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83
个人简介：男，1985 年 5 月，

身高 175cm ，汉族，本科，未婚，
日照东港，月薪 4500 元，有房，电
气工程师。

择偶要求：未婚，2 4 到 2 9

岁，身高 155cm 以上，善良大方
真诚，最好是当地的。

3084
个人简介：男，1 9 8 1 年 1 2

月，身高 1 7 0 cm ，汉族，本科学
历，未婚，日照人，月薪 4000 元，
有房无车，货代经理，本人老家
菏泽，已在日照落户，有房一套，
忠厚实在，现在一集团公司做货
代经理。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5-31

岁，开朗稳重。

3085
个人简介：男，1989 年 3 月

13 日，身高 180cm ，汉族，未婚，
中专，日照宋家湖，月薪 2700 元，
建材公司，有房无车，爱好体育，
无不良嗜好。

择偶要求：未婚，23-25 岁，
身高 165cm 以上，中专学历，开
朗，无不良嗜好，能理家。

3086
个人简介：男，1986 年 6 月

17 日，身高 182cm ，汉族，未婚，
高中，户籍日照，月薪 2000 元，亚
太森博，有房有车。

择偶要求：未婚，25-27 岁，
身高 165cm 以上，高中学历。

3087
个人简介：男，1982 年 4 月

27 日，身高 182cm ，未婚，汉族，
专科，吉林，月薪 3000 元，有房无
车，证券公司。温和稳重，有责任
心，愿得一心人，相伴至白首。篮
球，滑雪，旅游，听音乐，看电影。

择偶要求：未婚，孝敬父母，
顾家。

3088
个人简介：男，1985 年 12 月

23 日，未婚，汉族，身高 182cm ，
大专，月薪 5000 元，个体。

择偶要求：23-30 岁，身高
160cm 以上，温柔，活泼。

3089
个人简介：男，1 9 8 5 年 1 0

月，身高 1 . 86 米，汉族，大专，未
婚，日照开发区，月薪 3000 元，有

房，亚太森博。相识、相知、相爱
一生。

择偶要求：未婚，22-27 岁，
1 . 63 米以上，学历中专以上，性
格活泼开朗。

3090
个人简介：男，1 9 8 8 年 1 0

月，未婚，汉族，高中，日照，身高
180cm 。月薪 3000 元，中国平安
人寿保险公司，有车无房。

择偶要求：未婚，20-28 岁，
身高 170cm，学历不限。

3091
个人简介：男，1987 年 4 月，

身高 1 . 72 米，汉族，高中，未婚，山
东日照，月薪 2800 元，日照市公路
管理局，本人性格活泼开朗，诚实
稳重，做事认真负责，责任心强。

择偶要求：未婚，2 4 到 2 8

岁，1 . 70 米以上，高中，温柔大
方，做事认真负责，日照本地，能
过日子就行。

3092
个人简介：男，1987 年 6 月，

身高 1 . 83 米，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人，月薪 3000-5000 元，设计工

作，有房，有车，稳重，诚实，知道

孝敬父母，爱好篮球，性格开朗。

择偶要求：未婚，25-27 岁，身

高 1 . 6 米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开

朗，本地，最好是城里，职业不限。

3093
个人简介：男，1988 年 11 月

28 日，汉族，中专，未婚，户籍在
日照，3000 元，有房，山东万宝集
团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性格有时
内向，有时外向，喜欢改装汽车、
听歌、上网，喜欢玩车。

择偶要求：未婚，22-26 岁，
1 . 6 米以上，高中，活泼开朗，性
格温柔。

3095
个人简介：男，1986 年 2 月，

172cm ，汉族，大专，未婚，日照，

月薪 3000 元，私企销售。本人真

诚，上进，孝敬父母，毕业后从基

层做起，做到车间主任，现在从

事销售。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

离。

择偶要求：未婚，24-28 岁，
1 . 6 米以上，高中以上，开朗，干

练，孝顺，有自己的工作。

3096

个人简介：男，1 9 8 5 年，
170cm，汉族，学历本科，未婚，户籍
日照，月薪 4000 元，有房无车，日
照市工程公司。本人性格开朗，无
不良嗜好，有责任心，事业稳定。

