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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教育中考冲刺班、全日制班

招生对象：参加2018年中考的学生
开设科目：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开设班型：周末班 全日制班 晚班 高分规划班
教学优势：中考名师领衔、中考命题研究专家、学科带头
人等金牌名师担纲授课、名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
学习目标：1、熟练掌握中考解题规律；
2、对中考解题方法达到充分理解和灵活运用；
3、对较难题目能够运用合理方法取得较高分数。

把握中考提分黄金期，花20%的时间抓住80%的分数
城关校区地址：雁滩基业豪庭北门口 电话：0931—8262837
西固校区地址：公园路一帆宾馆院内 电话：0931—7588188
雁滩校长：189 9308 1187
西固校长：181 5365 5006

分类广告·教育

兰州千聖辅导学校中考冲刺班招生

兰州千聖辅导学校创办十年，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大!
口碑好，是因为我们做得扎实；成绩好，是因为我
们管理严格；生源广，是因为我们的家长口口相传；继
续招生，是因为我们对社会有一份责任。
全封闭、寄宿制、军事化管理、名额有限，欲报从速!
联系电话：13919460985 13639398399(王老师)
学 校 地 址 ：兰 州 市 城 关 区 九 州 大 道 184 号 五 楼 ，乘 坐
81.83.85.86.108.144 公交车在（九州花坛）下车即到

兰州会师黄冈补习学校

初三中考冲刺班
高三高考冲刺班

正规学校 封闭管理 名师执教 小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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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二

中考冲刺
全封闭协议班

电话：2159222 13919845136

博壹教育 中考冲刺
中考全日制 中考全科一对一

政治、历史会考班 （十节课轻松拿双A）

考点集训 直击中考 快速提分
小西湖校区：13359414558（王老师）
兰 州 心 飞 学 校

盛年教育中考冲刺魔鬼班开课了！ 盛博教育全日制中考冲刺圆梦高中 谢老师物理开课公告
兰州盛博教育创办 14 年来师资力量雄
拥有深厚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层层把关，
厚，一线退休教师。高水平教学，提分明
提分快、抓分准！可走读、可封闭式学习，正式 显，欢迎免费试听！班主任全天跟踪，每日
入学一个星期后，签署双方协议，提分有保证！ 过关，不过关不睡觉，当天内容当天消化。

成功创办 18 年，
采用
“讲、
练、
测”
精细化教学管理体系。
1、初三中考生：自编中考模拟试题讲练，备战 5 月二诊，决胜 6 月中考！
2、初二：正在进行力学板块同步拓展提高复习讲练，夯实基础，训练思维！
3、VIP 一对一、一对二，六人小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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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

谢老师物理入驻西固

咨询热线：
4641751 13669304384 18153690691
地址：酒泉路夜市186号（外国语中学旁）

联系电话：
8401060 18193116556 18119469595
地址：
白银路甘肃日报社院内

三文学校中考冲刺红旗班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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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班限招8人，4人间住宿，统一配发被褥)

恒成教育六年级升初一 专注中学生辅导
数学先修班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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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封闭独立校园 班主任陪读管理 小班个性化教学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电话：13309416130 王老师 1335931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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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考数学精准辅导 兰大九三教育中心近期招生
高三优等生：高中数学第二轮总复
习（模拟+专题+查漏补缺）
高三中差生：兼容第一轮进行第二
轮总复习
高三艺考生：
因材施教、
强化、
集训
高一、高二：同步精品培优 军考
18119318155

1.初三全日制中考集训班（4 月 23 日开课）
2.中考考题预测班（6 月 9、10 日上课）
3.小升初分班考试集训班（语数英三科）
另外招收：中小学各年级各科双休日辅导班插班生
地址:南关什字东北角贡元巷 20 号 2 楼
电话：8186622 18993164988

（毛氏教育）中考全科冲刺 生地会考

<1>一诊成绩在 420 分以上，生地会考第七届保 A 班，资深名师
数、
理、
化、
英、
语文全日制小班 上课，内部资料，课前检测，不过关
冲刺 <2>特设中考全科一对一 课后留下背记，只上 12 节课，小班
冲 刺（高 价 优 质 ，非 诚 勿 扰） 教学，
签保 A 协议，
不过 A 退费！
！保
各科均为一线教龄10 年以上老师任教，A3 正在报名 4 月 29 日上课，冲刺班
精准把握中考动向，精细剖析中考重点。 正在预约报名，
名额有限，
欲报从速。
13038772765（毛老师） 13359406442

