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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商业会计学校
2018 年会计初级职称考生注意：考试报名开始啦！
全国会计初级职称考试报名时间为 11 月 1 日至 30 日，我校在 11 月 18 日前为广大
学员提供咨询、报名等服务，学员可在我校各分校咨询报名！切莫错过报名时间！
电子商务双城门校区免费学；
计算机西站校区免费学
皋兰县零基础学会计班开班啦，
咨询专线：
18893720727
IMA-MACC 美国管理会计师 随到随学
2018 零基础初级职称班
11 月 17 日开班
2017 会计岗位实操班
11 月 29 日开班
2017 会计高级做账班
11 月 26 日开班
2018 初级职称长线班
11 月 28 日开班
2018 初级职称包过班
11 月 22 日开班
2018 初级强化冲刺班
11 月 26 日开班
2018 中级职称基础班
11 月 16 日开班
2018 中级职称包过班
11 月 28 日开班
2018 人力资源管理师
12 月 2 日开班
2018 注册会计师基础班
11 月 14 日开班
2018 税务师精品班
12 月 1 日开班
以上所有课程均享有一对一 VIP 班别（白、
晚、
周末）

双城门分校：
8408527
雁滩分校：
4687772
安宁分校：
7759599
武威分校：
2116611

精英 1 班：
周六 10:10-12:10 精英 2 班：
周日 16:20-18:20
重点 1 班：
周六 13:10-16:10 重点 2 班：
周日 9:00-12:00
强化 1 班：
周六 14:00-17:00 强化 2 班：
周日 9:00-12:00
2、初二：正在进行质量与密度；机械运动、速度计算及应用型内容。
精英 1 班：
周六 8:00-10:00 精英 2 班：
周日 14:10-16: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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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9020588

网址：
www.lzsx.org

兰商电商部：
8439310
东部分校：
7806126
和平分校：
5307257
定西分校：
6951036

成功创办 16 年，
采用
“讲、练、
测”精细化教学管理体系。
初三插班生请预约参加入学考试，
根据成绩选报班级。

1、初三中考生：正在进行攻破性讲解电路分析与计算部分内容，夯实电学基础！

兰州财经大学大专本科秋季学历火热招生中
咨询热线：
400-018-0931

中考高考冲刺
谢老师物理决胜中考
兰 州 心 飞 学 校

西站分校：
2334470
西固分校：
7216706
天水分校：
8224996
五泉总校：
8122191

广电编导播音主持摄影摄像

德昊艺考 十年品质

网址：www.dehaoedu.com 电话：8360176

卓奥教育 期中考试拿着试卷来找我
提分才是硬道理

1.各年级各学科1对1名师补差培优辅导（针对期中考试弱势科目，快速提分）
2.初一至高三各科同步巩固提高班（兰州市顶级名师执教）
3.2018届艺术类高考生文化课10人精品班（2017届500多名高考学子全部考入理想大学！）
4.2018届全日制普高10人精品班及中考10人冲刺班（全日制全封闭名师执教）
地址：南关什字贡元巷20号（甘肃国际大酒店东侧巷内） 17739970501 13893637786

全封闭协议班

电话：2159222 13919845136

保健按摩师·中医针灸师培训招生

甘肃太昊职业培训学校定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兰州举办国
家职业资格第 151 期《保健按摩师》和“第十七期”
《中医针灸师》培
训班。现面向社会招生。
培训考试合格待遇：
1.参加全省统考和鉴定合格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健按
摩师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中医针灸师》成绩合格者，
由世界针灸学
会联合会颁发《中医针灸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国际通用）。
2.报名地点：
兰州市庆阳路 219 号金运大厦 17 楼（双城门）
联系人：
莫老师： 电话：
0931-8265798 （ 办）13321215351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初中数学，中考数学，按成绩分班，经验丰富，免费试听，成绩提高快，无效退费。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好未来教育 脱颖数理化英 于老师物理 武老师高中数学

