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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米培优学校中考复读

一.中考复读班、中考封闭班小班制(12 人)教学，多对一服务。
按单科成绩分班，制定专属升学规划。教学及食宿条件优
良。入学签订保分协议，未达目标分数退费。往届学员成绩
及升学率可查。可免费试学一周（试学期间食宿免费）

收费标准：

1.原我校封闭班未上线学员（学籍满一学期），学费全免，只
交管理费、资料费。
2.超过市控线 100 分学员来我校复读，费用同上。
3.超过市控线 50 分学员来我校复读，全年学费 5000 元。
4.超过市控线<50 分学员来我校复读，全年学费 8000 元。
5.低于市控线参照我校复读生收费细则。
报名时间：7 月 2 日-16 日
开课时间：7 月 17 日
二.新高一先修班：7 月 9 日开课，联报优惠，报数理化送英语。
三.初二、初三暑假先修班：7月15日开课，开设课程数理化英。
四.初一全日制经典培优班：限额招生 20 人。入学签约目标高
中，初中三年给孩子人性化多元化的教育。
学校地址：安宁区教育港综合楼东三楼
(坐 BRT 在安宁区政府下车，向北走 300 米即到）

咨询热线：0931-6182888 6119666 18694114044(微信同号)
中考专线：李校长（13893622111）
欢迎家长学生到我校实地参观了解。

甘肃省医药学校（代码10053）
2017年报名已经开始

我校即将与甘肃卫生职业学院、甘肃省中医学校合
并成为新的高职院校，今年继续招收“药剂”专业中专生
150 名，
欲报从速。
一、招生对象：身体及心理健康，五官端正，男身高
1.65 米以上，
女身高 1.55 米以上的应、
往届初中毕业生。
二、报名方法：即日起持初中毕业证、户口本复印件、
一张 1 寸免冠彩照、中考成绩单，直接来我校报名，也可
到户口所在县（区）招办报名 。
毕业后颁发省教育厅验印的中专毕业证书。
学校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嘉峪关东路 647 号（兰州市
第二热电厂西侧 200 米）
招生电话：
0931-8660622 8495785 8655142
13919122456
13893296587
学校网址：
http://www.gsyyxx.com/
Q
Q：
1535405713

中考落榜生的喜讯
靖远育才中学招收高一新生

本校是白银市教育局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
高中，
办学九年来高考升学率达 98%以上，
2017
年高一新生招收兰州市中考落榜生 20 名，
有普通
高中学籍，
寄宿制封闭式管理。
电话:13619335989
13919192728

播音主持 广电编导 摄影摄像
德昊艺考 十年品质

2016 年，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甘肃仅
招一人，
是德昊学生付重瑄（兰州二十七中）
2017 年，四川大学甘肃仅招一人，是德昊学生李昭如（白银一中）
教育有方法，
考试有技巧，
不是人人都能做德昊的老师。
付费求学，签约保障，无理由退费。
电话:0931-8360176
学校地址:兰州市城关区草场街十字西北角 网址:WWW.dehaoedu.com

中考签约复读班

兰州市中考把关名师授课，10人精品班，签订提分协议，保证提分100—260，
无效退费，招收分数 350 以上。十年办学，成绩显著，早晚自习，周测月测，
一对一辅导，管理严格。电话：18394287280 校址：盘旋路兰大黄楼

高一先修高中辅导
谢老师物理开课公告
兰 州 心 飞 学 校

师资强敢承诺 不满意无理由退费
附中、一中多年执教经验的权威师资，开设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成功创办 16 年，采用“讲、练、测”模式教学 高一高二同步班同步拓展加深提高 高一先修一期7.15二期7.30

法，初二升初三学生请预约参加入学考试，根
据成绩选报班级！暑假新初二先修班，初三
精英先修班7月17日-31日报名优惠100元。
第一期 7 月 17 日-8 月 2 日，25 日休息
新初二:先修 1 班，14:10-16:10，
初二升初三: 精英先修1班 8:00-10:00强化先修1班10:10-12:25
强化先修2班16:20-18:35强化提高1班14:10-16:10

第二期 8 月 3 日-19 日，11 日休息
新初二: 先修2 班，8:00-10:00，先修3 班，16:20-18:20
初二升初三: 精英先修2班 14:10-16:10强化先修3班10:10-12:25
强化提高2班10:10-12:10强化提高3班14:10-16:10
VIP 一对一、一对四，个性化辅导针对性强、快速提高成绩。
庆阳路国贸写字楼 10 层（时尚百盛对面）电话：8427066 8427498 13919020588

