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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家缘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
年9月，公司经过十几年的稳健发展实现了产业
的升级。凭借着爱与执着，不断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推动行业的进步与规范。建立了一个操守自
律，勇于创新，智慧管理的现代服务品牌。

从商品房、写字楼、商铺、厂房信息咨询买
卖及租赁，到一、二手楼盘代理、营销策划。随
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家缘房产目前已发展
了40余家覆盖全市各个区域直属分公司。公

司通过专业系统培训打造了一支业务素质过
硬、经验丰富、注重职业道德的房地产经纪人队
伍和各类专业人才。为广大的客户提供最有效
的信息、最快捷周到的服务，做客户最贴心的置
业顾问，并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家缘房产逐步改变
传统的营销模式，借助网络营销来适应时代的
需求。实现门店网络信息化管理，建立微信公
众平台，使经纪人、房源、客户关系高效整合营
销，让优质信息、资源共享，极大提高了客户服
务的反响速度，并获得了较好的口碑。

公司创建十几年来，始终秉承“诚信为本,
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一起努力，住得更好”
家缘房产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专业高效的一
站式居间服务，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在家缘愉
悦地找到一个家。

家缘房产，缘你一个家的梦！

宁波市甬旺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年5月，前身是宁波市甬旺房屋调剂中心，
是宁波市房屋拆迁办的下属改制企业，是宁波
市最早从事房产经纪行业的企业之一。现已发
展成为一家拥有近百家门店、员工1400多名的
行业龙头企业。

甬旺房产是一家专业从事房地产租赁、经
营、代理的房地产综合性服务公司。经营范围
涉及房地产买卖、租赁；代办产权交易过户、房
产证、土地证的抵押、按揭贷款等业务。公司还
拓展房屋置换业务、处理收购闲置、抵押房产、
新楼盘代理等业务。

公司是浙江省房地产估价师与经纪人协会
理事单位、宁波市土地学会理事单位、住房公积
金按揭指定单位、存量房屋交易资金托管指定
单位、存量房屋网上签约指定单位。2005年被
评为“宁波市十佳诚信房地产中介”；2006年至

今连续被评为“宁波市三区房地产中介综合信
用一级企业”；2006年、2009年连续被评为“诚
信企业”；2009年被宁波晚报评为“金牌合作伙
伴”，2010年被评为浙江房产中介“十强”品牌，
2013年被评为“宁波市第十一届消费者信得过
单位”；“乐居品牌2014年度（宁波）金牌合作机
构”；“好屋中国2014年度战略合作伙伴”等荣
誉称号……

“选择甬旺，成就居住梦想”，2018年甬旺
地产乔迁全新总部，它将再次起航，努力实现更
加美好的愿景！

中天房
产自成立以来，
始终谨记并严
格执行公司精
神“以规范管理
提高素质，以诚
实守信，优质服
务回报客户，以
敬业精神、树立
信誉”，加上社
会各界大力支
持与关心，企业
规模不断扩大。

目前中天主要从事房地产，二手买卖交
易，产权过户住房货款、抵押、价格评估、法律咨
询、代理等各项业务。公司以诚信为本，服务社
会为宗旨，运作超前的经营理念和以加盟的运

营模式，丰富市场信息，摸索市场规律，在实践
中不断成熟和发展。

在管理上,公司狠抓员工的专业知识，使员
工自身素质和敬业精神不断上升，赢得了社会
各界的一致好评，并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品
牌。多年来，在业务上精益求精，使中天也参于
了逸嘉新园、汇嘉新园，荣安府以及经济适用房
等楼盘的各类办证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省心、
放心的优良服务。

信誉是中天的生存之本，效益是中天的
发展之源泉。中天房产，365天无停歇，只要
您一个电话或光临中天，专业的置业顾问将
时时为您服务，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薛雄
飞总经理表示，中天的理想是自身公开、公
平、守信的办事原则，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
方便快捷的办事效率，温暖如春的服务态度
定会让客户留连往返。

