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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今 日 烟 台

女女神神都都来来了了，，单单身身的的你你还还等等什什么么
气质美女报名本报相亲，寻觅感觉对的他

竞争性谈判公告
一、项目名称：烟台商

业中心空调设备维修改造，
烟台站、威海站商铺装修。

二、竞争谈判内容：烟
台商业中心设备改造，烟台
站、威海站商铺装修竞价。

三、接洽处：山东济铁
旅行服务有限公司烟台经
营部。

1、地址：烟台市芝罘区
北马路138号。

2、接洽时间：2015年8月
8日—2015年8月22日。

联系电话：
0535-2965373。
四、竞争性谈判申请文

件交纳截止时间 8月 2 2日
15：00。

五、谈判方式：公开竞
争性谈判。

山东济铁旅行
服务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2日

注意事项

一、报名者要保证填写消息真
实准确。

二、编号由工作人员填写，请
报名者保留好个人的编号。

三、请报名者根据表格要求填
写，个人简介着重介绍个人的性格
和爱好。

四、报名表分为三部分，包括
报名须知，由报名者保存；第二部
分为个人情况和求偶情况，该部分
将展示在相亲展板上；第三部分为
个人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该
部分由本报保留。

五、请报名者在手机号码、QQ

号码、邮箱中留下至少一种联系方
式，便于查询。

六、请给本报留下详细的个人
联系方式。如愿意公开，请在最后
一栏填写同意，同意后其他报名者
都可获得该联系方式，请慎重选
择。

报名点一：齐鲁晚报烟台记者
站(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

途经公交车：10路、59路、61

路、82路到烟台图书馆下车。
详 情 请 咨 询 ：沈 女 士

18865515308

报名点二：百盛商场
途经公交车：80路、62路、19

路、56路、6路到大润发站下车。
详 情 请 咨 询 ：左 女 士

18865557366

报名点三：万达芝罘金街B2-
124茶某人饮品店门口

途经公交车：80路、62路、44

路、21路等多路公交车到西南河路
下车。

详 情 请 咨 询 ：鞠 女 士
18865551668

报名点四：永旺烟台购物中心
途经公交车：59路、5路、52路、

10路到永旺烟台购物中心下车。
详 情 请 咨 询 ：王 女 士

18865557669

报名点五：南大街壹通国际悦
茗轩茶吧会所

途经公交车：5路、50路、73路、
10路到青年路汽车站下车。

详 情 请 咨 询 ：王 先 生
18865557879

五个报名点等你来

本报记者 李大鹏
实习生 陈丹 左欢欢

“只有靠谱的相亲会我才
会参加。不瞒你说，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相亲会。”由女士这样对
我们说，“因为我觉得相亲面能
广一些，机会能大一些。”

家住烟台芝罘区的由晓
玉女士今年40岁，离异，有一
个女儿由丈夫抚养。她说，曾
经丈夫一心想要儿子，可她
偏偏生了个女儿，因此丈夫
对她十分不满，最后提出了
离婚。离婚这件事给由女士
带来的打击很大，很长时间

都走不出这个阴影。身边的
朋友也都很关心她，为她介
绍了许多人，但始终没有遇
到合适的。

由女士希望能找到一位
孝顺、对自己好、有稳定工作、
顾家、有房子的男士，年龄在
45岁上下，性格开朗一些。

由女士从事百货销售工
作，性格乐观开朗，喜欢钓鱼。
由女士说，她坚信能寻找到懂
她珍惜她的男士，而她也会珍
惜对方。

幸福要靠自己争取，不要
因为爱面子迈不出寻找幸福
的脚步。

只参加靠谱的相亲会

相信总有人在等她

本报记者 于飞 实习生 王琨

此次相亲会吸引了大量优
质单身男女，各大报名点的报
名者络绎不绝，事业有成的林
先生得知自己的同事报名了相
亲会，也按捺不住了，立马也来
报名了。

林先生今年28岁，是一位性
格开朗的大男孩，外表憨厚的
他，实则是一个思想活跃、很有
想法的职业秀场策划人，他自己
创业，开办了一家企划公司，现
在公司也已初具规模。公司的员
工都说，跟着李先生干活就是带
劲，因为他工作起来很有闯劲，
而且对员工特别好，凡事都替员
工打算，一点老板的架子都没
有，大家跟着他干得也起劲。“对
我们员工都这么照顾，以后肯定
会对媳妇好。”林先生公司的同
事高先生说。

