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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信息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2022

年度妇女儿童家庭服务项目”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官网：

http：//fulian.pudong.gov.cn

《新民晚报社区版》的官方网站是：

http：//xmwb.xinmin.cn/home

想了解更多会员信息，可关注家庭

恋爱角微信公众号。

以上信息由帼苑-齐家青年交友工作室提供

电话：021-62596226

18918317167（沈老师）
帼苑会员

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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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由王妈妈公益红娘工作室提供，王妈妈公益红娘电话：13801630838

疫情防控期间，办公室接待暂停。值班地点（一）张杨路 3611号金桥国际七座三楼

阳光房接待处。 时间：周一、周二 13:00~16:00。 值班地点（二）灵山路 1803号金杨

益天地三楼 304室接待处。 时间：周六、周日 13:00~15:30。

W20221105

周先生，1985年，上海人，专升本，有独立婚房，

中国电信工作。 要求：85后，上海人，165厘米，健康

阳光。

W20221106

杨先生，1998年， 上海人，180厘米，75公斤，本

科，有独立婚房，软件工程师。 要求：本地人，门当户对。

W20221107

莫先生，1987年，上海人，182厘米，80公斤，本科，

有独立婚房。 要求：体贴，有爱心，1990年~1995年。

W202201112

陈女士，1992年，上海人，海归硕士，貌美，网络公

司财务总监。要求：事业稳定，幽默，知识面广，上海及周

边江浙优秀男生。

W20221113

龚女士，1995年，新上海人，172厘米，52公斤，外

企工作。 要求：开朗，阳光，积极向上，身体健康。

W20221114

戴女士，1990年，新上海人，163厘米，50公斤，硕

士，性格温和、知书达礼，有房无贷，港资项目管理，父亲

教师、母亲医生。 要求：有稳定工作，未婚，身体健康，成

熟，阳光，条件相当。

W20221115

宋女士，1990年， 上海人，161厘米，48公斤，本

科，爱好艺术、健身，性格文静，投资公司品牌设计营销

助理，父母退休。 要求：健康，阳光，大气，有风度，合适的

男生。

G20221102

施小姐，26岁，四川人，158厘米，45公

斤，专升本，市场营销。 要求：26~28岁，170

厘米以上，中等身材，有主见，阳光风趣。

G20221109

林小姐，1988年，160厘米，48公斤，教师。要求：

1985~1991年，172厘米，无不良嗜好，细心体贴。

G20221110

潘小姐，1993 年， 湖北人，160 厘米，46 公斤，

医美行业。 要求：175~182 厘米，开朗温和，有房有

车，有规划。

G20221111

刘先生，1988 年， 上海人，177 厘米，65 公斤，

保险销售。 要求：1990~1994 年，165 厘米左右，耐

看型，体贴温柔，最好江浙沪。

G20221112

徐先生，1989年，178厘米,75公斤，本科，药代。

要求：五官端正，160厘米以上,苗条，不丁克，开朗。

G20221113

赵先生，1991年，河南人，本科，办公楼销售。要

求：学历相当，性格好，温柔善良，以后一起在上海

打拼。

G20221114

毛小姐，1994 年， 安徽人，160 厘米，50 公斤，

专科，文员。 要求：27~30岁，175~180厘米，不抽烟

酗酒，上进，有规划。

恋爱期间能否同居王妈妈请你来

齐家方略 “快乐交友 心动相约”交友活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革

新，情侣恋爱期间同居变得越来越普遍，但

这也成为困扰年轻情侣的问题之一。 有人

认为恋爱阶段同居可以让感情升温， 更加

了解彼此，不合适的话还能婚前止损；有人

认为年轻情侣家庭观念不成熟， 做不到对

自己和他人负责，会对未来产生负面影响。

我在工作室接受咨询时， 也经常遇到

情侣提出类似问题。我认为对于情侣而言，

思考在恋爱关系中“是否有必要同居”比思

考“可不可以同居”更有意义。第一，和婚姻

关系相比， 同居关系所受到的法律保护不

那么充分， 所以有必要对于同居期间以及

同居关系解除之后的法律风险进行评估。

