价格小高层南北通透

红梅公寓 92.65㎡ 65万 红梅公园火车站旁精装3室

泰盈八千里 89.27㎡ 46万 低价房东亏本出售

彩虹城 168.5㎡ 120万 毛坯三房二卫价优

金谷花园 144.02㎡ 102万 实木地板唯一一套电梯房诚售

九洲新世界 235㎡ 230万 一梯一户景观电梯随时看房

新城金郡 140㎡ 185万 稀缺好房精装三朝南诚售

南大街云庭 110㎡ 110万 觅小学区三朝南南北通透豪装拎包住

府河名居 106.28㎡ 103万 通透双朝南采光佳随时看房

勤丰小区 380㎡ 248万 土地证面积290㎡房产证面积380㎡超值

丽华一村 63.6㎡ 38万 低价小三房带院子

莱蒙时代 104.1㎡ 133万 觅小田家炳双学区三南采光佳

人民新家园 102㎡ 80万 精装通透错层得房高

御源林城 143.28㎡ 85万 精装东边户可议价

金色新城 241㎡ 180万 大平层精装四房南北通透

都市桃源 133.9㎡ 98万 公园旁通透三房精装拎包住免税

兴隆巷 95㎡ 98万 市中心实验小学田家炳中学双学区

阳光龙庭 266㎡ 238万 叠加别墅精装带地下车库

绿都万和城 87.88㎡ 50万 别墅后景观楼急售

勤俭村 61.5㎡ 65万 局小实验双学区通透满五年

御源林城 130㎡ 75万 别墅后通透三房朝南满五年

格兰艺堡 88.5㎡ 65万 花园式小区精装品牌家电拎包住

丽景花园 147㎡ 145万 博小实验初中双学区

丽华南村 100㎡ 50万 价格实惠楼层佳

紫阳花园 105㎡ 85万 东首户采光好拎包住

丰臣南郡 84㎡ 50万 毛坯价优户型佳兰陵生活圈

朗诗国际 58.85㎡ 63万 高科技环保小区四季如春拎包即住

中意宝第 88.5㎡ 77万 2南精装拎包住

香江华庭 141.5㎡ 158万 东首楼王欧式豪装全明

璞丽湾 135㎡ 118万 快交付送空中花园直签

京城豪苑 115㎡ 115万 市中心双学区房毛坯

凯悦中心 93.44㎡ 75万 市中心高档小区超优价

世家华庭 168㎡ 188万 精装通透无遮挡实小

香江庭苑 104㎡ 74万 户型正稀缺小三房房源价优

九洲新世界 111㎡ 85万 南北通透可改三房仅售7700元/㎡

清潭六村 77㎡ 51万 东首明厨明卫带25㎡大院子

荣亨逸都 138㎡ 108万 楼王精装满五年超正气户型

广成小区 132㎡ 80万 05年的房子3朝南户型超性价比

荣亨逸都 120㎡ 78万 超性价比三房满五年有钥匙

香江华廷 197.5㎡ 178万 豪装顶楼跃层带2个露台

都市桃源 139㎡ 85万 精装跃层另有大露台赠送

红梅假日花园 155㎡ 120万 精装6房顶楼复式

新城蓝钻 115.3㎡ 88万 豪装3房顶楼复式景观楼王

西环路 58.17㎡ 39万 简装2房顶楼带阁

白云新村 62.8㎡ 43万 一楼带3个院子可开店急售

蓝天花园 79.42㎡ 52万 成熟地段通透全装满五年

金色领寓 87㎡ 52.5万 小高层得房率高通透全明

御源林城 129㎡ 72万 景观楼通透全明毛坯满五年

港龙华庭 63㎡ 33万 邻公园朝南毛坯低价急售

天山花园 95.47㎡ 58万 远离铁路精装设全三南户价

枫林雅都 93.96㎡ 53万 小区最佳位置三南毛坯急售

鹤苑新都 173.42㎡ 298万 高档奢华装修包含一独立车位

椿桂坊 64㎡ 78万 24中2南楼层采光好总价低急卖

县学街 66.2㎡ 62万 解小实验2朝南实用面积大

东苑公寓 120㎡ 160万 解小24中稀缺房源3朝南有车库

新天地花苑 138㎡ 112.8万 博小北郊4房2卫清爽装修超便宜

天润园 112.5㎡ 90万 全欧式装修采光好满五年拎包即住

国泰新都 140.6㎡ 145万 24中学区复式精装带阳光房

京城豪苑 70.5㎡ 87万 有钥匙房东外出急售

玉隆花园 162㎡ 155万 觅小北郊学区送露台35㎡

觅渡雅居 102㎡ 115万 觅小学区采光超级好最低价

上书房 89㎡ 66.8万 有钥匙现房三朝南小三房

翠竹北区 117㎡ 65万 顶带阁内楼梯亏本急售最便宜

丰城南郡 123㎡ 78万 楼层好房型好采光极佳

桂花园 84㎡ 57万 品牌硬装新装南北双阳台采光无遮挡

迎春花园 79㎡ 91万 局小实中双学区市中心繁华地段小区最好装修

中意宝第 143㎡ 138万 怀德知名小区满五年豪装卖毛坯价

都市桃源 80㎡ 65万 满五年精装三楼两房保养极佳

鹏欣丽都 102㎡ 100万 市中心高档小区品质豪装觅小学区满五年

凯悦中心 93㎡ 75万 无税直签合同朝南大阳台

东坡雅居 140㎡ 130万 精装满五年物有所值

御源林城 125㎡ 72万 毛坯三朝南赠送入室花园

荷花池公寓 69㎡ 70万 清爽简装双学区价优

新城金郡 151.3㎡ 182万 豪装基本未住亏本售

绿地世纪城 86㎡ 43万 一期通透小三房急售

乾盛兰庭 116㎡ 93.5万 户型方正采光好超低价急售