诚发房产至今已走过了19个年头，宁波本
地老字号中介公司之一，旗下所属门店40余
家，均采用直营管理，在总公司的统一直属领导
下，力求各门店各员工的精益求精，各方面管理
要求也较为严格，能保证二手房相关数据信息
真实、准确，又坚持房东、房客、中介公司三方面
对面洽谈，且所有谈判、合同的签订均实行透明
化、阳光化操作，有效杜绝欺骗现象。公司接二
连三地收到的锦旗和表扬信，再次证明了客户
对我公司工作人员及公司工作的肯定，也说明
老百姓对老牌中介的认可。

随着二手房数据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对中
介操作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8年8
月，为顺应市场大局，公司经过了几个月的充分
准备后，启用了大公盘房源数据模式和楼盘字

典，能更快、更好地推荐和寻找房源；作为宁波
本土品牌中介，给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是我们当
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和目标，确保买卖双方利益
得到保障，尽可能地减少和杜绝市场投诉、飞单
现象的发生，始终维护顾客利益，将客户资金安
全放在第一位。无论行业走势如何发展，诚发
房产都会将自身的优势特点发扬下去，守住本
心，协同发展，为市民服务到位，也为政府解决
困难。

21世纪不动产：选择家，选择专家

诚发房产诚发房产：：
提升品质提升品质，，打造区域一流地产中介品牌打造区域一流地产中介品牌

甬旺房产甬旺房产：：实力实力++诚信诚信 值得信赖值得信赖

家缘房产家缘房产：：铸就老百姓信得过品牌铸就老百姓信得过品牌 中天房产中天房产：：优质服务优质服务 共创未来共创未来

宁波市南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

于1994年，26年来，南天房产以客户至上、

信守承诺，在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中赢得了

“南天房产 信誉如山”的赞誉。专注为广

大市民提供居间、代理、营销、策划、办证按揭

等各类服务，先后荣膺“全国优秀房地产经

纪机构”“省消费者信得过单位”“省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省五星级房地产经纪机构”“宁波

竞争力企业百强”等荣誉称号。

为真诚回报社会各界一直以来对南天

房产的支持与厚爱，南天房产138家实体门

店、2000余名资深经纪人携手在“七大提升

服务”的基础上，践行“五大服务承诺”：（一）

挂牌房源真实委托在售；（二）挂牌价格房东

真实报价；（三）买卖合约实时面签；（四）交易

全流程透明可视化；（五）经纪服务全程陪

同。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指导！

客服热线“87310888”

南天房产：新的一年再出发 品质服务再提升

成立于1993年，以房地产综合服务品

牌运营商为定位，是一家集房地产中介业

务、房地产租赁托管业务、新楼盘代理业务、

各类银行贷款咨询代办业务于一体的房地

产综合服务企业。

2002年公司与全球500强房地产中介

品牌CENTURY21联手合作，投资组建了

21世纪不动产宁波区域，以全直营方式在宁

波（0574范围内）运营21世纪不动产门店。

2016年，立得房产成功在宁波股权交易中

心挂牌上市，挂牌代码：710001。

公司坚持“安全、品质、高效”的服务理

念，将提升客户的满意度放在最重要的位

置。坚持并不断去创新，先后推出100%真

房源、安心4+1品质房屋计划、21项交易安

全保障措施、立得十项安心服务承诺……等

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有效措施，已成功为

60000多户家庭提供优质的房屋中介服务，

帮助客户找到了理想的居所。

诚发房产诚发房产：：
提升品质提升品质，，打造区域一流地产中介品牌打造区域一流地产中介品牌

诚发房产至今已走过了20个年头，是
宁波本地老字号中介公司之一，为铺旗下所
属门店50多家，采用直营为主+加盟的管理
模式，在总公司的统一领导下，力求各门店
各员工的精益求精，各方面管理要求也较为
严格，能保证二手房相关数据信息真实、准
确，又坚持房东、房客、中介公司三方面对面
洽谈，且所有谈判、合同的签订均实行透明
化、阳光化操作，有效杜绝欺骗现象。公司
接二连三地收到锦旗和表扬信，再次证明了
客户对我公司工作人员及公司工作的肯定，
也说明老百姓对老牌中介的认可。