高中高分数学地理 名师数理化

专攻数理化 方法独透 1）初一：数、英、语；初二：数、英、物、语；
初三：数、英、物、化、语，各科中考冲刺；
精准提分 中高考，不满意，2）
3）高一、高二：数、理、化、英、地理提高培优；
高三：数、理、化、英、语、政史地高考冲刺；
随时退费，南关18993292561 4）
8828628 18109489498 广场西口车站

高中名师物理英语 赫老师英语

各科 1 对 1 冲刺

武老师物理 中·高考物理
满分冲刺

初三:以考点、题型、专题强化与
教龄十三年在职老师，简单易学， 高三、
压轴突破相结合；内部权威秘卷助力
高考，
10
节课提高 30 分。
方法独特。小班良心教学，保证
高一、
高二:配以阶梯资料，
同步拔高培
质量。电话：15101222025
优；资深名师授课，优生满分突破，普
通生成绩大幅提高。满分军考。
地址：铁路局万民药店十四楼。
赵老师 13669358878

专注高考物理十六年，有丰富教学经验！能 18 年教龄，
自编高考复习资料，
根据学生所需、所想、所惑制定教学计划。
提分有保
辅导过的学生成绩、解题能力在短期内都有 （资料珍贵）针对性强，
较大提高！现开设:高一、高二同步提高班， 障。常年开设高一高二同步精
高三一轮复习班，一对一、一对二 VIP 辅导。
品小班及 VIP 一对一辅导。
地址:城关(一中附近)、西站
于老师:13893682218 15095430651
铁路局 13639399715

专业教学团队 高中数学精讲
常年开设初中及高中数、理、化
辅导班，重基础、提能力，未掌
握知识点课下免费加时单独辅
导(铁路局）15002530768

鱼成龙高考数学 数学高分家教 支点物理
本人是高水平数学辅导

本人十六年高考数学辅导，今年最
老师，可上门辅导:
高分为 140 分，大多数在 120 分左
初一至初三
高一至高三
右。特招：高一，高二同步辅导；高
电话:15117023711(欢迎试听对比)
三文，理一轮强化复习。
（分基础班，
高端教育的领跑者，
培优班，成绩提高快，无效退款。
）免
专注只做高质量数学
费试听，
一中附近。15339849746

常年开设高一、高二同步强化
班，高三一轮二轮重难点特训，
个性化教 学，小班授课，内部
讲义！庆阳路兴隆大厦（广场
西口）16 楼 13893386429

中考英语

有市重点中学二十六年教龄的毕
业班把关教师主讲，现设有初二 中考专职教师，17 年教学经验，10 节课提
密度、光学专题班、初三电学、力 20-50 分不是问题。让孩子由被动接受到
学中考提高班，分设大、中、小班， 积极的学习，全程助教老师跟踪服务。免费
保证成绩。电话：13893481455 体验，无效退费。13359406442（同微信）

专注数学十八年，签分数目标合同，补习
十次提升到全班前五。地理梁老师一线 1.高一高二、初一初二同步强化：数/理/化/英
在职，精讲自然地理，夯实基础，提分快。2.初三、高三强化冲刺 3.初一至高三 1 对 1
数学老师17361668695.地理老师13309490775 15117273321 盘旋路兰大黄楼

物理老师因材施教，题型讲解透彻，方法
独特。英语老师针对学生弱点和难点，
精 1. 高 一 高 二 、初 一 初 二 同 步 强 化 班
讲 精 练 ，良 心 授 课 。 物 理 方 老 师 2.初三强化冲刺班 3.高三强化冲刺班
15293148592.英语张老师 13609329147 18394287280 盘旋路兰大黄楼