择偶要求：未婚，24-28 岁，
身高 1 5 5 cm 以上，学历中专以
上，户籍市区。

3097
个人简介：男，1986 年,身高

180cm ，汉族，高中，未婚，五莲，
月薪 4000 元，有房有车，五征集
团，自 2000 年至今在五征集团担
任班长一职。

择偶要求：未婚，20-35 岁，
160cm，初中，活泼过日子。

3098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5cm，汉族，大专，未婚，新市区，

月薪 3000 元，有房，事业单位。

择偶要求：未婚，23-30 岁，
163cm 以上，大专，温柔大方，东港

区。

3099
个人简介：男，1987 年,身高

172cm ，汉族，中专，未婚，日照，

月薪 3500 元，有房无车，现代威

亚。本人性格内向，做事认真，无

不良嗜好，爱情专一。

择偶要求：未婚，25-28 岁，高

中，内向，能过日子，无不良嗜好。

3100
个人简介：男，1989 年 1 月，

178cm，汉族，中专学历，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3000 元以上，无房

无车，日照钢铁有限公司。

爱情宣言：希望未来的她也

和我一样孝敬父母，我来了，你

准备好了吗？

择偶要求：未婚，24 — 28 岁，
160cm 以上，学历不限，日照人。

3101
个人简介：男，1988 年 3 月，

178cm，汉族，初中学历，未婚，户

籍莒县，月薪 3000 元，龙腾保温

厂。本人稳重大方，诚实。

爱情宣言：幸福就是：雨天

能为你撑起一把小伞；幸福就

是：牵你的小手与你共度夕阳；

幸福就是：你永远开心快乐！

择偶要求：未婚，年龄 23 —
28 岁，158cm 以上，初中学历以

上，合适就好！

鹃80 后男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整理

本本报报平平面面相相亲亲会会邀邀您您来来报报名名
单身男女千万别错过，继续来寻找您的另一半

本报 4 月 22 日讯(记者 辛
周伦) 打造相亲平台，缔结浪漫
缘分。随着本报平面相亲会栏目
的不断延伸与开拓，越来越多的
人们开始将目光锁定在这里。即
日起，单身男女凭借身份证即可
到本报编辑部报名参与。

每周的平面相亲会刊发后，
本报记者都会接到无数热心读
者打来的电话，有的是查询心仪
者的资料信息，有的是为自己或
朋友牵线搭桥，更多的是心系儿
女幸福的父母们。

“孩子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家里也已经给他买好了房子，可
就是没有遇见一个合适的人，眼
看着跟他一般大的孩子一个个
的结婚生子，我们这当爹妈的心
里真是着急啊！”22 日，市民张先
生打来电话表示想通过本报的
平面相亲会栏目为自己的孩子

寻觅一份缘分。
此外，也有不少市民来到本

报编辑报咨询，能否将自己的个
人信息及择偶要求也刊登在平
面相亲会上。为了满足广大市民
的需求，即日起，本报接受单身
男女报名参与平面相亲会，您可

以通过这一平台尽情展示，也许
茫茫人海中就有一个人在静候
着您的到来。

单身男女需凭借身份证到
本报编辑部报名，中意者可通过
本报获取报名者的联系方式，开
启一段浪漫的恋爱历程。

鹃80 后女

4036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70cm ，汉族，本科，未婚，日
照户籍，月薪 1200 元，单位职
员，双重性格，爱电影，爱画
画，爱动物，工作清闲。

择偶要求：未婚，27-32

岁，176cm 以上，专科以上，有
责任心、有事业心、有爱心、性
格开朗，有房，有稳定收入，户
籍不限。

4037
个人简介：女，1983 年，

1 6 9 cm ，汉族，专科，离异无
孩，户籍日照，月薪 2000 元，
在银座商城上班，美丽、大方、
娴淑、细心。

爱情宣言：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

择偶要求：婚况不限，31
-40 岁，身高、学历不限，心胸
宽广、细心，职业稳定，最好有
房。

4038
个人简介：女，1985 年，

1 6 0 cm ，汉族，初中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 元，
自由职业，性格开朗。

