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48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85cm，汉族，高中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5500 元，有房，日照
市城建物流有限公司。

择偶要求：未婚，20-30 岁，
160-165cm，学历无要求。

3049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0cm，汉族，高中学历，未婚，户
籍岚山，月薪 4500 元，无房车，农
村信用社。

择偶要求：未婚，20-30 岁。

3050
个人简介：男，1981 年 9 月，

身高 173cm ，汉族，中专学历，未
婚，户籍东港区，月薪 3000 元以
上，有房暂时无车，日照市东港
区锦煜宾馆婚礼录像师。为人正
直善良，性格内外兼有，长相不
是很帅，收入一般，爱好广泛。

爱情宣言：牵手一生，永不
言弃。

择偶要求：未婚，26-32 岁，
身高 155cm 以上，学历无要求，
健康活泼，开朗大方，日照本地。

3051
个人简介：男，1 9 8 7 年 1 1

月，身高 175cm ，汉族，本科，未
婚，户籍诸城，月薪 4000 元，日照
钢铁。本人性格开朗，喜欢温柔
可爱的女生。

择偶要求：未婚，20-26 岁，
身高 1 6 0 cm 以上，大专以上学
历，温柔活泼，积极向上，热爱生
活，孝敬父母。

3052
个人简介：男，1989 年 7 月，

身高 178cm ，汉族，本科，未婚，
户籍河南，月薪 7000 元，无房车，
皓斯健身。

择偶要求：未婚，20-22 岁，
身高 160cm，学历不限。

3053
个人简介：男，1988 年，身高

174cm，汉族，大专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3000 元，有车，日钢。

择偶要求：未婚，24-26 岁，
身高 160cm ，大专，户籍日照市，
会计、护士都可。

3054
个人简介：男，86 年 8 月 18

日，身高 180cm ，汉，本科学历，
未婚，户籍莱芜，月薪 6000 元，有
房无车，日照钢铁，本人于 2011

年来日照，于日钢做设备管理的
工作，本人性格开朗，长相帅气。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2-
28，身高 165cm 以上，大专学历，
性格温柔、善良、孝敬父母，有稳
定工作。

3056
个人简介：男，87 年 10 月，

身高 1 7 6 cm ，汉，专科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 元，有房
无车，日照海曲人力资源，本人
比较外向，性格比较耿直，热爱
运动，希望找一个有眼缘的你。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3-
26 ，身高 160cm 以上，高中学历
以上，性格活泼开朗、通情达理、
孝敬父母，日照本地最好，有固
定职业，有无婚房均可。

3061
个人简介：男，88 年 10 月，身

高 180cm，汉，本科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莒县，月薪 4000 元，有房有
车，日照外资企业总经理助理、行
政主管，英俊潇洒、活泼开朗、身
体健康、自立能力强、父母在职、
家庭收入稳定，在新市区内有 121

平米楼房一套、私家车一辆。
爱情宣言：三月春光美，缘

分相亲会。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5 岁

左右，身高 162cm 以上，大学学
历，性格温柔、稳重大方、作风正
派，身体健康，日照本地，有固定
工作。

3062
个人简介：男，88 年 9 月 23

日，身高 172cm，汉，大学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4800 元，有房。

爱情宣言：找个人来爱我，
我害怕孤单。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0-26

岁，身高 162-168cm，大学学历，性
格外向内向都可以，日照本地。

3063
个人简介：男，88 年，身高

177cm，汉，本科学历，未婚，户籍
日照，月薪 6000 元，有房，日照海
诺琴行有限公司，毕业于湖南衡
阳师范学院，现为一名音乐教
师，为人忠厚，工作认真。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5-
27，身高 160cm ，本科学历，性格
开朗、大方，有稳定工作。