高中英语名师辅导 科海会计初级职称培训

辅导对象：
（高一、
高二、
高三） 2018 会计初级职称班正在报名周五开课

1.目前成绩优秀，
有意愿突破 电脑报高级办公免费学初级和互联网班
会计类：
2018 会计初级职称班、
中
140 分或报考英语专业。
电算会计、
会计实务做账等
2.目前成绩中等，
有意愿进入 级职称、
电脑类：
计算机等级考试一二级班、
一流成绩行列。
电脑高级办公班、
平面设计、
三维设
诊断，
试听，
长期教育
半年制电脑应用班等
同步互动直播，
精彩课堂搬回家！计、
18693297649 13359496298 地址：铁路局金轮广场 4986846 13919187316

3988 化学

中考拔高 23 年中考名师教方法讲思路迅速提高
成绩同步拔高班预约试听小班授课紧扣考纲精
讲中考内容三大气体制取的实验操作四大反应
类型的强化八大常考实验的讲析物质微观构成
化合价的形成化学方程式的意义和质量守恒在
反应物生成物质量比计算中的应用 C、CO、CO２
的化学性质及转化等高频考点精练基础选择难
点填空实验探究物质分离提纯与推断综合计算
等中考题型张老师 13893490387(同微信)庆阳路

中考数学

中考专职教师，15 年教学经验，让孩
子由被动接受到积极主动的学习，
全程助教老师跟踪服务，让提分不
再费事。高标准、严要求、免费体验，
无效退费。13359406442（同微信）

张老师物理
高中物理辅导
高中数学
李老师化学保高分
张老师初中英语
小学奥数
初一，
初二先修班，同步班，拔尖班(每班 3 一 6 人)
初三中考先修班，
同步班，
培优高分班(每班3一6人)
初一初二严抓单词，课本知识点精讲练，语法，阅读
理解，完形填空，写作。初三主攻词汇，语法，任务
型完形填空，
阅读理解，翻译，写作。
十五年教龄 提分快 自编教材 18919843862
另开设:数理化精品小班，一对一。安宁十里店城关

老师精心辅导，备战中/高考，查
漏补缺，抓重点考点，分层教学，
针对性强，
管理严格，
稳步提升
13659312016 李老师
地址：
兰州一中附近

一线资深教师，多年辅导高考经验，
所带学生成绩大都在班上前十，小
精品小班，兴趣课堂，测试入学。全
班特色教学，
（10 人左右）现招收高 新授课模式 ，建立完善数学思维，
一高二同步辅导，一对一 VIP 辅导。 激发孩子的潜能。奥数(中国区)优
注意：只招收省属重点学校学生。 秀教练员授课。免费体验，无效退

电话：13028701593 地址：兰大附中附近 费。13359406442(同微信)

高一同步班（每班限招 8 人），高二
同步班，
（每班限招 8 人），高三文理
一轮复习班，针对性极强，短期内
提分快，
在职教师授课，
可一对一，
对
二 。 地 址 ：皋 兰 路 公 交 车 站
18993033063 韩老师

专注中考物理，十年教学经验，本人亲自教
学，独特解题方法，开设初二、初三同步班。
欢迎免费试听，精品小班或一对一教学。
地址：广场南口十一中对面 18093150003

高三文综、语数英辅导
本团队都是教龄 16 年以上的一线教师，有常
考班和艺考班。重难点突破，思维培养，一对
一，小班授课，免费试听。15693446828

云老师物理 高中数学 初三物理化学一对一
贝斯特语文 和平饭店英语 姚老师高分生物 1.高中、
初中同步培优班 2.高三、初三
一、高二数学同步辅导基础班，适合基础较差，

重点师大中文系，十多年辅导经验。1.小学初中高中各年级同步提高班，小班
小学初中同步小班及中高考一对一。 授课。2.一对一高效提分，免费试听。
广场西口招银大厦 18919174546。 特色：单词语法当堂背会 13919256810

专注高考 16 年，自编讲义，精准把握考点、
经验丰富，
难点！成绩突出！现开设：高二同步提高； 强化冲刺班。小班/1 对 1，
高三一轮复习。 广场西口：13519654512 快速提分。15117273321 兰大黄楼

