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02
个人简介：男，1985 年 12 月，身

高 178cm，汉族，大专，未婚，日照户
籍，月薪 3000 元，有房子，个体，有
爱心，爱运动，平时时间充裕。

择偶要求：24-30 岁之间，身
高 158cm 以上，大专。

3103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0cm ，高中学历，未婚，户籍日
照，月薪 2000 元，有车有房，中铁
二十三局，爱好游玩。

择偶要求：未婚，30 岁以下，
身高 170cm 以下，高中以上学历，
性格开朗。

3104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4cm，汉族，本科学历，未婚，户
籍五莲，月薪 3200 元，业务员。毕
业后一直从事驻外工作，无条件
接触异性，回日照工作稳定，求贤
妻一名。

择偶条件：单身，23-26 岁，身
高 165cm，大专以上学历，性格温
柔、善良、贤惠，工作稳定，日照本
地或附近户籍便可。

3105
个人简介：男，1988 年，身高

168cm ，汉族，本科学历，户籍莒
县，月薪 5000 元，东宫装饰，成功
的婚姻不是对象有多少钱，而是
老公有多爱你。

择偶条件：未婚，20-30 岁，身
高 150cm 以上，学历不限，性格活
泼，户籍不限。

3106
个人简介：男，1983 年，身高

170cm，汉族，大学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一万，有车有房，个
体，稳重，无不良习惯，有意者电
联。

择偶条件：未婚，年龄 25-32

岁，身高 160cm，性格开朗、温柔。

3107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85cm，汉族，大专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2000-3000 元，企业工
作，性格开朗、诚恳，希望结识有
缘的你。

择偶条件：未婚，年龄 22-28

岁，身高 160cm，大专以上学历，活
泼开朗。

3108
个人简介：男，1986 年，身高

181cm，汉族，中专学历，未婚，户
籍东港合村，月薪 2000 元，有房，
成熟稳重，有上进心。

择偶条件：未婚，23-26 岁，身
高 160cm-170cm，成熟稳重。

3109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6cm ，汉族，大专学历，户籍荷
泽，月薪 4000 元，日照钢厂，个性
张扬，力争上游，爱情无界限，我
有我风彩！

择偶条件：未婚，22-27 岁，身
高 160cm 以上，学历不限，漂亮大
方明事理，心美嘴甜好身体。

3110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3cm，汉族，大专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2700 元，央企工作，
内外兼修，打羽毛球，跑步。

择偶条件：未婚，22-29 岁，身
高 160cm 以上，孝敬父母，日照本
地人。

3111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1cm，汉族，高中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河山，月薪 2500 元，有房，
日照某集团，内外兼修，爱拼才会
赢。

择偶条件：未婚，22-27 岁，身
高 160cm，活泼开朗，日照本地人，

有工作。

3112
个人简介：男，1989年4月22日，

身高175cm，汉，大专，未婚，户籍日
照东港，月薪2100元，有房，亚太森
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性格比较
随和，无不良嗜好，曾经相遇总胜
过从未碰头。

择偶要求：未婚，20-27 岁，身
高不限，学历不限，温柔。

3113
个人简介：男，1988 年，身高

168cm，汉，专科，未婚，山东日照，
月薪 2000 元，有房有车，亚太森博
(山东)浆纸有限公司，真心求一生
一世相扶相依的妻子，我会学着
做最好的爱人。

择偶要求：未婚，24、25 岁，身
高 165cm 以上，本科，孝敬父母，活
泼开朗，温柔大方，体贴可人，山
东日照本地老乡，职业/房车无要
求。

3114
个人简介：男，1982 年，身高

172cm，汉，本科，未婚，山东日照，
月薪 3000 元，有房，亚太森博(山
东)浆纸有限公司，勤奋向上,吃苦
耐劳,温文尔雅,体贴人。

择偶要求：未婚，28 岁左右，
身高 160cm 以上，温婉，孝顺，日照
本地老乡。

3115
个人简介：男，1986 年，身高

172cm，汉族，初中，未婚，户籍黑
龙江，月薪 3000 元，钢厂。

择偶条件：未婚，28-30 岁，身
高 170cm，初中以上学历，随和，最
好是东港区本地人。

3116
个人简介：男，1985 年，身高

181cm，汉族，本科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3600 元，有车有房，
建委工作，大高个，一点点的帅
气，一点点的幽默感。