第二，确定将要同居的 Ta 就是未来要结婚

的人， 同时也要确定 Ta 是和你一样的想

法。第三，同居也许会加速你们之间关系的

进展但并不是改变对方的途径。第四，同居

不宜过早， 如果你们已经有很长时间的了

解，那么可以更进一步，真切地了解 Ta，甚

至是了解你自己。进入同居关系后，可以多

向身边感情融洽的夫妻请教相处之道，借

鉴有益经验。

点评：恋爱期间同居利弊皆有，需要确

定对方是值得托付的， 并且搞清楚同居的

目的。若是为了促进了解和加深感情，了解

对方真实的生活习惯从而判断出以后在婚

姻里大概会是什么状态， 那加深彼此关系

未尝不可，总之，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能力去

拿捏好分寸，做个理智的“恋爱人”。

11 月 20 日， 浦东新区妇联用一场以

寻找红色印迹为元素的交友活动，记录青

年们的金秋心声。 活动在新场古镇第一茶

楼和浦东新区妇女发展（新场）分中心举

办。 通过参观红色基地、古镇寻缘红色印

迹、主题交友派对和手工 DIY 活动为青年

男女搭建交友平台， 共有 40 名青年参加

了活动。

新冠疫情给餐饮业带来严峻挑战。 地处浦东

的上海德兴馆昌里店， 依靠亲民策略和创新研

发，生意依然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与 2018 年想比， 德兴馆昌里店卤味外卖窗

口现日均营业额 1.2万元左右，增长 3倍；点心外

卖窗口，现日均营业额 1万元左右，增长 1倍。 豆

沙青团、鲜肉月饼营业额销售量在公司及周边销

售量均双双排名第一， 最高日销售量分别超过 1

万只和 1.2万只。

德兴馆昌里店团队不断创新研发新菜肴，即便

受疫情影响，堂食收入近年也增长了 1倍有余。

豫园文化饮食集团上海德兴馆技术总监兼

昌里店店长张坚， 从事餐饮工作近 40 年。 这位

“黄浦工匠” 融汇苏帮点心和本帮烹饪的综合技

艺，他首创“面团两次醒发制作法”，制作的德兴

汤包“皮薄有韧性，夹起不破皮，翻身不漏底，一

吮满口卤，味美不油腻。 ”德兴馆昌里店鲜肉月饼

通过百余次组合，形成“馅料黄金配比”，确保馅

心多汁且烘烤不爆裂，创造单品月销 6.5 万余个、

月营收 40万元佳绩。

张坚创新研制的“德兴糟香肉”，以“两次蒸

制法和开盖蒸制法”，成功还原经典味道，点单率

超 70%。最近，“德兴百姓食堂”推出营养套单，为

周边提供外卖送餐服务， 还全新推出西施鮰鱼、

白玉天顶汤等新品，实现销售同比上涨 9.4%。 他

领衔首席技师工作室，通过拜师带徒不断提高年

轻厨师们的中式菜点技艺，老字号显迭代发展新

气象。

第四季度以来，资产配置和基金选择的难度

显著加大，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和琳琅满目的基

金，具备二次分散风险特点的 FOF基金成为了震

荡市受关注的选择。 为帮助投资者应对震荡调整

行情，中欧基金将于 11 月 21 日推出由资深战将

桑磊掌舵的中欧盈选平衡 6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

资料显示，中欧盈选 FOF 拟任基金经理为资

产配置老将桑磊， 现任中欧 FOF 策略组负责人、

基金经理，证券从业经历超 15年，在 FOF投资与

研究领域实战经验丰富。

上海静安共和新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10108695771097R，特此声明。

11 月 6 日，CTCC 中国汽车场地职业联

赛浙江绍兴柯桥站迎来超级杯第四站的竞

逐，上汽大众 333 车队谢欣哲、高华阳、江腾

一、陆文虎四虎将驾驶凌渡 L 赛车再揽荣誉，

全胜而归。 上汽大众 333 车队顺利包揽排位

赛前三！ 第七回合势如破竹，谢欣哲与高华阳

携手包揽冠亚；第八回合，高华阳、谢欣哲和

陆文虎包揽领奖台！ 战罢，谢欣哲以 135分在

超级杯车手积分榜遥遥领先， 高华阳也位居

积分榜第二。

遗失声明

一路领先，全胜凯旋！
上汽大众 333车队绍兴柯桥满载而归

德兴馆昌里店生意红火

在众多基金产品中， 中短债基金因不投股

市，风险相对较低，且流动性较佳，被视为家庭资

产配置的“压舱石”。 日前，工银瑞信旗下中短债

新品———工银瑞信稳健丰润 90 天持有期中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17054；C 类 ：

017055），已于 11月 14日起正式发行，投资者可

以通过农业银行等各大代销渠道及工银瑞信基

金直销渠道进行认购。 该基金将由工银瑞信固定

收益部投资副总监姚璐伟掌舵，在平衡风险的基

础上，积极为投资者争取长期收益。

中欧盈选 6个月持有 FOF即将发行

广告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