林先生的性格属于外向
型，待人热情随和，在闲暇之
余，林先生喜欢看书和旅游，有
时去外地出差，总要抽出时间
来，在陌生的城市里走一走，感
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林先生的老家在栖霞，他
现在的工作出差比较多，一直
没机会好好谈恋爱，但在事业
稳定了之后，他也希望能获得
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这次参
加相亲会，他希望能顺利找到
自己的另一半。

对于理想的另一半，林先
生希望她是顾家型的，本分善
良，端庄大方，能陪他一起经历
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林先生
说，他对本次相亲会充满
了期待，也想通过本报
高调喊话，他的爱情
宣言就是：寻找命
中注定的她。

创业男想找个本分顾家的好姑娘
事业有成的他高调喊话：寻找命中注定的她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
大鹏 实习生 沈琳琳 鞠欣 )

女神来啦！齐鲁晚报“相约百
盛”2015七夕鹊桥会报名火热进
行中，各报名点都迎来了不少优
质报名者。万达芝罘金街茶某人
报名点的报名者王小姐身材高
挑，长相甜美，一头精致的短发
十分亮眼，颜值相当高。比起其
他报名者的害羞，王小姐很坦
然，她表示，参加相亲会就是给
自己一个机会，去接触更多的
人，主动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
幸福。

王小姐外形条件出众，小巧精
致的瓜子脸，一双大大的眼睛笑起
来格外可人，身高168cm的她绝对
算得上时下流行的气质型女神。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小姐爱好很
广泛，尤其喜欢瑜伽，这也是她保
持好身材的秘诀，然而这样的大美
女对另一半的外形要求并不高。她
觉得两个人交往最重要的是感觉，
外貌只是年轻时的标准。比起外
表，内涵更能吸引她。

看似柔弱的王小姐在工作上
很独立，她之前在新加坡工作了
两年，回国后去了青岛，现在这位
自立的威海姑娘在芝罘区一家连
锁酒店做市场销售工作，且工作
稳定。丰富的工作经历塑造了王
小姐独特的气质和强大的气场，
她坦言，自己也算是见过一点世
面的人，只希望两个人在感觉
和气场上能合得来。

自信大方的王小姐认为，走
到一起的人需要很多条件，两人
的观点见识修养是相处的基础，
经济条件和地位平等不能忽视，
除了这些门当户对的条件，气场
和感觉也很重要。比起等待缘分，
现在的她更愿意主动走出去，希
望能找到那个对的他。单身的小
伙们，这样的美女都出现了，你还
不来吗？

爱热闹，这里有活动；喜欢安
静，这里也可以不留姓名。历年
来，本报已经在火车站广场、阳光
100商城等地成功举办了多次大
型相亲会和小型专场相亲活动，
帮助多对有缘人喜结连理。本次

“相约百盛”2015七夕鹊桥会由齐
鲁晚报《今日烟台》主办，维意定
制协办。

相亲会期间，本报将在百盛
商场一楼搭设相亲展台，凡是符
合条件的报名者都将获得一张
40厘米×60厘米的相亲展板，展
板上可以填写个人相亲信息，也
可以描述心目中的另一半。另
外，报名时请携带自己的靓照，
它将展示在相亲展板上。本报还
将联合情意派婚恋服务中心设
置“相遇 8分钟”等专场互动活
动，凡是确认参加活动的嘉宾，
报名费收取50元不予优惠。即日
起至8月18日，每天上午9点到下
午5点接受报名。相亲会时间：8

月 2 2 - 2 3 日 。咨 询 电 话 ：
18660095701。即日起，相亲会在五个

报名点接受现场报名，报名
费5 0元。关注本报齐鲁壹
点、微博、微信并转发相亲
会消息，即可享受优惠，仅
收30元报名费。也可以通过
QQ报名，齐鲁晚报相亲俱
乐部群：104294550。此次相
亲会向所有成年单身男女
开放，报名时请携带身份
证、单位或者居委会开具的
个人单身证明，并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填写报名表，报

名者需要保存好个
人编号。通过这个编
号，寻找自己的展板，还
可在活动结束后查询其他
报名者的信息。

此外，本报相亲会历年
人气很旺，参加人数高达数
千人次。为更好地服务单身
青年，即日起，本报同时面
向感兴趣的商家或企业，征
集礼品赞助单位，具体赞助
形式和回馈方式请咨询电
话：18660533332闫女士。

气质型美女
王女士

报名通道

由晓玉女士

事业有成的
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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