格兰艺堡 141.77㎡ 95万 景观楼通透全明户佳价优

江南佳园 125㎡ 79万 南北通透地段佳急售

青山湾 73㎡ 68万 精装北郊博小双学区

光华世家 80㎡ 58万 精装满五年北郊学区

勤业四村 69㎡ 40万 中装满五年带阁楼实用

兆丰花园 197㎡ 155万 精装跃层另有车库赠送

新城域 130㎡ 67万 毛坯3房低价5100元/㎡

泰盈八千里 139㎡ 75万 毛坯3房西首户型低价抛售

奥林匹克花园 130㎡ 63万 精装黄金楼层4800元/㎡

大名城 90㎡ 62万 毛坯房东超急售价可议

桃园新村 66.67㎡ 73.8万 24中学区房带院看房方便

九洲新家园 97㎡ 60万 刚需两房通透性价比高

光华世家 143.8㎡ 115万 南北阳台通透三房朝南

上书房 116㎡ 81万 上书房数套低价直签房

华景苑 124㎡ 117万 经典三朝南豪装带花园

新城逸境 128㎡ 120万 精装三房拎包住采光好

光华世家 78㎡ 59.8万 独家代理采光好有钥匙

怡康花园 80㎡ 73万 博爱北郊双学区精装无税

锦阳花园 133㎡ 66万 户型好3南房价可议

九洲新世界 90㎡ 85万 地段好超高性价比

金色新城 152㎡ 135万 朗园精装满五年房东急售价可议

青山湾 121㎡ 113万 博爱北郊双学区无税

金色新城 211㎡ 160万 精装复式大露台满五年家电家具全留

中意宝第 78㎡ 72万 满五年精装两朝南价低数套可挑

都市桃源 139平米 93万 满五年南北大通透采光好

璞丽湾 89㎡ 68万 小三房毛坯性价比超值价快五年

康宁苑 102㎡ 75万 超豪华精装金3楼拎包即住

香江华廷 164㎡ 155万 小区稀缺唯一套大平层四房满五年

枫丹花园 108㎡ 70万 毛坯三期电梯房户型佳有钥匙

新天地花园 129.73㎡ 116.5万 博小北郊学区精装复式

经纬巷 58㎡ 35万 简装二南户型地段佳

河景花园 146.12㎡ 150万 精装复式奢侈2房满5年

香江华廷 103.8㎡ 90万 精装拎包住一梯一户急售

清凉新村 57㎡ 38.5万 新装修满5年院搭建开门

御源林城 127㎡ 93万 精装3南满5年双阳台急售

京城豪苑 43㎡ 47万 局小实验初中双学区有钥匙

浦南广景苑 129.36㎡ 71万 户型好得房率高价格优

翠园世家 68㎡ 52万 性价比高急售

北直街小区 67.6㎡ 61万 局小北郊双学区价格优

水木年华 142.77㎡ 95万 小高层得房率高户型好

桃园路 64.1㎡ 71万 24中学区低价房

世纪花园 109㎡ 70万 精装三房南北通透带户外花园

青山湾 121㎡ 113万 博小北郊双学区毛坯通透满五年

典雅花园 94㎡ 69万 景观楼王户型佳有学区毛坯急售

世茂香槟湖 87㎡ 71万 采光好全新精装房东出国急甩

王家村 68㎡ 61万 局小实验双学区大露台有钥匙随时看

怡康花园 140.5㎡ 113万 毛坯博小北郊学区满五年全款价更低

天安城市花园 153㎡ 118万 豪装景观房靠新区公园

迎春花园 115.9㎡ 124万 豪装局小实验双学区

兰陵尚品 80㎡ 62万 精装楼层佳采光好

中意宝第 79㎡ 65万 精装采光好

金色新城 118㎡ 108万 精装采光好三朝南

府翰苑 81㎡ 78万 南北通透精装

西园路 67.7㎡ 57万 博小实验中学双学区

新城逸境 89㎡ 77万 全新精装小三房拎包住

蓝色星空 135㎡ 95万 满5年精装清爽3房

盛世名门 136㎡ 120万 博小北郊双学区

阳光龙庭 119㎡ 76万 地段好均低户型好

香梅花园 130㎡ 122万 红梅公园旁边解小学区

蓝色星空 135㎡ 95万 精装清爽3房1梯2户7000元/㎡满5年

兰陵公寓 93㎡ 57万 九洲服装城旁东首2南房6150元/㎡急售

国泰名都 118㎡ 91万 毛坯3房7700元/㎡超低价出售

都市桃源壹公馆 161.5㎡ 140万 品牌别墅小区精装4+5层另送露台

水岸人家 99㎡ 82.5万 精装南北通透2南房满5年

工人新村 63.7㎡ 33万 2朝南靠菜场5200元/㎡绝版价出售

新城吾悦广场 130㎡ 90万 湖塘实小本部景观楼层超低价通透三房超赞

新城南都 243㎡ 145万 中心学区豪装满五年送车位送两个超大露台

绿园爱舍 117㎡ 56万 ☆小区最低单价4786元/㎡满5年无税通透

青山湾 109.75㎡ 93万 急售觅小北郊双学区满5年南北通透小区最低价

金鼎公寓 48㎡ 50万 局小实中双学区路桥旁满五年带阳台急售

荷花池公寓 136㎡ 128万 二期觅小北郊精装满五年送超大花园

银河湾第一城 129.9㎡ 67万 超低价急售

新城长岛 336㎡ 280万 联排别墅超低价急售

绿地世纪城 103㎡ 50万 超低价急售

陈渡新苑 121㎡ 75万 急售位置好采光佳低价格

银河湾明苑 113㎡ 90万 校区房市中心地段急售

荣亨逸都 88㎡ 67万 精装校区房地段好急售

县学街 70.14㎡ 77万 解小实验中学双学区2南房