兰州商业会计学校2017年招生

兰州商业会计学校成立于 1984 年，隶属于兰州市教育局，学校拥有
一个学历校区、7 个培训部和 2 所分校，建校 30 多年来，一直秉承“以就业
引导教育，以教育促进就业”的办学理念，以市场需求和培养实用性技能
人才为导向，办特色精品专业，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的培养，使
学生可取得多种职业资格证书，经过 30 余年的沉淀，学校致力于培养并
向社会输送了大批一专多能的实用性、
复合型人才。
招生类别及方法：学生隶属国家统招生，学校面向全省招生、自主录
取，
凡应往届初中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名
学制：
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第一、
第二年在校学习，
第三年学校安排
实习，
中专可连读大专，
学校采取 3+2 的办学模式）高中毕业学制三年。
优秀的师资：
学校拥有一支老、
中、
青结合的专业的师资团队，
在教学
活动中以理论和实操相结合，
注重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为学生就读期间提
供各专业职场素质培训，
引导学生接受国际前沿的专业知识。
就业渠道及保障：学校一直坚持：
“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 ”的办学模
式，
先后与省内外几十家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现已形成以兰
州市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东部发达地区广阔的就业网
络。学生毕业后由学校全部推荐工作，学校承诺对毕业生安置就业免费
跟踪服务，
保证毕业生就业率达 95%以上。

专 业

招生人数

[金牌]会计
[金牌]电子商务
[金牌]焊接造船
[金牌]影视编辑与动漫
学前教育
铁道交通运输管理
新能源汽车应用与维修
烹饪与酒店管理

100
60
60
50
80
100
60
50

国家政策
依照财教[2012]376 号文件，就读我校所有农
村（含县镇）学生免除学费 2000 元/年，城市家庭经
济因难学生按比例减免学费。
凡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学生，均可申请国家助
学金 2000 元/年，成绩优异的学生可获奖学金。
全省 58 个贫困县的贫困家庭学生符合受助条
件，可享受生源地“雨露计划”补助 1500 元/年。

学校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五泉南路 3 号（五泉山天桥向东 500 米）
联系电话：
0931—8122191 8127316
400—018—0931
QQ/微信号：
2540953816/wqxlb123
网址：
www.lzsx.org
走读班报名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233 号华美大厦 3 楼
电
话：
0931-8439310
13993107623
现在报名赠送 4G 手机、
笔记本电脑，
欢迎实地考察、
咨询报名。

兰州会师黄冈补习学校

高考复读 中考复读招生

兰州会师黄冈补习学校是经兰州市教育局批准成立的一所专
业从事高、中考复读训练及心理辅导的准军事化、全封闭式的补习
学校。办学二十多年来，圆了无数莘莘学子的大学和高中梦。
名师任教、小班教学（15 人）、签约保证。
地址：城关区秦安路华亭街 99 号（兰州三中对面）
电话：0931—8891688
13919761362（金老师）

高考复读 中考复读 高三应届生集训
高一先修 初一先修 初高中各科暑假班
高一先修班：数学
初 中 部：语文
高 中 部：语文
生物

英语
数学
数学
历史

物理
英语
英语
地理

化学
物理
物理

化学
化学

初一至高三精品培优：一对一、一对四、小班均可，随到随学。
安宁、
南关：
18189585145

宋老师语文 初中高分数学 于老师物理 高中语文数学物理英语

新高一语文先修班、新初三语文强化班
初中语文基础、阅读、文言文、作文提高班
高中语文基础、阅读、作文强化班
（独创公式化答题及高分作文公式，2017
年中、高考语文高分率98.2%以上。
）
电话 8469863 13893306723

一线资深老师任教，从教 15 年多年
把关中考，精、准掌握考点、难点，重
在培养学生分析及解析问题的能力；
讲方法、抓重点，培育优等生！按成
绩分班教学，无进步可退免学费。
13893360826 南关十字