3988 化 学

决胜中考小班拔高全日制 1 对 1 冲刺 23 年中考名师
教方法讲思路迅速提高成绩中考冲刺班预约报名小
班授课紧扣考纲精讲中考内容和分值三大气体 13%
四大反应8%八大实验6%金属4%物质构成奥秘6%
用途和分类 4%鉴别与除杂 4%溶质质量分数与纯度
计算 6%溶解度曲线 6%酸碱盐化学性质 6%粗盐提
纯 4%元素质量分数 4%转化与推断 6%燃烧与灭火
3%金属锈蚀和保护 3%空气环境酸雨 3%六大营养
素 3%水净化与鉴别 3%离子共存 2%密闭容器中的
反应 2%化肥 2%化合价及元素符号 2%精练中考题
型和分值选择题40%填空题15%简答题15%实验题
20%计算题 10% 张老师 13893490387（同微信）

初二精英班预约热线：13919020588（微信） 周六：19：00-21:00
地址：西固天鹅湖向西200米中国银行9楼（50路水厂站中鹏家园门口）

中考签约保分冲刺班
东方之子学校（办学许可证 620102700000102）

中考小班冲刺，
完整的封闭式管理体制，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
名
师自编教材、
横向纵向剖析中考热点难点，
签订分数协议，
无效退费。
总校：
西关什字亚欧商厦斜对面 分校：
铁路局时代灯饰城西侧
电话：
13919891133
13359431985
8418310

心飞学校办学许可证号 620102700000115

无理由退费六年级初中高中数理化英

8865286

8865294

弘毅第十二届中考全日制冲刺班
(为不适合大班上课的初三毕业生而办〉
东方中学中考把关教师授课，把握考点
强化训练十班主任管理极其严格，学生
晚自习必须完成作业才可回家十中考
前进行三次模拟中考正规测试，学生积
累经验快速提分，最高提分 158 分。另
开设中考/高考文理各科优质一对一提
分快。西关沛丰大厦 13659316487

13919984950

分层次小班教学：
精英班、
重点班、
基础班、
一对四、
一对二、
一对一。
地址:庆阳路国贸写字楼 10 楼（时尚百盛对面）8467850 8472533

中考全日制冲刺 中考封闭冲刺班（名师执教）数学高分家教
把关名师授课，10 人小班，管理严格，
重难点突破，
精讲精练，
签订分数协议，
提分显著，
短时间内提高 100-200 分！

1.中考、
高考全科名师一对一冲刺
2.初、
高中数理化英拔高班、
1对1
18394287280 盘旋路兰大

启程教育专心、专注、专业做中
考 12 年，特设精品中考封闭冲刺
班。根据学生成绩增长比例收
费，签约保分，无效全额退款。
联系电话：13919001733 徐老师

本人是兰州市高水平数学
辅导老师，
欢迎试听比较
A 中考数学，
初中各级数学
B 高考数学，
高中各级数学
15293139616 可上门辅导

中考数学 学成化学

脱颖数理化英 中学数学

名师辅导保证成绩，可上门，欢迎试听 Vip 一对一 小组 4 人
电话：13993188603段老师 大公大厦18919874107 8126825

初一、初二：数学、英语、物理、语文
高一、高二：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一对一 一对三

初三冲刺，中考二轮复习。让每一
个学生学成化学。
（配实验器材）

各科 1 对 1 冲刺

初中会考：初二生物·地理会考冲刺班 中考高考冲刺班
中考、高考：语数英、物化生、政史地 同步基础复习班
8828628

认真负责、
精讲精练、
同步测控
快速提分、
小班授课一对一辅导
电话:0931-8728992

13919225822（微信）

18109489498（广场西口） 定西路东口（七中东侧）

中考保分教 2018年职称学历 中考全日制 宋老师数学星源教育 初三全日制全科冲刺
不达分数全额退费
保分前测评 无潜力不收
方圆咨询: 15393160812

中高职称 建造师 八大员
医师药师 护士 中医(专长)
强力突破 短期提分
经济师 学历(专本) 考研 课程：语、数、英、物、化、政治历史
全程托管/顺利通关 给无望上高中的学生带来福音！签约保分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东口
电话:0931-8728992 13919225822