随着二手房数据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对
中介操作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8年8月，为顺应市场总体形势，公司研
发部经过充分技术准备后，研发并启用了房
源大公盘数据模式和楼盘字典，能更快、更

好地推荐和寻找房源；现宁波优居二十多家
门店也纳入到诚发此系统内，实行双品牌运
作强强联合，纳入后诚发共计80余家门
店。作为宁波本土品牌中介，给客户提供优
质服务，是我们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和目
标，确保买卖双方利益得到保障，尽可能地
减少和杜绝市场投诉、飞单现象的发生，始
终维护顾客利益，将客户资金安全放在第
一位。无论行业走势如何发展，诚发房产
都会将自身的优势特点发扬下去，守住本
心，协同发展，为市民服务到位，也为政府
解决困难。

宁波市甬旺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
年5月，前身是宁波市甬旺房屋调剂中心，是宁
波市房屋拆迁办下属的改制企业，宁波市首批从
事房地产中介的企业之一，在不断的鞭策与磨砺
中企业逐步成长起来，现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近
200家门店，2000多名员工的知名企业。

甬旺房产自1998年创建以来，一直用“真诚
服务客户，用品质成就自己”作为自己使命，现已
发展成为拥有近200家门店的专业房产经纪公
司，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追求，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
的认可和消费者的信赖，历年来被评为：浙江省五
星级房产经纪机构、浙江省房产中介十大品牌，宁
波市房产经纪综合信用一级企业。现总部位于宁
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西区(B座)
21层，公司门店分布在海曙、江北、鄞州、余姚、北
仑、慈溪、奉化等各个区域，随时恭候您的光临!

公司以房屋租赁、销售等经纪业务为主，延
续相关后续服务，是专业从事房地产租赁、经营、
代理的房地产综合性公司。经营范围涉及房地
产买卖、租赁；代办产权交易过户、房产证、土地
证的抵押、按揭贷款等业务。公司还拓展房屋置

换业务，处理收购闲置、抵押房产；并同时开展新
楼盘代理等业务。公司设有按揭抵押签字点，为
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一次签名，一次完成”，随
到随签，节省您宝贵的时间，现已有中国银行、交
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等国有银
行入驻，以及兴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包
商银行、宁波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合作。

公司以“制度化、信息化、人性化”的管理理
念，“安心、称心、放心”的服务理念，始终坚持“信
誉至上，服务周到”的宗旨，为顾客提供诚实、守
信、优质的服务，深受广大客户好评，在百姓中的
口碑日益提高。

甬旺房产甬旺房产：：实力实力++诚信诚信 值得信赖值得信赖

家缘房产家缘房产：：铸就老百姓信得过品牌铸就老百姓信得过品牌

宁波市家缘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9月，公司经过十几年的稳健发展实
现了产业的升级。凭借着爱与执着，不断提
升客户服务体验，推动行业的进步与规范。
建立了一个操守自律，勇于创新，智慧管理
的现代服务品牌。

从商品房、写字楼、商铺、厂房信息咨询
买卖及租赁，到一、二手楼盘代理、营销策
划。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家缘房产目
前已发展了40余家覆盖全市各个区域直属
分公司。公司通过专业系统培训打造了一

支业务素质过硬、经验丰富、注重职业道德
的房地产经纪人队伍和各类专业人才。为
广大的客户提供超有效的信息、最快捷周到
的服务，做客户最贴心的置业顾问，并赢得
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家缘房产逐步改
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借助网络营销来适应时
代的需求。实现门店网络信息化管理，建立
微信公众平台，使经纪人、房源、客户关系高
效整合营销，让优质信息、资源共享，极大提
高了客户服务的反响速度，并获得了较好的
口碑。