3067
个人简介：男，87 年，身高

178cm，汉，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5000 元，有房无车，日照钢铁。

择偶要求：未婚，身高 160cm

以上，性格活泼开朗。

3068
个人简介：男，89 年 4 月 25

日，身高 170cm ，汉，中专学历，
未婚，户籍临沂，月薪 4000 元，无
房无车，日照钢铁，成熟、稳重、
有责任心。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3-
26，身高 160cm ，学历不限，性格
活泼开朗。

3069
个人简介：男，87 年 7 月 16

日，身高 169cm ，汉，中专学历，
未婚，户籍包头，月薪 4000 元，有
房，日照钢铁，为人开朗。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3-
26 ，身高 160cm 以上，学历无要
求，性格温柔善良。

3070
个人简介：男，89 年，身高

172cm，汉，中专学历，未婚，户籍
日照，月薪 3000 元，有房有车，经
理助理，喜欢唱歌。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4-
28 ，身高 160-170cm ，学历不限，
性格活泼开朗、孝顺父母、通情
达理。

3071
个人简介：男，82 年 8 月，身

高 172cm ，汉，专科学历，离异，

户籍日照，月薪 4000 元，有房，地

产商工程管理人员，本人性格开

朗，有稳定工作、固定住房，曾经

有一段失败的婚姻，由于女方脾

气暴躁，对物质、金钱看的太重，

导致婚姻失败。

择偶要求：最好未婚，年龄
30 岁以内，身高 160cm 以上，学
历无要求，性格温顺，能踏踏实
实过日子，日照户籍。

3075
个人简介：男，81 年，身高

168cm，汉，初中学历，离婚，户籍
日照，月薪 3000 元，有房无车，东
升地毯有限公司，本人为人正直、
乐观向上、幽默大方。

择偶要求：离婚，年龄 31-37

岁，身高 165cm ，活泼大方、孝敬
父母，日照户籍，职业不限。

3076
个人简介：男，81 年 9 月 6

日，身高 180cm，汉，高中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南湖，月薪 4000 元左
右，南湖有房(今年在城里买房)，
汾酒销售(或做青啤原浆代理)，做
了四五年业务，诚实、上进，能赢
得更多的认可和发展空间；业余
爱好象棋，参加过日照市象棋比
赛，接受过专业培训；博弈中领悟
更多为人处事的道理。

爱情宣言：找到喜欢、合适
的，因为爱情而结婚的。

择偶要求：婚姻不限，年龄
相仿，身高 160cm 以上，主要能
谈的来。

3078
个人简介：男，85 年 7 月，身

高 1 8 5 cm ，汉族，本科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东港，月薪 3500 元，
有房无车，日照移动公司，2004

年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目前在
移动公司从事网络维护工作。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6-29

