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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带齐证件向工作人员出示

报名时需携带报名人身份

证以及户口簿或者单身证明(离
异证明、丧偶证明)，除此之外还

要携带最高学历证明。

2、按照表格内容要求填写

自己的相亲信息

很多报名者拿到报名表

格，在自我简介和择偶要求

一栏，总是写了划，划了写，

一堆话想说，但经常又无从

下笔。其实，作为最主要的展

示内容，相亲会表格将印制

成信息牌现场展示，因此自

我介绍最好扼要突出，写出

自己的优点。不少报名者在

“个人简介”中都写到“温柔

贤淑、漂亮大方、孝敬父母”,
男孩都绕不开“帅气阳光、体

贴顾家”这几个词儿。虽然是

优点，但都缺少个性和特色。

有一个报名者写了一首

诗，突出了才气，但是自身其他

条件却没有写明，后果就是别

人看到如雾里看花，只能一笑

而过。“硬通货”是必要条件，有

房子就写有房子，有车子就写

有车子，都没有就写明自身的

其他优势，这样才能一目了然，

给人以真实感。

因此工作人员提醒广大

单身男女,在填写“个人简介”

时 ,可以写明自己的兴趣爱

好、性格、收入、家庭背景。至

于“择偶要求”,主办方建议大

家该说就说 ,写得简单直白 ,
看到信息的人才能“对号入

座”；不要怕写得太具体会被

别人认为“毛病多”。要知道

相亲大会报名人数众多,大家

的展示牌放在一起展示,如果

要求不明确,很可能被不经意

间忽略。

3、收好入场券及报名凭证

相亲会报名费90元,报名

者还可获得相亲会期间使用

的千佛山入场券一张,报名者

可凭借相亲表上的编号在现

场找到自己的展牌，以便查

看别人是否给自己留言。

4、要记好报名的截止时间

和报名地点

本届相亲大会报名截止

时间为3月24日，官方报名点

为千佛山北门东侧售票处。

代报点一共11个。

1、相亲会在哪里举办？

3月30日至4月4日，三月

三千佛山相亲会在千佛山景

区东门内广场如期举行。入

园时需携带入场券及相亲报

名编号凭证，一张入场券最

多3人同时进园,一次性作废。

2、如何参与才能更凸显自

己

“相亲相亲，不‘相’何来

‘亲’？”报名表写的再好，都

不如自己亲自去现场转一

圈。根据本届相亲会报名情

况来看，七成单身男女更愿

意自己参与进来，摒弃了往

届“家长代办”的现象。在现

场，主办方还将准备许多精

彩的互动环节，如果你想在

数万人中让别人一眼就看到

你，那就可以勇敢地走上舞

台，展示最精彩的你。

3、现场信息太多看不过来

怎么办

为方便广大单身男女查

询相亲信息，本报在相亲会

期间特意发行《相亲服务手

册》，将所有相亲信息“一网

打尽”。如果你因特殊情况无

法到现场，可以买一份回去,
慢慢“挑选”。

1、相亲微信“重点推荐”

自“桃之夭夭”微信公众

号建立以来，粉丝数量与日

俱增，最新的相亲咨询，最优

质的相亲信息都将在这里可

以查阅。并且，在相亲会期间

我们还将推出“优质相亲信

息重点推荐”。如果你也想将

自己的信息被我们推荐出

去，那也可以扫描二维码或

搜索“shrbtzyy”加关注留言

即可。

2、桃之夭夭助你“脱单”