择偶条件：未婚，24-28 岁，身
高 163cm，本科学历，活泼开朗孝
顺。

3117
个人简介：男，1988 年，身高

175cm，汉族，中专学历，未婚，月
薪 2000 元，有房，日青集装箱有限
公司。

择偶条件：未婚，24-26 岁，身
高 160cm-165cm，高中以上学历，
性格开朗，脾气温顺，孝顺父母，
说话能合得上，要有正当职业，须
为日照本地。

3118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5cm ，大专学历，未婚，户籍东
港，月薪 2000 元，有房，日照街道
办事处，诚实稳重，喜欢旅游，爱
好诗画，找一位善解人意，活泼开
朗的女孩共同承担幸福。

择偶条件：未婚，23-30 岁，身
高 163cm-172cm，大专学历，活泼
开朗，新市区人。

3119
个人简介：男，1989 年，身高

177cm，汉族，大专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2000 元，有房，亚太

森博浆纸有限公司，本人在亚太

森博木桨厂工作，有房，身高
177cm，体重 64kg，想找一个合适

的女孩，谈一次一辈子的恋爱，给

我一个机会，还你一个奇迹！

择偶条件：未婚，23-27 岁，身

高 163cm。

3120
个人简介：男，1984 年，身高

178cm ，汉族，高中学历，户籍日

照，月薪 3400 元，省康麻将副总。

择偶条件：年龄 25 — 30 岁，

身高 160cm 以上。

3121
个人简介：男，1982 年，身高

168cm，汉族，高中学历，户籍国际

海洋城，月薪 2600 元，石臼印花厂

单位部门主管，本人诚实稳重，脾

气好，未来的路很长，想找个温馨

的家，让你我相遇下个停靠点。

择偶条件：27 — 34 岁，属鸡
的除外，身高 155-165cm 左右。

3122
个人简介：男，1987 年 7 月 11

日，身高 175cm，汉族，专科，未婚，
三庄人，月薪 3000 元，泰康人寿保
险公司。

择偶要求：未婚，20-28 岁，
165cm ，专科，活泼开朗，其余不
限。

3123
个人简介：男，1986 年 5 月 19

日，身高 170cm，汉族，中专，未婚，
岚山人，月薪 3000 元，快递，性格

开朗善良。

择偶要求：未婚，25-28 岁，身

高 160cm，性格温和，其余不限。

3125
个人简介：男，1988 年 1 月，身

高 183cm，汉族，专科，未婚，日照

人，月薪 4000 元，有房有车，港务

局。

择偶要求：未婚，21-25 岁，身

高 160cm 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性

格开朗，最好日照本地，稳定工作
(党政机关或者国企)。

3126
个人简介：男，1987 年 3 月，

身高 1 . 8 米，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人，月薪 3500 元，有房有车，港
务局。

择偶要求：未婚，23-27 岁，身
高 1 . 68 米以上，大专以上，性格开
朗活泼，日照本地，固定工作。

3127
个人简介：男，1988 年 1 月，

身高 1 . 83 米，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人，月薪 5000 元以上，工程技

术，性格外向。

择偶要求：未婚，23-26 岁，身

高 1 .65 米，大专以上，其余不限。

3128
个人简介：男，1982 年 1 月，

身高 1 . 71 米，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东港人，月薪 3800 元，有房有

