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全方方位位体体验验裕裕升升置置业业人人居居品品质质
山东裕升置业有限公司看房团推介会圆满举行

本报 6 月 2 6 日讯 (记者
李玉涛) 近日，由日照 100

余组家庭组成的看房团，共同
参观品鉴了山东裕升置业旗
下各大房产项目，并出席了裕
升置业项目推介会。

上午 8 点 3 0 分，看房团
第一站来到裕升·璞院项目的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裕升·
璞院工程现状及进度做了详
细的介绍，看房团成员对裕
升·璞院的工程建设速度赞叹
不已。随后看房团到达了裕
升·国际花园，通过实景参观，
切身感受到了小区的优美环
境和项目品质、“我们多努力，
让您更满意”金牌物业服务理
念管理，让看房团成员们身全
方位体验裕升置业人居品质
生活。

随后，看房团相继参观了
裕升·璞院、裕升·大唐华府和
裕升·华庭接待中心，各项目
的接待中心现场气氛火爆高
涨，置业顾问积极解答现场看
房嘉宾提出的问题。有不少客
户拿着手中的宣传资料围在
置业顾问身边咨询楼盘价格、
户型等相关信息，在现场置业
顾问的专业细心解答下，对看
房团提问的嘉宾一一做出了
满意解答。

上午 11 点，山东裕升置
业有限公司在凌海大酒店举
行 了 项 目 推 介 会 及 招 待 午
宴。为缓解活动沿途中的疲
惫，细心的工作人员为看房
团 的 嘉 宾 准 备 了 茶 水 及 瓜
果。推介会向大家展示了中
瑞集团及山东裕升置业有限
公司的基本简况；各项目优

秀的置业顾问详细介绍了裕
升·华庭、裕升·大唐华府、裕
升·璞 院 项 目 情 况 ；其 中 裕
升·华庭 CLD 的区位价值、
裕升·大唐华府从区位到户
型的“八大优势”以及裕升·
璞院工程速度的升级给看房
团嘉宾留下了深刻印象。

推介会后，山东裕升置业
有限公司许崇勤书记在推介
会中发表了亲切而热情的总

结讲话。许书记对于看房团嘉
宾的到来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与欢迎。许书记指出，作为社
会的一家责任企业，山东裕升
置业有限公司在企业发展的
同时不忘记回报社会、回馈父
老乡亲对企业的支持，山东裕
升置业有限公司将继续践行

“执子之手，温暖一生”的企业
理念，继续为社会、客户、为员
工执着追求，不断地圆梦！

看房团推介会在其乐融
融的氛围中圆满结束，裕升置
业也位每户参加看房活动的
客户赠送了精美的纪念品。走
出酒店，依然有很多客户意犹
未尽，再次去到各自感兴趣的
项目做进一步了解。

裕升置业诚挚欢迎更多
的看房团走进裕升置业，全方
位体验裕升品牌铸就的一个
个品质人居。

精品楼盘鉴赏

裕升·华庭

秉承“高品质生态宜居社
区”的理念，是山东裕升置业有
限公司继中瑞·聚福园、裕升·
国际花园、裕升·璞院、裕升·大
唐华府之后斥巨资开放建设的
总规模近百万平方米的城市综
合体。

裕升·华庭首期开发临沂
路以东 1 1 5 亩，总建筑面积 2 0

万平方米，由 1 5 栋高层、小高
层住宅、1 栋幼儿园和部分底商
组成，项目雄踞城市发展中轴，
新城区、老城区、高新区、大学
科技园四区交会，一举奠定城
市核心地位，周边环境优美、风
景迷人，必将成为日照未来人
居新中心。

裕升·璞院

位于日照市秦皇岛路与太
原路交会处南 2 0 0 米路西，总
用地面积 31403 ㎡。项目包括 8

栋多层、2 栋高层、沿街商铺及
幼儿园一处，项目周边学校、医
院、公园、球馆、商超、四大银行
尽在咫尺，2 7 0 0 ㎡大型专属幼
儿园，生活与童话世界零距离。

裕升璞院，身居璞玉之地，
完美的生活配套，引领区域惬
意生活。

相关链接

▲看房团参观小区实景。

看房团大巴车整装待发。

励励志志女女孩孩想想找找男男友友一一起起买买房房还还贷贷
专家表示两人共同创造财富会更幸福

本报 6 月 26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本报平面相亲会栏目共有
2000 余名单身男女报名参加，其中
大部分女生都要求男方有房，甚
至有的还要求无房贷，这让许多
没房男士望而却步。专家表示，女
生不应过分要求物质条件，两人
共同创造的幸福才更有价值。

26 日，一位长相甜美的 26 岁
女孩小王来到本报编辑部报名参
加平面相亲会，她身高 165cm，本
科学历，目前在一家企业当文员，
工作稳定。她告诉记者，平时除了
跟单位同事接触外，很少有机会
认识其他异性朋友，所以男朋友
的事就一直没有着落。“晚报的平

面相亲会我一直关注，上面很多
男生条件也都蛮适合的，所以想
来碰碰运气。”王女士说。

王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对男
朋友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心地善
良，脾气好，孝敬父母，有个相对稳
定的工作就好了。对于房、车等，她
并没有任何要求，她认为同龄人

都刚工作没几年，自己买上房子
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靠家里，“我
觉得没有必要给父母这么大压
力，我们可以奋斗几年，一起买房
一起还房贷。”王女士说。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教授张晓琼表示，爱情才
是婚姻的坚固基础，毕竟房子对