8828628 18109489498（广场西口）

中考全科一对一 中高考数学 小初高各科辅导 中考品牌物理辅导
精讲精练，
自
在职教师，
认真负责，
手把手 12 年专注数学教育，
60 突破 100，
90 突破 135、
教，
圆您中考梦！广武门： 编教材，
15393128510 18693081083 静宁路十字 18693116411

中考各科一对一冲刺 兰大家教
个性化辅导，查漏补缺，精讲精
免费试讲
练，
直击考点。18089380211

13919137908

1.初高中数理化英 2.生地会考保 A 班(签约)
3.语文阅读写作、
答题技巧、
基础巩固。
老师均专业从事教学多年，
免费试听！
13309468622

15 年初三一线教学经验及多年中考把关积淀，
系统讲解，专题演练，提分无忧，一对一辅导。
18293199865 李老师

高老师物理辅导 费斯坦精品英语

十五年物理教学辅导经验，特招:(1)各年级物理
精品小班；(2)2018年中考物理冲刺一对一、一
对二，一对五小班。13919070223 高老师

小班额名师助力,个性化独特授课，设备全管理
严格，起分快稳步提升，中高考提 50 余分，签合
同分层教学。免费试听。电话:13893317435
13609332740,地址:耿家庄小学对面

名师语文 吴老师文综 中考一对一 冯老师英语 魏老师物理 中考数理化 初中数学
闫老师语文 重点学校语文老师，
教学成果显
一对一上门辅导，
高考:文言文阅读短期提分
1、
高考政史地三科同步提高
班、
作文写作猜题班、
语文相 著。快速提高阅读和作文成绩。班。2、艺考文化课加强班， 资 深 特 教 ，专 攻 中 考 数
理 化 把 握 考 点 ，一 对 一
关专题讲解。冲刺高考、
一对
文综重难点突破，答题模板
一/班组，
中考语文专题突破。特色中高考提分班长期招生。总结，一对一，小班授课，免 教 学 ，确 保 提 高 成 绩 。

八年在职教师，曾获
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
竞赛辅导奖，
小班兼一
对一，
可免费试听
15117219028

教初中物理二十年。 在职名师授课，补
一对一，小班。盘旋 差、拔高、
拔尖
路。15214018538。 胡：13659469505

中等生

15117080191

16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复旦 1 人;2016 上交 1 人;2017 天大 1 人;
限招初一至高三学习态度端正有进取精
真正教会孩子学
神的学员，小班教学,学不会不能回家。 经验丰富优秀老师授课，
另开设物理,化学,英语。
懂知识，快速提升成绩，让孩子中考取得
中考冲刺班已开始授课，全日制半封闭，
理想成绩!冲刺高分![老师非常优秀，可试
分基础；
培优提高，
每班限招 10 名。
不好不收费] 13919873608
地址 :静宁路玉佛寺旁 18119386676 听，

高中数学高分冲刺 中考冲刺班
高三小班、
一对一优质教学；
高考冲刺最后预测十套卷。
共享师大附中珍贵教学资源；
历年多人考入双一流重点大学。

电话：
15193182755 （城关安宁西固就近上课）

中考全科一对一冲刺，小班额冲刺，针对跟
不上学校大课，需要进行一对一或小班额专
业辅导的学生，免费试听，快速提高。
广武门启东教育 李老师 13919101362

中高考语文 教学场地招商 会宁状元教育

归纳总结答题方法和出题模
式，
多年从事阅读、
文言文和作
文的专题讲座。18693078094

中考化学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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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泉路夜市
15117148503

优秀教师一对一上门
辅导初高中数学。
13038725133

师大精品化学 杨老师英语 中考英语提分王

初三精品小班，高一、高二 资深教师亲自辅导，
优
精品小班。高三精品小班 生高分冲刺，
中差生成 26年在职老师一对一
及一对一。由师大特级教
保证成绩。
绩
大
幅
提
高
。上门辅导，
师辅导。保证成绩。
18919884839 13919289078（城关） 18919892756

17789669611（微信同） 13919845481（广场东口11中附近）

费试听。13919353846

小学、初中、高中 （可一对一上门辅导)
数理化专业辅导 13099120843

喜 讯 ：为 答 谢 新 老 客 户 ，今 晨 信 息 特 推 出“ 刊 四 赠 一 ”活 动 欢 迎 刊 登 ！

QQ：963599126（晨报分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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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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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敬请读者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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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9962406 可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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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固 13893273391
西 站 13919283848

东

岗 1399313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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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旋路 13919364049
五 里 铺 13919783768

雁 滩18919003552
安 宁 1389365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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