车，日照港，本人在国企机关工

作，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家是市区，有房有车，父母退休家

庭无负担，月薪 3800 元以上。

择偶要求：未婚，28 岁以内，

身高 1 . 65 米左右，专科以上，其余

不限。

3129
个人简介：男，1987 年 6 月，

身高 1 . 8 米，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人，月薪 5000 元，有房有车，设

计创意。

择偶要求：未婚，25-28 岁，身

高 1 . 65 米，性格开朗，本地人，其

余不限。

3130
个人简介：男，1984 年 1 月 29

日，身高 1 . 8 米，汉族，大专，未婚，

石臼人，月薪 3000 元，有房有车，

关华国际贸易。

择偶要求：未婚，27-31 岁，身

高 1 . 6-1 . 7 米，性格活泼开朗，其余

不限。

3131
个人简介：男，1986 . 8 ，身高

1 . 75 米，汉族，本科，未婚，五莲人，

月薪 2900 元，有五险一金，有房有

贷款，石油储存。

择偶要求：未婚，25-29 岁，身

高 1 . 63 米以上，大专以上，性格随

和孝顺，在日照。

鹃80 后男 鹃80 后女
4051

个人简介：女，1980年12

月，身高 168cm，汉族，大专学
历，未婚，莒县人，无房无车，
山东省地图，对的时间找到对
的人，一起好好过日子。

择偶要求：未婚，28 到 34

岁，身高 175cm 以上，大专以
上学历，性格外向，有房。

4052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3

月，身高 165cm，汉族，大专学
历，未婚，日照东港人，毕业于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温柔善
良。爱就全心全意，不爱则彻
彻底底。

择偶要求：未婚，27 岁以
上，身高 175cm 以上，稳重，开
朗，有上进心。

4053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0

月 23 日，身高 167cm ，汉族，
学历小学，未婚，日照户籍，月
薪 2000-4000 元，房产公司。
对生活充满希望，善良，活泼
中带着文静，不喜欢拖拉，人
缘还是不错的。

爱情宣言：一个人，一句
话，一辈子。

择偶要求：未婚，1 7 8 -
185cm ，27-29 岁，本科，性格
开朗，有幽默感，有责任心，上
进心，工作稳定一点，对家人
孝顺一点，在日照常住的。

4054
个人简介：女，1988 年 7

月 13 日，身高 160cm ，汉族，
大专，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2500 元，设计。

爱情宣言：我不求我的爱
情有多么浪漫，茫茫人海中，
我只希望能找的一个和我共
度简单生活的人，平淡爱情，
简单生活，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蓦然回首，这个人会是你
吗？

择偶要求：未婚，身高
170cm 以上，25-30 岁，大专及
以上学历，性格开朗。

4055
个人简介：女，1983 . 06 ，

160cm ，汉，本科，未婚，山东
日照东港区，月薪 3000 元，亚
太森博(山东)浆纸有限公司。
本人孝顺、善良、温柔、聪明好
学，比较喜欢绘画、手工、设计
方面的东西，擅长理财、注重
实效！长相自己感觉还算漂
亮。

爱情宣言：愿得一人心，
白首不相离！

择偶要求：未婚，身高
173cm 以上，28-32 岁，本科，
内外兼有，成熟、稳重、有责任
心、有素质、孝顺、脾气好，有
稳定的工作，有房，能真心真
意对对方的人！最好是日照本
地人士！

4056
个人简介：女，1986 年 8

月，身高 165cm ，汉，研究生，
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 0 0 0

元，无房有车，公务员。我就是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爱情宣言：缘分很重要。
择偶要求：未婚，身高