公司创建十几年来，始终秉承“诚信为
本,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一起努力，住得
更好”家缘房产致力为广大客户提供优专业
高效的一站式居间服务，让每一位消费者都
能在家缘愉悦地找到一个家。

家缘房产，“缘”你一个家的梦！

擎达房产：专业诚信 做出品牌

宁波市海曙擎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11月，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房地产经营、代理的房地产综合性服务公

司。经营范围涉及房地产经纪、房地产法律

事务咨询。为顾客快速提供住宅、公寓、店

面、办公用房、厂房、地块等销售、租赁信息，

代办产权交易过户及房产证、土地证抵押、

银行按揭贷款等业务。公司还开展房屋置

换业务及处理收购闲置、抵押房产，新楼盘

代理等业务。

公司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春华

路490号。拥有专业房产销售、接待人员二

十多名，本公司始终本着“信誉至上，服务周

到”的宗旨，为顾客提供“诚实、守信”的服务，

恭候您的光临。

1818厂房网租售中心
www.1818cf.cn工业地产专家
估价过户房源登记15105741188

201810253302121012 北仑柴桥27亩20000平 6000万
201906203302122011 北仑大榭80亩5000平 6400万
201802303302220136 北仑小港主路15亩8000平 面议
201801303302280107 北仑霞浦6亩3000平 1620万
201907163302120039 北仑大碶30亩3万平 7500万
201812111302120012 北仑大碶16亩13000平 4350万
201812133302120054 北仑小港主路30亩3万平 9000万
201908053302212122 北仑春晓30亩10000平 4600万
201907102133022333 北仑白峰6亩1000平 650万
201907012212145122 北仑春晓15亩11000平 3350万
201810153302120032 江北60亩4万平多套 价面议
201810115111412472 姜山边缘80亩20000平 价面议
201807301302320129 下应厂房35亩3万平轻工 1.25亿
201907082133022111 姜山边缘34亩18000平 价面议
201804303302220125 五乡新厂+店面40亩3万平 1.1亿
201908113302020123 鄞州滨海80亩5万平 特价面议

写 字 楼
麒麟大厦 100平、128平、办公装 8000元/平起
豪如大厦 400平、109平、办公装 10000元/平起
嘉汇国贸 230平复式 236平 220万起
华宏第五大道 143平120平 特价140万起
东方商务中心 150平、大小多套 115万
健宸大厦 202平、265平办公装位好 260万
和荣大厦 500平地铁4号线 办公装 520万
研发园写字楼 450平900㎡2000㎡ 含税8500元/㎡
新天地写字楼 2套 400㎡ 800㎡ 特价6500元/㎡

看房及咨询热线151 0574 1188 席娟

201802303302220106 五乡国道边10亩5000平 2600万
201803303302220124 姜山4亩4000平位好 价面议
201908012133032011 姜山主路8亩4000平位好 价面议
201904233302030097 五乡宝幢5亩4000万平 1500万
201811153312110032 姜山茅山10亩5000平 2500万
201810183302110033 东钱湖13亩9000平 3400万
201810043302120015 钟公庙主路3亩2000平 价面议
201905083302031122 云龙主路10亩8000平 2800万
201907082133022111 云龙11亩20亩5000平 面议
201907223302030011 宋诏桥边5亩9亩5000平 1900万起
201908053303330212 鄞州滨海30亩 1850万

急征房源135 6784 9539屠13362461190许
201903233302020403 余姚姚北32亩1.5万 3900万
201903203303122311 余姚丈亭35/70亩8000平 3200万起
201810223302030138 丈亭全新厂35亩2.5万㎡ 价面议
201907303302030026 余姚梁弄14亩4500平包税 1180万
201810243302120059 余姚临山13亩8000平 1400万
201907303302030014 余姚临山45亩33000平 6000万
201812033302120046 余姚梁辉12亩2500平 1800万
201907243302050040 余姚梁弄30亩1.8万㎡ 2500万
201809153302030017 余姚临山16亩5000平 1500万
201907013302050033 余姚泗门18亩4000平 特价1800万
201906243302050042 余姚泗门40亩2.4万平 3600万
201909023302050033 小曹娥18亩12000平 2500万
201904023302010033 小曹娥5亩3000平 1000万
201904223302050123 小曹娥80亩2万平 6000万
201904292140322011 余姚三七市12亩6000平 1850万