岁，身高 165cm 左右，本科学历，
性格文静、聪慧、孝顺，日照老城
区周边。

3079
个人简介：男，1 9 8 3 年，

175cm,汉族，本科，未婚，户籍日

照，月薪 3000 ，有房，会计。脾气

好，实在。

爱情宣言：我来了，你在哪？

择偶要求：未婚，26-30 岁，
160cm 以上，专科学历以上，外向

有爱心，脾气好点。最好家在日

照有稳定工作。

3080
个人简介：男，1980 年 2 月，

170cm，汉族，本科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4000，有房，诚实稳

重，幽默风趣，有进取心。

爱情宣言：相信我会找到你
择偶要求：未婚，2 5 - 3 0 ,

165cm 左右，专科以上学历，开朗

3081
个人简介：男，1 9 8 8 年 1 1

月，身高 176cm ，汉，高中学历，

未婚，户籍山东诸城，月薪 3500

元，有房，销售。自 07 年毕业于

山东省临沂电力学校热能与动

力工程专业，实习就业于潍坊一

家自备电厂，工作两年。自己一

直以来的目标是想能在销售方

面有所发展，09 年面试于日照一

家贸易公司。已工作五年的时

间，并且在这期间，已按揭购房，

准备在日照定居。

爱情宣言：爱，是一种感觉。

喜欢，是一种感受。茫茫人海中，

相识到相知的过程，从喜欢到

爱。无时无刻离不开缘分的牵线

搭桥，相信我期待缘分的那一

位，希望能与你牵手共度美好时

光。

择偶标准：未婚，24 周岁或
25 周岁，高中，开朗大方，性格活
泼 ，善 解 人 意 ，身 高 1 6 5 c m -
168cm，孝敬父母。

3082
个人简介：男，1982 年 9 月，

身高 180CM ，汉族，小学，未婚，

户籍日照岚山，月薪 3000 — 4000

元，有房，工作单位岚山港，我是

一个随和的 80 后，本分低调的

做人，等待属于自己的爱情婚

姻。

爱情宣言：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

择偶标准：未婚，24-32 岁，本

科，开朗大方，162cm 以上。

鹃80 后男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整理

查查资资料料寻寻缘缘分分别别忘忘带带身身份份证证
本报平面相亲会继续为单身朋友服务

本报 4 月 17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16 日，本报“约会春天”第
八届大型公益相亲会的首期平面
相亲会刊登，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积极响应。目前，已有 50 余名市
民来到本报编辑部，查询单身男
女的详细资料。本报记者提醒市
民朋友，来查资料一定要带上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

16 日上午 10 点，市民丁先生
来到本报编辑部查询相亲会信
息。记者看到，丁先生将本报刊登
的嘉宾信息都进行了标记，“画三
角的是我符合女嘉宾择偶要求
的，画圆圈的是我自己中意的。”
丁先生说，“不是我花心，只是想
多了解几位女嘉宾的信息，到时
候找见合适的机会大一些。”

随后记者在征得女嘉宾的同
意后，将联系方式给了丁先生。

“回去发短信先了解一下，把我的
基本情况告诉一下女嘉宾。如果
对方有意向，再进一步交往。”丁
先生说。

17 日上午，一名女士打来电
话称，昨天接到了男嘉宾的电话，
感觉还不错，感谢齐鲁晚报相亲会

给她提供了这么好的交友平台。
12 日、13 日，数以万计的单

身朋友来到香河公园，参加了本
报主办的相亲会，寻觅心仪的另
一半。但也有很多因故未参加相
亲会或者未找到合适伴侣的单身
男女，为此，本报将继续开展平面
相亲活动，为单身男女刊登征婚
信息，通过“平面相亲会”的形式

帮助有缘人寻找另一半。
本报提醒广大单身人士，需

要前来查询资料寻找缘分的朋
友，请务必带好您的身份证等有
效证件，查询地点位于本报编辑
部，地址：新市区丽城花园西门沿
街一楼 105 室，市区内可乘坐 9

路、11 路、18 路、34 路公交车，到
市建委站下车。

鹃80 后女

4019
个人简介：女，88 年 4 月，

身高 163cm，汉，大学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2500 元。贤
妻良母型，有主见、有性格、开
朗、稳重、顾家、孝顺。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5-
28 ，身高 175-180cm ，大学学
历，开朗、成熟、有思想、有主
见、有胆识、上进，日照本地
人。

4021
个人简介：女，86 年 11

月，身高 165cm，汉，高中学历，
未婚，户籍日照莒县，月薪
3000 元，无房无车，个体。上得
厅堂下得厨房。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80

后，身高 175cm 以上，能力强。

4022
个人简介：女，89 年 4 月

26 日，身高 162cm，汉，大专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无房，日
照晟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性格开朗、爱好唱歌、比较
随和。

爱情宣言：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7-
31 岁，身高 175cm 以上，大专
以上学历，稳重、成熟、开朗、
有责任感、有主见。日照本地、
职业稳定、有房有车更好。