175cm 及以上，25-30 岁，本
科，性格开朗、风趣，热爱生
活，五官端正，品行良好，正当
职业。

4057
个人简介：女，1982 . 08 ，

身高 160cm，汉族，研究生，未
婚，日照，3000-5000 元，公务

员，为人善良、上进、有爱心、
孝心，性格开朗。

择偶要求：未婚，身高
170cm ，28-36 岁，本科，希望
对方人品好、有责任心和上进
心。

4058
个人简介：女，1981 年，

身高 155cm ，汉，未婚，日照，
1500 元。跛足,善解人意，温柔
善良，随和恬静。

择偶要求：未婚，大专，可
以照顾我，保护我，成熟稳重，
有责任心，不吸烟，无不良嗜
好。

4059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

月，身高 162cm，汉族，大专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音乐培训
中心，月薪 3500 元，曾做过播
音主持人，现在搞音乐培训。

爱情宣言：喜欢我就跟我
走。

择偶要求：未婚，27-30

岁，身高 180cm 左右，大专学
历。有事业心，有上进心。

4060
个人简介：女，1989 年 4

月，身高1 6 6 cm，汉族，大专
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房地
产，月薪 2500 元。

择偶要求：未婚，26-30

岁，身高175cm，本科学历以
上。性格要阳光一点。要有
稳定工作，有房子，有责任
心。

4061
个人简介：女，1 9 8 5 年

8 月，身高 1 6 3 cm ，回族，本
科学历，未婚，户籍河北，中
医，月薪 2000 元，有车有房，
现住在山海天，在日照工作
5 年，想落户日照，以后把父
亲 接 过 来 ( 有 房 子 不 住 一
起 )，希望对方有孝心，有担
当。

择偶要求：未婚，28-35

岁，身高 1 8 0 cm 左右，专科
学历以上，成熟稳重，大气。
日照本地，至少可以贷款买
房，小点无所谓。

4062
个人简介：女，1981 年，

身高 1 6 2 cm ，汉族，本科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从事教
育相关职业，月薪 2000 元，
相貌端庄，有爱心，善良，立
志做一个贤淑的女子，本真
的女子，真源的女子。信佛
教。

择偶要求：33-41 岁，学
佛者优先，有婚房，其他不限。

4063
个人简介：女，1984 年，

身高 1 6 2 cm ，汉族，本科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

爱 情 宣 言 ：愿 得 一 人
心，白首不相离。

择偶要求：未婚，29-31

岁，身高 1 7 0 cm 以上，本科
学历，孝敬父母，顾家，本地
有车有房，工作稳定。

4064
个人简介：女，1 9 8 8 年

10 月 28 日，身高 163cm ，汉
族，高中学历，未婚，户籍日
照，欧臣商贸，本人热情大
方有爱心，乐观开朗，独立。

爱情宣言：找个单纯有
责任心有孝心的

择偶要求：未婚，2 8 岁
以上，身高 1 7 3 cm 以上，高
中学历，开朗真诚有素质，
有房子。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本报平面相亲会栏目开
设以来，每天都会有市民来到本
报编辑部查询相亲资料。本报从
中牵桥搭线，已有近 30 对单身
男女有交往意向。即日起，单身

男女可给爱慕者留言，大胆说出
你的爱。

28 日，市民李先生来到本报
编辑部，查询一名女士的相亲会
信息。“看了平面相亲会刊登的
所有女士的资料，感觉 4039 号女

士符合我的择偶要求，能不能给
我一下她的联系方式呢。”

本报记者随后拨通了这位
女士的电话，在征得女士同意的
情况下，将电话告知了李先生。

“平面相亲会的栏目非常

好，我们拿着报纸随时可以看。”
市民张先生建议，如果平面相亲
会可以提供一个平台，让相亲者
可以诉说情怀，表达爱意就更好
了。

针对市民提出的建议，为更

好地为单身男女服务，即日起，
本报开始征集留言，如果您有爱
慕的人，请将对方编号+您想要
说的话+您个人的具体情况，发
送至邮箱461785196@qq.com，我
们会为您转达。

本报平面相亲会帮您继续寻缘

单单身身男男女女可可给给意意中中人人留留言言表表心心意意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整理

E02 2014年4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辛周伦 美编/组版：赵文华

今日日照

身边


	RE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