急征房源189 6624 4520周132 9199 4219洪

201802303302220109 江北慈城边4亩2500平 850万
201906063303031221 江北主路70亩4万平 1.4亿
201810153302120033 古林礼嘉桥3亩6亩3000平 面议
201902153302123112 高桥主路10亩5000平 价面议
201905043302030052 高桥主路5亩5000平 价面议
201906013302031012 集士港10亩7000㎡ 价3400万
201803303302220726 高桥边大隐6亩3500平 1450万
201905063303012321 布政厂房4亩3000平 价面议
集体、无证 集士港新厂9亩11000㎡ 2200万

急征房源134 2936 0028邵
201802303506001223 镇海庙戴19亩1000平 3200万
201808033302120030 镇海庄市25亩17000平 价面议
201903023302030021 庄市厂房店面16亩9800平 4000万
201902133302030029 镇海庙戴20亩15000平 3900万
201801313302030033 镇海庙戴12亩3000平 2650万
201902253302130207 镇海骆驼20亩10000平 5200万
201908253302130117 镇海蛟川13/18亩8000平 3600万起
201810203302120032 镇海俞范5亩3000平 含税1400万
201809283302030047 镇海九龙湖边5亩3000平 1080万
201905303302220206 镇海蛟川43亩5000平 6100万
201907053302201012 莼湖5亩新厂5000平 含税价1550万
201905220330222121 莼湖23亩10000平位好 4000万
201808253302220208 三横4亩2500平有店面 1450万
201903253302220208 奉化裘村9亩2200平 900万
201904253303220118 奉化江口6亩2800平证全 1600万

急征房源152 5828 0313胡151 0574 9933牟

201810043302120015 慈东工业区15亩1.1平 2500万
201810243302050014 慈东工业区48亩2.8万平 6000万
201809253302030088 慈东工业区40亩2.8万平 5000万
201907019330203102 慈东工业区30亩2万平 4500万
201903012330211003 慈东工业区30亩45亩 80万/亩
201905093302121012 浒山厂房10亩5000平 含税价2500万
201905020330205102 范市工业区15亩13000平 2800万
201902253301030014 观城主路8亩12000平 2200万
201901043302120068 慈溪长河30亩已填塘渣 2600万
201907203301020041 慈溪长河7亩3000平 1200万

急征房源 151 0574 4669小涛
201903203302050042 杭州湾新区14亩1.7万平 2500万
201903243300112453 杭州湾新区34亩1.6万平 3800万
201904443302124023 杭州湾新区42亩8000平 3100万
201904213330212145 杭州湾新区9亩4000平 1580万
201907163302120039 杭州湾大厂90亩3万平 宜物流1亿
201909263302030039 周巷主路25亩15000平有店面 3200万
201909283302030024 周巷主路30亩7000平高10米 3600万
201910043302030006 崇寿工业区43亩1.4万平 6000万
201904143302050028 坎墩工业区10/17亩1.5万平 2100万起
201907163302120039 新浦工业区7/11亩1.5万平 1700万起
201910043302030006 庵东工业区10亩3000平 1300万

急征房源133 8584 5376黄
厂房出租

江北边余姚丈亭 全新厂房，5万㎡ 13元/㎡/月起
下应工业区 4亩2500平 年租65万
洞桥工业区 900平全一楼 20元/平
集士港 7亩1500全一楼 年租35万/年
横溪全新厂房 2000平1-3楼 20元/㎡/月

189 6624 4520周132 9199 4219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