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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cy Wollaston 單家庭 $429,900 North Quincy 公寓
$335,000 Quincy Center 公寓 $101,900 Worcester 商業
41年新, 木地板, 2.5浴室, 廚房可進餐, 北昆市, 2睡房單邊, 靚景有露台, 廚房 全磚廳連房, 光亮, 木地板, 有車位. 近 黃金地段主街, 大獨立餐館物業, 面積16,724
呎, 佔地 面積 88,862呎. 餐館生意穩定, 老字
有大車房和大車道.
有窗口, 木地板.
地鐵. 原售$109,900.
號有全酒牌, 娛樂牌等. 餐館物業連生意酒
牌共售$2,800,000. 生意只售$600,000.

Quincy 靚3家庭
$709,900 Quincy 排屋
$315,000 North Quincy 雙家庭 $535,000 Randolph 單家庭
$209,900
昆士靚3家庭, 全新翻新, 每層2睡房, 昆士Townhouse 27年新大村屋, 1531 北昆士黃金地段2家庭, 近地鐵站, 硬 Wollaston特平單家庭, 2睡房, 硬木地
新廚房, 浴室. 近地鐵.
呎, 3睡房, 1.5浴, 2和3樓木地板.
木地板, 5/6間隔, 大車道.
板, 室內良好狀況.

Clinton 單家庭
$1,190,000 Quincy 雙家庭
$350,000 Quincy-Wollaston 單家庭 $389,900 Quincy Wollaston 單家庭 $405,900
佔地1.68畝單家庭. 餐館連物業出售. 昆士雙家庭, 姊妹屋. 近學校和地鐵 昆士Wollaston黃金地段. 近地鐵, 8 Quincy-Wollaston單家庭, 近地鐵, 前面
大量泊車位.
站.
間隔, 4睡房, 1.5浴室, 大閣樓, 硬木 磚, 3-4睡房, 2浴室, 大房間, 一樓新翻新
地板, 新屋頂, 新暖氣, 2大車房.
地板. 廚房可進餐. 完成閣樓, 大後陽台.

減價

Quincy 單家庭
Revere 商舖
South Boston 商業 租$14呎起
$334,900 Quincy 商舖
靚單家庭, 1969年建. 4睡房, 2浴室, 硬 昆市商舖, 2個單位獨立物業. 面積 商舖/寫字樓, 2層獨立物業. 面積 South Boston大型物業, 新裝修共5個單
位, 每單位5000呎以上, 設有卸貨台及貨
木地板, 中央冷氣, 外包膠. 多泊車位. 2090呎.
2048呎.
電梯, 樓頂高. 近唐人街, 步行到地鐵站.
近交通.
售$219,000 或租$1,000起
售$219,000 或租$2,500

單家庭 / 多家庭 / 公寓
• Quincy 4家庭: 北昆士黃金地段, 5/5/5/5間隔. 很近地鐵. 售 $765,000
• Hull 單家庭: 海景豪宅, 5大睡房, 4.5浴室. 硬木地板, 所有傢俬留下.
另有地皮和三車房. 售 $1,395,000

• Lowell 5住宅(Condo)公寓和1間士多出售: 硬木地板多泊車位全新
裝修. 售 $668,888

• Clinton 單家庭: 佔地1.68畝單家庭. 餐館連物業出售. 大量泊車位.
售 $1,190,000

地皮出售
• Weymouth: 昆士住南, 約6.93英畝地盤, 發展良機.

機不可失. $450,000
• Scituate: 昆士住南, 約20英畝地盤, 環境一流.
發展良機. $1,500,000
• Berkely: 銀行盤投資商機, 22幅地皮, 周圍環境優雅.

$850,000

商舖租售
• Boston 唐人街土庫舖位: 人流旺. 近《天下爲公》. 可適合做 雜貨, 中藥材. 約1700呎. 月租$3,600
• Boston 唐人街: 在《天下爲公》處. 四樓大寫字樓. 約3900呎. 須要裝修. 月租$3,000
• Quincy 市中心, 舖位出租, 黃金地段. 月租$1,400
• Quincy: Wollaston地鐵站對面. 車流量高. 適合美容, 理髮店和寫字樓. 平租 月租$775 起
• Quincy 五金舖出售: 好生意連存貨(近30萬價值). 包鏟車和小貨車(VAN). 售 $129,900
• Braintree: 寫字樓狀況好, 多泊車位. 車輛流量高. 月租$500

餐館物業 / 生意
• Brockton: 中餐出售生意. 3000呎, 生意7萬/月, 租金$3800, 8年租約 . 售 $250,000
• Taunton: 中式Buffet出售生意. 4000呎, 生意11萬/月, 租金$11,000, 9年租約 . 售 $300,000
• Norwood: 中日餐出售生意. 4000呎, 生意7萬/月, 租金$6000, 9年租約 . 售 $250,000
• Worcester: 旺餐館物業出售. 租金好. 月租$5000. 租約長. 獨立物業, 大停車場.
好投資. 售 $850,000

• Marshfield: 1982年老字號中餐館生意出售, 可容納228位客人, 7900呎. 全酒牌和娛樂牌.
生意額好和隱定. 黃金地段. 多泊車位. 東主另有發展. 售 $199,900

• Boston: 88點心中式餐館生意出售, 位於BU/BC及Brighton地段. $5500租金. 售 $85,000
• Allston: 旺地點, 日式Buffet生意出讓, 8000呎, 生意二十多萬, 5分鐘距離Harvard Business School.
• Newport, RI: 餐館生意出售. 4000呎, 生意5萬/月, 租金$4000, 7年租約 . 售 $16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