今年相亲会最大的变化

是由生活日报创立的桃之夭

夭俱乐部首次“登陆”千佛山,
现场为单身男女提供更精准

更贴心的一对一服务。

“咱们这个桃之夭夭俱乐

部，资源怎么样，这么优惠的价

格有优质的资源吗？”三月三相

亲会报名处，前来咨询桃之夭

夭俱乐部的征婚者络绎不绝，

“一次交费，直到找到为止”让

征婚者觉得，相对于济南某些

天价婚介动辄上万的VIP价

格、见一个优质另一半收一次

费用，生活日报桃之夭夭俱乐

部无论是价格还是服务承诺，

都是最优惠的。

32岁的王女士周日来千佛

山相亲会报名，她咨询完桃之

夭夭俱乐部信息后，果断报了

名，随后她向记者分享了自己

在一个婚介中心相亲的故事。

正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着急的

她，去年看到某家婚介公司宣

称的掌握大批优秀单身男

士资源，耐不住心里的渴

求自掏腰包花了数万元，

报名了婚介公司的vip会
员。

很快，号称一年包你

找到自己幸福的婚介公

司就联系了王女士，向她

推荐了一位条件优秀，月

收入过万的海归单身男

士，王女士对此非常满

意，在婚介联系后便和海

归男展开了了交交往往。。王王女女士士

对对这这位位海海归归男男士士很很是是着着

迷迷，，交交往往期期间间，，该该男男士士称称

母母亲亲病病重重，，提提出出向向王王女女士士

借借钱钱11万万元元，，把把母母亲亲病病治治

好好以以后后就就结结婚婚。。恋恋爱爱中中的的

王王女女士士爽爽快快的的帮帮了了忙忙，，

满满怀怀期期待待的的等等待待着着

结结婚婚。。可可谁谁想想，，钱钱打打

了了过过去去，，电电话话却却再再也也

打打不不通通了了，，海海归归男男士士

就就这这样样从从人人间间蒸蒸发发了了。。

王王女女士士意意识识到到自自己己可可能能是是

上上当当受受骗骗了了，，经经过过调调查查最最后后

发发现现，，原原来来这这位位海海归归男男士士

不不仅仅不不是是海海归归，，还还仅仅有有

高高中中水水平平，，工工作更是

平常。

王女士说，这

家婚介公司没有严格核实好

信息，为了提高双方见面率

就草草了事，利用谁都想找

条件优秀的人结婚的需求，

给了这骗子有机可乘的机

会。无中生有、利用婚托，天

价收费，实施各种骗术，从而

使婚介行业出现了一些乱

象。

“你放心，生活日报举办

的桃之夭夭俱乐部，绝对不

存在这些情况，因为报社就

在那，品牌公信力就在那。”

生活日报桃之夭夭俱乐部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生活日报

借用千佛山相亲会资源，利

用生活日报的公信力，独立

打造了桃之夭夭俱乐部，延

续了相亲会11年来的优秀口

碑，旨在为济南单身男女打

造一个最放心最精准的大型

公益相亲平台。

桃之夭夭俱乐部实行会

员制，所有注册会员都需经

过严格认证，报名成为桃之

夭夭俱乐部的会员要经过工

作人员的严格审查，工作人

员亲自会面相亲者并与其进

行详细的沟通，了解其择偶

要求，确认其相貌学历，保证

相亲可靠。拒绝婚托，程序正

规，提高匹配度。

每年一届的三月三千佛山相亲会又开始了，许多单身青年和殷殷期盼的家长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利用这一盛大的活动，，“一劳
永逸”地解决掉个人问题。今天，生活日报千佛山相亲大会组委会就来告诉大家，如何报名？怎么参加？通过哪几种方方式才能走捷径！

这
真
的
不
是
个
问
题

如何报名
“爱在可恩”第12届三月三千佛山相亲大会报名已于3月4日

启动，目前报名人数已突破3000人，其中七成左右是年轻人自己

前来报名。不过，还是有不少读者询问，到底该如何报名呢？

这
真
的
是
个
问
题

怎样参加

这
是
一
个
必
须
解
决
的
大
问
题

捷径在哪 官方报名点：

济南市历下区千佛山

景区正门(北门)东侧。

电话：82662325

代报点：

1 .泉城之恋婚介有限公

司

地址：经七路西口泰山

国际大厦14楼A01。
电话：69985808
2 .天喜缘婚恋中心

地址：历下区泺源大街

29号银座索菲特大酒店对过

圣凯财富广场三楼346房间。

电话：88346697
地址：市中区经四路5

号万达广场A座写字间15B-
1510房间。

电话：88340101
3 .我主良缘高端婚恋连

锁公司

地址：济南市解放路43
号银座数码广场1808室。

电话：82967520
4 .钻石缘婚介所

地址：大观园商场东门

正对面农业银行南邻新鲁

大厦413室。

电话：89998111
5 .今生玉缘婚介所

地址：泉城广场西北角

趵北路28号龙泉商城三楼

313室。电话：82357555
6 .天赐良缘婚恋公司

地址：历下区泉城路264号
天业国际605室(恒隆西邻)。

电话：86168255
7 .红绣球征婚机构

地址：市中区马鞍山路

56-3号4楼。电话：82738257
地址：历下区和平路诚

基中心A18号楼807室。

电话：81767281
8、可恩口腔医院和谐广

场医院

槐荫区经七纬十二路

424号(和谐广场东门正对

面)
电话：0531-88810555
9、可恩口腔医院花园路

医院

历城区花园路80-1号
(花园路与七里河路交叉口)

电话：0531-88810555
10、山东国际种植牙中心

历下区省府前街红尚

坊6号楼(省政府斜对面)
电话：0531-88810555
11、可恩口腔国际会展

分院

济南高新区康虹路769
号(茗筑美嘉南门)

电话：0531-8881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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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希平 实习生 任静

主办方贴心提醒报名

者，留好入场券及报名编

号凭证，4月10日至7月10

日，可到生活日报桃之夭

夭俱乐部享受免费一对一

相亲服务一次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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