北直街小区 83.8㎡ 72万 中装3房局小北郊双学区

香江华廷 101.39㎡ 86万 精装2房拎包即住满5年

荣亨逸都 116.66㎡ 95万 精装3房送汽车车库满5年

西园村 69.96㎡ 56万 精装双南房博小实验中学双学区

南博湾花园 139㎡ 77万 毛坯3房2卫超低价亏本出售

天隽峰 142.86 105万 实小学区景观三房俯瞰整个新天地公园

新城长岛 104.8㎡ 61万 中吴大道旁通透两房近别墅区满五年

天隽峰 141.4㎡ 84.8万 实小学区公园旁3+1户型仅此一套

伟业臻品 96.6㎡ 62万 兰陵欧尚通透两房满五年超高得房率

绿地外滩1号 119.36㎡ 70万 欧尚旁通透三房明厨明卫有钥匙价可谈

绿园爱舍 118㎡ 58.8万 满五年无税通透三房低首付

都市桃源 92㎡ 66万 纯毛坯满五年中间楼层新推

龙湖龙誉城 143㎡ 91万 直签准现房楼层采光佳全款可优惠

怀德名园 142㎡ 92万 毛坯三房满五年均价6300元/㎡

百草园 82.11㎡ 48万 小高层南北通透毛坯房

凤凰名城 86.98㎡ 45.5万 纯毛坯低价出售有钥匙

世茂香槟湖 128㎡ 87万 二期景观房房东包税价随时看房

聚园小区 125㎡ 68万 南北双阳台南北通透景观楼层急售

凯纳华侨城 182㎡ 200万 豪装大平层北郊学区

花东三村 91.6㎡ 45万 优质人民路紧靠万达

德禾豪景 140㎡ 79万 紧靠淹城BRT位绝佳急甩

长河花园 83㎡ 41.5万 采光佳户型好前景无限

莱蒙城 350㎡ 320万 联排别墅毛坯采光佳急售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定于 2014年 7月 10

日 10时至 2014年 7月 1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魏安路 199号 2

幢、5幢、6幢房地产。

二、起拍价：4600万元，评估价格：7091.19万

元，保证金:230万元，增价幅度：5万元。

三、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4年 6月

26日 9时起至 2014年 6月 26日 16时止接受咨询。

四、注意事项：竞拍前竞买人的支付宝帐户中应有

足够的余额（230万元人民币以上）支付拍卖保证金。请

务必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仔细阅读拍卖公告、拍

卖须知、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及竞买帮助等栏目内容。

还可登录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

cn)”查询拍卖公告详细内容。

咨询电话：025-83522913、18951990679（徐）

技术咨询：025－83522925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5-83522456

联系地址:南京市广州路 35号

淘宝网客服热线：0571－88158198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将于2014年7月
14日10时起至7月15日10时止（延时除外），
在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sf.
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物：
1、常州市新园花苑31幢丙单元301室房

产(建筑面积116.78平方米)。
2、常州市常发豪庭花园2幢乙单元2001

室房产(建筑面积167.62平方米)。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绍、拍

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在淘宝网
（网址：sf.taobao.com）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网址：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三、联系电话：85193035（标的物1）、
85193075（标的物2）；监督电话：85193015。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司法拍卖公告 龙城中介讯息
大小商铺资讯

二手房交易注意事项
您的需求，尽在《楼市周刊》
主流媒体，值得您关注！
联系电话：86681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