高

专注初三中考物理化学十五年，精准把握命题规律，

做题速度慢的学生。高一、高二数学提高班。高 一对一上门，保证听懂学会，快速提分，另有精品小
三数学一轮复习基础班。电话18993079308 班，免费试听。广场南口十一中斜对面13389339905

裴老师化学 铁路局金轮广场三硕士教育 独特方法专教英语中差生 专补高中物理 会计职称培训
师大精品化学 高三一轮提高班，
高一、高二提高班，初
初三精品小班，高一、高二 精品小班 同步
常年开设初高中英语、化学专业提分30-70分
班。高三精品小班及一对一辅导。由师大特 三提高班。专注优秀学生培养 20 年。
城关广场西口、安宁十里店 13679407970
级教师辅导。保证成绩。18919884839

高三数学高分冲刺

招收高三学子，
一对一、
小班教学；
精讲近十年高考全部题型。
共享师大附中珍贵教学资源；
历年多人考入顶尖级重点大学。
电话：
15193182755（安宁、
城关、
西固上课）

张老师物理

近三十年省级骨干教师、高效辅导、快速提
高学生成绩。现特招:初中、高中同步培优
班、
收费较高、
免费试听。地址：
路桥音乐广
场长征写字楼 702 室。18909440668

高中数学奥数 西站物理数学

25 年教龄，奥赛金牌教练，自编讲义，方法灵 十余年教学经验，专注辅导中、高考物理、数学，开
活易学，多年所带学生高考成绩在 110 分以 设初高中能力提高小班及一对一辅导，只用实力
上，招高三一轮，高一，高二同步及奥数学员，证明，让学生的成绩有质的提升，欢迎咨询！
免费试听，地址，雁滩万达 18909493245 杨老师：18894029093 地址：西站什字邮局附近

针对生源：一中，33中，铁一，初中优秀生源 1对1，小班授课
13919913320 孟老师英语 17793199559李老师化学

独创特殊方法确保英语中差生达到 100-140 分，
中高考签订正规合同，
无效退费。独创一年记住中
学 3 年单词记忆法，
有效解决单词记忆问题。2017
中考最高增分 67 分，
120 分以上 23 人（考入师大附
中 2 人）。另开设一节课学会音标课，
保证学会并
能够独立拼读单词。13893131506 广场东口

多年高三把关，深谙物理教学，常年开设 开设课程：
会计基础，
初，
中，
高级
高 中 各 年 级 精 品 小 班 及 一 对 一（限 高 会计职称面授课+全真模拟试题。
三）。提高明显保证满意！13919390618 地址：西关十字 13919905123 8484054

独特数学 吴老师高中数学 高中数理化 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高一，高二同步班，高三文、理冲
刺班，小班授课，保证成绩，无效
初一、
初二、
初三 18919813179（皋兰路） 退款。广场南口（18909429790）
无论小孩数学底子多么薄弱，经过 20 多年教龄的我精
心辅导，百分百能培养起浓厚的数学兴趣，否则退款！

在职教师 十五年教龄 精心辅导 保证成绩 十节
可提20-30分，广场南口。马老师13639321736

自编教材针对性与时效性强。现招收高三一轮复习
班：分为普通基础班和提高培优班，根据学生成绩制
定辅导计划。高一、高二同步辅导班：一对一、一对
二、一对四、小班均可。 南关、安宁 18189585145

初高中英语辅导 西站数英（特惠） 李老师高一数学辅导 海归英语教授

初、高中系统语法串讲，考前习题精讲精练，旨在 建校十周年，特惠招生，期中试 120 分以上 89 人。1.高考
纠正学生英语学习误区。初一至高三各科精品培
优：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政 冲刺班 2.高中，初中各年级拔高班 3.一对一班。保证质
治、生物同步提高。南关、安宁：18189585145 量。地址：22中旁。数13321213871英13993148886

专注高考数学十三年，培养方法从高一起 世界名校访问学者、高级职称在职教授
步，方法直观易懂，小班教学保证快速提高， 小初高中高考、四六级考研留学英语
免费试听。广场南口 13389339905（李） 提分快、精讲冲刺班 1 对 1！ 13099267864