4024
个人简介：女，85 年，身高

168cm，汉，大专学历，离异，户
籍日照，月薪 3000 元，有房，成
熟、稳重、工作稳定，无孩子。

择偶要求：婚姻不限，年
龄 29-33 岁，身高 175-180cm，
大专以上学历，善良、品质好、
有正当工作。

4025
个人简介：女，87 年，身高

162cm，汉，本科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3000 元，审计工
作。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8-
31，身高 175cm，大专学历，性
格外向、日照本地，有房、有稳
定工作。

4026
个人简介：女，84 年 10

月，身高 170cm，汉，专科学历，
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2800 元，
与父母同住，海运公司行政办
公室职员。善良、心软、有孝
心、容易受感动，喜欢看书、旅
行，向往积极、优雅的生活。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8-
35 岁，身高 175cm 以上，专科
以上学历，有孝心、责任心，脾
气好，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最好是本地人，工作稳定，
有房无房贷。

4027
个人简介：女，8 5 年 9

月，身高 171cm ，汉，本科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东港区，月
薪 2 8 0 0 元，有车、与父母同
住，会计工作。性格温和、善解
人意。不敢说上得厅堂、下得
厨房，但我有一份朝九晚五的
稳定工作，休息时间充足、正
常，会做普通的家常菜，味道
也过得去。父亲退休，母亲教
师内退，弟弟大学毕业已上
班，有房。

爱情宣言：宁缺毋滥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8-

35，身高 175cm 以上，专科以上
学历，成熟、有责任心、安全
感，脾气好，最好是本地人，工
作稳定，有房无房贷。

4028
个人简介：女，84 年 9 月，

身高 168cm，汉，研究生学历，
未婚，户籍青岛，月薪 5000 元，
有房有车，青岛第八人民医院
眼科医生。医学研究生毕业，
2012 年 9 月考入青岛市第八
人民医院事业编，青医八院眼
科医生。

爱情宣言：宁缺毋滥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9-

35，身高 172cm 以上，本科以上
学历，有责任心、安全感、脾气
好，最好日照本地人，在青岛
工作、工作稳定。

4030
个人简介：女，89 年 12 月

13 日，身高 165cm，汉，本科学
历，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2000

元，无房，教师。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6-

29，身高 180cm，本科学历。

4031
个人简介：女，86 年 10

月，身高 170cm，汉，本科学历，
未婚，户籍日照开发区，月薪
3000 元，有车，市企业单位业
务部兼翻译。我是一个活泼开
朗善良的女孩，热爱生活，相
信缘分，积极乐观。

爱情宣言：愿得一人心，
白首不相离。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7-
31，身高 180cm 左右，专科以上
学历，孝顺父母，性情稳定，有
上进心，阳光、幽默、善良，日
照本地，有房、职业稳定。

4032
个人简介：女，85 年，身高

168cm ，汉，本科学历，离异无
子女，户籍日照，有房，在中石
化工作。

择偶要求：年龄 32 左右，
身高 175cm 以上，专科以上学
历，心理、态度好的。

4033
个人简介：女，1989 年 7

月，168cm，汉族，大专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1500-2000

元，工作单位在高新区实验小
学，性格开朗，独立自主。

爱情宣言：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

择偶要求：未婚，28 岁以
上，178cm-183cm，大专学历以
上，沉稳成熟脾气好，日照本
地户口，有稳定工作。

4034
个人简介：女，1985 年，

163cm，汉族，本科，未婚，户籍
日照，月薪 2500 元，有房，公司
文职。心地善良，可爱大方。

择偶要求：未婚，27-31

岁，175cm，专科以上，孝顺幽
默，日照户籍优先。

4035
个人简介 :女，1987 年，

170cm，汉族，本科，未婚，日照
户籍，月薪 2000 元，网络营销，
开朗大方、幽默、顾家、爱生活

爱情宣言：你若不离不
弃，我必生死相依

择偶要求：未婚，27-32

岁，170cm，专科以上，开朗大
方、稳重、诚实，本地工作、生
活，有婚房，上班族或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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