择偶要求：未婚，29 岁以
上，170cm 以上，高中以上，有
上进心，有房。

4039
个人简介：女，1982 年，

170cm ，汉族，本科，未婚，户
籍日照，月薪 7300 元，中学在
编数学老师，善良、大方、贤
惠、本分。

择偶要求：未婚，30 岁左
右，175cm 以上，本科及以上，
有责任心，有能力，有孝心，有
房，有稳定工作。

4040
个人简介：女，1983 年，身

高 168cm，汉族，专科学历，未
婚，户籍五莲，月薪 5000 元，业
务经理，温柔体贴，大方。

爱情宣言：我在春天等你
山川岁月的约定。

择偶要求：未婚，31-38

岁，175cm 以上，学历不限，成
熟稳重，有稳定工作，日照本
地，有房。

4041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70cm，汉族，本科，未婚，户籍
岚山，画廊老板，性格亲切，待
人随和，刚毕业两年，不娇柔
造作，爱好文艺，善于绘画。

爱情宣言：与爱的人一起
走下去。

择偶要求：未婚，27-30

岁，175cm，本科及以上，开朗
大方，有责任心，日照本地，可
以到岚山发展的，工作稳定，
有房。

4042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60cm ，汉族，专科，未婚，户
籍济宁，月薪 3000 元，商场科
长，性格温和，责任心强。

择偶要求：未婚，27-30

岁，180cm，专科学历，日照本
地或济宁，有房。

4043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身高 176cm，汉族，大专学历，
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3000-
5000 元，日照贸易公司，本人
成熟稳重，性格开朗，喜欢看
书，运动，骑单车，婚后打算辞
职自己做点事业。

爱情宣言：缘份
择偶要求：婚况不限，年

龄 27-37 岁，最好属猪，身高、
学历不限，成熟稳重，有责任
心，不喜欢太外向，有固定收
入，有房有车。

4044
个人简介：女，1982 年，

1 5 8 cm ，汉族，本科学历，未
婚，户籍日照，月薪 2000-3000

元，护士，温柔、勤劳、顾家、善
良。

择偶条件：单身，28-35

岁。

4045
个人简介：女，1984 年，

身高 164cm，汉族，本科学历，
未婚，户籍日照，月薪 6 8 0 0

元，有车，银行工作，乐观开
朗，阳光友善

择偶条件：未婚，相差 3-
4 岁，身高 175cm ，大专以上
学历，成熟稳重，户籍不限，正
规职业，有房。

4046
个人简介：女，1983 年，

1 6 2 cm ，汉族，硕士学历，未
婚，户籍东港，月薪 2500 元，
工作稳定，性格活泼开朗，只
为寻求有缘人。

择偶条件：未婚，28-33

岁，170cm 以上，本科以上学
历，开朗无不良嗜好，日照本
地人，工作稳定，经济条件良
好。

4047
个人简介：女，1989 年 8

月，身高 170cm,汉族，本科，未
婚，日照户籍，月薪 5000-8000

元，有房，个性开朗活泼。
择偶要求：年龄相仿，未

婚，身高 170-180cm 以上，有
正式工作有房。

4048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11

月 26 日，身高 166cm ，汉族，
大专学历，未婚，五莲县人，月
薪 2000-3000 元，无车无房。
利群集团日照德泰酒店有限
公司，有学位，从事财务工作，
性格活泼开朗，喜欢户外运
动，对人真诚，有责任心。

择偶要求：未婚，25 到 30

岁，173cm 以上，大专及以上，
偏外向型，成熟稳重，有责任
心，能担当，户籍职业不限，要
有房。

4049
个人简介：女，1988 年 4

月，164cm ，汉族，大专学历，
未婚，日照南湖人，月薪 2000

元，有房无车。本人从事财务
工作，工作已经近两年，家在
南湖，有一老父亲，丁克一族。

择偶要求：未婚，25 到 33

岁 ( 2 8 周岁、2 9 周岁除外 )，
175cm 以上，本科以上，沉稳，

儒雅，本地有购房，职业厨师

司机除外，户籍无要求。

4050
个人简介：女，1987 年 3

月，165cm ，汉族，大专学历，

未婚，日照人，月薪 2000 元，

无房无车，家纺公司工作。毕

业于山东信息职业学院，温柔

大方，善良可爱。

爱情宣言：简单爱，非诚

勿扰。

择偶要求：婚况不限，26

到 30 岁，175cm 以上，大专以

上，沉稳成熟阳光，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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