于生活而言并不是必须的，但一
个相亲相爱相依相携的人生伴侣
才是人的一生不可或缺的，“两个
人共同奋斗，车子、房子迟早都是
会有的，而且因为是共同努力获
得的，在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你
们更能收获一份情感的硕果。”张
晓琼说。

3183
个人简介：男，1988 年 10 月，身高

185cm，汉族，大专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月
薪 5000 元，有房，暂未购车，自由个体。爱好
广泛，喜欢交友，为人和善，待人接物。善于
交际，喜欢帮助别人。

爱情宣言：你我曾擦肩而过未留下痕
迹，等待机会来的那天肩并肩渡过。

择偶要求：未婚，22-29 岁，165cm 以上，
学历不限。

3184
个人简介：男，1985 年，身高 174cm，汉

族，户籍日照西湖，在港工作，月薪 5000 元，
有房，上班有便车。性格偏内向，思想成熟。

爱情宣言：你愿走进我的世界吗？你若
成风，我便化雨。

择偶标准：本地户口，162-167cm，最好
在开发区工作。

3202
个人简介：男，1988 年，身高 175cm，汉，

本科学历，未婚，月薪 5000 元，
爱情宣言：希望每天看到你，一起吃早

餐。
择偶要求：未婚，27 岁以内，160cm，学

历不限，性格开朗、善良，孝敬父母。

3206
个人简介：男，1989 年，身高 180cm，汉，

大专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 元以
上，有房，就职于联通公司。

爱情宣言：失去我将是你的损失！
择偶要求：未婚，22-27 岁，160cm 以上，

高中以上学历，性格开朗活泼，上班族，最好

本地，外地的原意留下也行。

3207
个人简介：男，1986 年 10 月，身高

175cm，汉，大专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 元，有车有房，就职于电厂。喜欢看电
影、上网、运动、钓鱼。

爱情宣言：什么时候我才找到我的另一
半。

择偶要求：未婚，28 岁，身高 160cm，大
专学历，性格开朗活泼、漂亮、有责任感、顾
家，上班族，有车。

3214
个人简介：男，1983 年，身高 168cm，汉

族，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未婚，户籍日照，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老师。

择偶要求：未婚，25-29 岁，身高 160cm

左右，本科，身体健康，有正式工作，人品好，
心地善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3215
个人简介：男，1989 年 1 月，身高 180cm，

汉族，本科，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4000

元，有房有车，保险金融业。本人性格开朗，
长相帅气，孝敬父母，有事业心、责任心。

择偶要求：未婚，23-26 岁，身高 165cm，
专科以上学历，性格开朗，大方，善良，有稳
定工作，最好事业单位。

3219
个人简介：男，1982 年，身高 171cm，汉

族，硕士，离异，户籍莒县，年薪 20 万，建筑
设计。

择偶要求：未婚，30 岁左右，身高 160cm

以上，建筑工作最佳。

鹃80 后男 鹃80 后女
4080

个人简介：女，1984 年 2 月，身高
165cm，汉，大专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月
薪 2000-3000 元，无房，私企，温柔善良、美
丽大方、爱好广泛、对人真诚。

爱情宣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择偶要求：未婚，27-33 岁，身高 172cm

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成熟稳重，人品好，
最好本地户口，工作稳定，有住房。

4096
个人简介：女，1985 年，164cm，汉族，

本科，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5000 元，市直
事业单位。我在日照市区一事业单位工
作，正式员工，希望在这里能遇到合适的
他，有机会去慢慢了解彼此。

爱情宣言：在对的时间里遇到对的
人，人生才会有意义。

择偶要求：未婚，27-32 岁，172cm 以
上，本科及以上学历，踏实稳重、有爱心、
孝心、事业心、责任心，感情专一，省内户
籍，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有正式工作，月薪
4000 以上，有能力购房。

4100
个人简介：女，1988 年 3 月，身高

166cm，汉族，本科，未婚，户籍日照，税务
部门。

择偶要求：未婚，26-32 岁，身高 175cm

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开朗、大方、有责
任心。

4101
个人简介：女，1986 年 6 月，身高

171cm，汉族，本科，未婚，户籍东港区，银

行。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毕业，从事银行工
作。

择偶要求：未婚，2 8-3 3 岁，身高
180cm，本科，开朗、大方。

4103
个人简介：女，1989 年 1 月，身高

165cm，汉，本科，未婚，户籍五莲，月薪 3000

元，工商银行正式职工。2006-2010 年在济
南大学读本科，2010 年-2014 年在五莲工
行工作。

择偶要求：未婚，26-31 岁，172cm 以
上，本科以上，诚实、本分、有责任心，户籍
东港区或五莲县城，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有房。

4104
个人简介：女，1988 年 7 月，身高

157cm，汉族，大专，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5000 元，无房近期买车，日照港股份
一公司。本人性情温和，爱好唱歌，工作之
余在开发区中学附近培训班兼职辅导。

爱情宣言：下一站，与你同行。
择偶要求：未婚，25-32 岁，身高 170cm

以上，大专及以上学历，企业编或事业编，
有房。

4105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8 月，身高

167cm，汉，专科学历，未婚，户籍日照，月
薪 2000 元左右，无房无车，企业职员。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8-35 岁，身高
175cm 以上，开朗、成熟稳重，固定工作、个
体经营。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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