分类广告·教育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QQ：963599126（晨报分类信息）

分类广告·教育 01

B

从事高中物理教学十六年，有丰富教学经验！一线名师，自编教材，语文梁老师注重基础，古
能根据学生所需、所想、所惑制定教学计划。诗文，阅读，写作方面，方法独特，提分快。数学
辅导过的学生成绩在短期内都有较大提高！ 朱老师，选题精准，侧重学习方法和技巧的讲
授。物理方老师因材施教，题型讲解透彻。英
现开设：高一先修班，新高二强化+先修 语张老师，针对学生弱点和难点，精讲精练。
班，高三一轮复习班，VIP 辅导。
梁老师 15339442683 朱老师 13919231868
地址：城关(一中附近)、西站
方老师 15293148592 张老师 13609329147
于老师：13893682218 15095430651 地址：皋兰路十字

刊登 8150592
热线 4662740

心飞学校初中辅导

新初一先修班 新初二初三暑假强化（先修班） 一期 7.15 二期 8.1
根据层次分精英班、重点班、基础班、一对四、一对一。数理化英四科
新初三数学班：复习初一初二内容先修初三新知识，最合理的教学安
排，最科学教育模式，中考必出好成绩，今年中考成绩已经得到验证。

初中英语青云班

唯一由郭老师亲自主讲的班，必须经过面试和笔试。
我校从不拼价格、不拉特殊关系搞推荐，只注重教学效果，不满意无理由退费。
地址:庆阳路国贸写字楼10楼（时尚百盛对面）8467850 8472533

陕西省高教系统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中专，初中起点大专，专科

高级护理、药学、医学检验、口腔医学技术、医学影像、临床医学

学校地址：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南路 13 号
电
话：029-89123030 88739350 13150180050
网
址：www.sxgjxx.com

中考红旗班 就在段家滩
热烈祝贺我校 2017 年中考 500 分以上者达 56%

全封闭独立校园 班主任陪读管理 小班个性化教学
校风正教风严学风浓
专职教师责任心强 历届成绩提高显著
班型 1、
初三复读红旗班
2、
初三应届班
3、
新初三假期班
(每班限招 20 人，
4 人间住宿，
统一配发被褥)
电话：13309416130 (0931)8492345 王老师
13359316130 （0931）4863389 张老师
地址：城关区段家滩路 356 号(省纺研所公交站对面)，兰州财经大学东 300 米
（市内乘坐 75，110 ，
138，143 路公交车到纺研所站下车即到。
）

金钟中考复读

——选择金钟让你一定就能实现目标！

有的同学苦于没有高中上，有的同学非重点高中不上，我校特设
高分班、低分班.
一、高分中考班一个：中考成绩 480 分以上，目标：冲刺省级重点高
中，限 18 名。
二、低分中考班两个：每班限 15 名，中考成绩较低学生到校必须面试。
地址：
天水路十字铁路校区 8760859 18919193118 13893109942

博优教育中考复读班 暑假班

热烈祝贺我校 2017 届中、
高生再次取得佳绩！
1.小初高各科 1 对 1 个性化培优
2.初一数学 英语先修培优班
3.初一升初二数学 物理强化先修班
4.初二升初三数学物理化学强化先修班
5.高一、
高二数学强化先修 6.初三中考 10 人
精品复读班
25 元初中高分数学体验课再次来袭！
以上课程均由一线精优老师任教
报名咨询:6173666 4191111 南关十字

小学金老师作文15讲——签约保证会写

阅读,作文使每个学生和家长都很头疼。作文无从下笔，
无话可说；
阅读盲人摸象，
如坠云雾。我校特聘金老师对语文知识全方位辅
导。从字、
词、
句、
成语、
歇后语、
修辞基础知识到典故、
寓言、
古诗
词、
古文国学知识一一进行训练，
让学生轻松学会写作文。丰富学
生知识储备，
掌握经典国学知识。18919991372 13359425352

小升初数学

初三、高一数学先修，其他
年级数学强化提高及基础
巩固！一线老师学法指
导，思维拓展！差生提分 专业讲解抽象概念，短期提
升数学运算能力，掌握初中
效果明显，均可一对一！

13909490283

广告刊登上门服务请就近致电各广告站点：

安 宁 13893657364
西 关 13119416621
南 关 13893115083
火车站 13008774749

13321284007
13321219669
13919197306
13919150533

七 里 河 13893126050
西 固 13893273391
东 岗 13993138394
广 场 15002510370

18993154491
13669339336
18194220686
13893228907

数学学习方法，
保证成绩！
电话：
13893473140

西 站 13919283848
五里铺 13919783768
盘旋路 13679423266
黄河北 13919084989
雁 滩18919003552

18215174002
18409443606
13919364049
18919994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