张老师高端数学 师大英语点拨 初中数学 中考化学冲刺 杨老师英语 高考/中考英语 贵族初中数学 中考一对一 中高考语文 黄老师精品数学 名师讲坛-物理 中考化学
一线在职二十年初中
名师执教 18 年，精品辅导 2 人班。

A:高考（含军校，
艺术）集
训；B:高二，高一同步及
超前拔高；
C:限招省级高
中品学兼优者。
（一中家
属院旁）13309313528

初三、高三备考辅导，
其他各年级基础强化，二十多年教龄的女教师，教学经
特级教师授课，成绩见 验丰富，责任心强，一对一，小
效快。18298495854 班，快速提高。15393155916

在职教师 十五年教龄 精
心辅导 保证成绩 十节可
提 20- 30 分 ，广 场 南 口 。
马老师 13639321736

资 深 高 级 教师，专攻
高 分 培 优 ，精 品 小 精讲语法，
归纳考点
先辅 中考数理化一对一教
班，资深教师亲自辅 分类词汇，
专题练习 数学一对一上门，
后
费
。
电
话
：
学，
把握考点，
确保提高
导 ，中 差 生 的 福 音 。1—5人小班，
广场/雁滩
18189676276(城关) 13609391770 13038799134 13919962406 可上门

英语提分王 初中数学中差生 书法 数学物理 中高考英语 魏老师物理 精品教育 点睛物理
一对一、一对四
15117080191 广场18609407688
1891910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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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线
刊热

一对一上门辅导，在职名
师授课，补差、拔高、拔尖
杨：18919903391

26 年在职老师 1 对 1 个性化
辅导，保证提分，收费较高
18919892756城关或安宁

高考一轮能力强化，高一

教 初 中 物 理 二 十 年 。 优秀教师十年教龄，一 高二同步提高（小班）一
一对一，小班。盘旋路。 对一上门辅导，集中授 对一（快速提分）中考一
课！13659314891 对一，南关13659421828
15214018538

省重点在职老师 ，方法独特 五六年级同步先修班，一对一 VIP 辅导，高效率，好品质! 本人在兰州从事化学教育
（专讲答题规律和出题模式）， 初中各年级先修班，
专 2018 年高考基础强化班，周末上 已有 16 年了，经验丰富，为
涉及课外知识，精讲精练，教 业 教 师 一 对 一 ，精 品 课。高中同步提高强化班，成绩显 人和蔼，沟通能力强，现开
学效果显著，快速提分。
班，
效果显著。皋兰路 著;保证成绩提高二十至四十分。设一对一小班授课，长期
南关什字 18693078094
十字 13893465330 18794235993 刘老师 西站 安宁 招生。13893307690

吴老师文综 初中数学提分王 张老师中考化学 喜讯 ：为答谢新老客户，
1、高考政史地三科同步提高
班。2、艺考文化课加强班， 学好数学有妙招，
一
文综重难点突破，答题模板
总结，一对一，小班授课，免 对一辅导效果好。
费试听。13919353846 17726977798

刊四

20年教龄优秀教师。重点讲
今晨信息特推出“
授基础理论、重难点、常考知识
点，把成绩稳定在95分以上。
”活动欢迎刊登！
邮电大楼15101267602

赠一

4662740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广告由以下站点代办，从未委托任何其它网站、广告公司代办。办理登报业务请致电就近各广告站点。
8150592
黄河北 13919005698
西 关 13119416621
南 关 13919197306
火车站 13008774749
七 里 河 13893126050

18919994575
13321219669
13919150533
18993154491

西
东
广
西
五里

固 13893273391
岗 13993138394
场 13893228907
站 13919283848
铺 13919783768

13669339336
18194220686

18215174002
18409443606

盘旋路 13679423266 13919364049
安 宁 13893657364 13321284007
雁 滩18919003552
榆 中5226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