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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阳光舞校
振兴文化产业

周口阳光舞蹈学校已在各县! 市!

区建立
!&

所一级分校"

$&!"

年#周口阳光舞蹈学校将在周

口部分乡镇建立二级分校#有意加盟者

请电话咨询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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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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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外国语学校周口分校
河南省最大的辅导机构
提分快#上大山 老牌子#更专业

开设"满分作文!精英数学!语法集训营
中考保分班!名校签约班!高考一对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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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拼搏#北斗星塑造了$

(

名

周口市中考状元%

'

名市中考英语
第二名 %

("

名郑州外国语学校录
取生%

""

人次公办初中年级总分
第一名 %

(!#

人次班级总分第一
名 %

*("

人次班级英语第一名"

学校地址 "文明路校区 "文明路与人民路交
叉口 六一路校区"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南

*!

米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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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英语学校

!!!!!!!!!!

&周口唯一分校'

中国优秀青少年
",!(

岁一

站式培训基地# 语数英全科教育

专家" 现开设
.

四至七年级郑州名

校龙班! 阅读作文班! 四大名著

班!唐诗宋词班!华陈数学班!精品英语班"

总校地址"七一路与六一路交叉口向南
*!

米路西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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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学校

周口市教育科学研究会创办

百思达数学学校
品数学魅力 展思维风采

招收$小学
)

年级至初中
'

年级学生"

开设$培优班!尖子班!精英班!一对一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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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金马会计培训学校
会计从业资格证定点培训单位

常年开设$ 商务办公专业! 图形设计专

业!会计入门!实账操作!电算化!财务会计!

成本核算以及考前会计从业资格证培训#并

办理大专本科学历及代理记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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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培养孩子思维力和

自主学习力的数学学校

培训与咨询
婚姻家庭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培训#国内

顶级专家&当前红人'通过各种实战案例分析

视频授课#确保证书与能力同步" 无忧心理

咨询#关系修复#行为矫正" 达到内心如释重

负#不再困扰" 面询网询语音询电话询均可#

尊重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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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

开设"珠心算!少儿口
才!练字!绘画!艾莱克英
语!学前班!暑假幼小衔接
班!小牛顿科学实验班"

招生对象"

%,!$

岁儿童"

校址"六一路与七一路交叉口南
!&&

米路东
电话$

($(&..(

景秀北城校区"河北建设大道
市医院斜对面电话$

-&/$..(

大庆路校区"大
庆路上海世家北隔壁三楼 电话"

&'&!++(

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开设有托#小#中#大及

幼小衔接班$ 招收
'

岁至

)

周岁宝宝! 实行小班化

双语特色教学$两教一保!

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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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
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地

地 址"川汇区中州大道与永宁路交叉口向东
*!

米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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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

学院是一所集普通专科教育!成

人专科教育 !远程教育!技术培训为

一体的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地址"周口市开元大道西段 %南

校区&$中州大道北段%北校区&$市内

乘坐
$

路公交车直达! 邮编"

$))!!!

电话"

&)#"!'# &)#"!#&

网址"

,--./012223456-7389:37;

公办省部级重点技工学校 培养技能人才的摇篮

周口市技工学校"周口市职业教育中心#

!!!!!!

开设专业$数控车工!铣工!钳工!焊工!

机电一体化!电工电子!汽车驾驶与维修!农

机使用与维修!计算机等专业" 按照国家政

策免收学费#享受
)&&&

元助学金
0

学生毕业

后可免费全部安置就业"

到校路线" 乘市内
(

路或
/)

路公交车

到交通大道与周口大道&原东环路'交叉口

下车#向北
/1&

米即到"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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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唯一高校组织培训$国家认证%双休日讲
课$讲师队伍专业稳定$网络资料与面授结合$收
费合理% 培训时间半年$每年

"

月和
!!

月两次参
加国家认证考试$培训和考试均在本地%取得认证
后可参加职业和个人成长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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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报名中

山香招教
中国招教行业第一品牌

!"#$

年周口市整体通关率
%&'(%)

常年开设"教师招聘考试笔 !面试

考前培训%教师资格证笔!面试考前培

训" 学校地址"周口市八一大道南段人

才交流中心东办公楼一楼东段"

电话"

("'$"$)('"+ !"#$<+&+++'(

开课地址"周口师范学院
="!"

教室!

帮您择校
培训学校

小故事

一辈子的赌注不会输

他只是一个坏小子# 却与美好的

她相爱了" 她的朋友都劝她离开他#

可是她仍固执地守在他身边"他变了#

他变得努力了" 当他小有成就后#她

不明白他的改变# 于是问 $(为什么

呢)*他说$(那你拿一辈子的幸福做赌

注#我怎么舍得让你输) *

故事解读"

我心里爱着谁#我就能影响谁#我

就被谁影响"

永远不要让爱我的人失望# 永远

不要让相信我的人失望"

倾心提示"

爱能赢+爱是一种影响力#如果你

的爱能让对方接收到并且感受到幸

福#就一定可以赢取美好的未来+

%博宇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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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艺术生请留意校考时间

春节过后# 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集中举

行#建议参加艺术类校考的考生别选择过多的

院校#以免体力!精力不济而影响考试发挥"同

时#艺术生还可关注省招办发布的艺术类省统

考专业合格线与分数段统计"

(

月"专升本#对口升学#高职单招#空乘

类专业考生要注意

我省的专升本!对口升学!高职单招的招

生报名工作一般都在
)

月启动" 通常#省招办

会下发通知公布报考政策!招生专业及招生计

划#有意报考的考生一定要留意"

空乘类专业考生省统考成绩过线后#会在

)

月参加体检#体检的具体时间与地点详见省

招办发布的,普通高招空乘类专业考生体检的

通知-等"

)

月"高招体检#高职单招考试#特殊类型

学生名单公示

我省各地普通高招体检会安排在
/

月#高

职单招考试通常在
/

月底至
0

月初进行"

/

月#省招办一般会下发二级运动员&含'以上考

生专项测试工作通知" 另外#空乘类省统考体

检合格名单一般也会在
%

月发布"

*

月"网上模拟填报志愿#河南省高校招

生工作规定#高校招生章程集中发布阶段

按照往年情况#教育部会在
0

月或
1

月公

布(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校名单*#只有(上

榜*高校才有资格在当年招收学生"

我省一般会在
0

月进行普通高校招生网

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所有参加今年普通高校

招生统一考试的考生均可上机演练" ,河南省

高校招生工作规定-通常也会在
/

月底或
0

月

初公布#该规定在学生报名!考试!录取!志愿

填报!照顾政策等方面有详细讲解#考生和家

长请留意"

各高校普通高招招生章程的发布在
0

月

达到高峰"招生章程是填报志愿的重要参考资

料#家长和考生请留意收集"

+

月"高考举行$高考分数#批次线#分数

段统计表公布

考生和家长可参阅招办发布的公告#了解

高考后分数查询!分数线公布与志愿填报的时

间安排"

我省考生在
1

月中下旬可查询高考成绩#

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也随之公布"

按照往年情况#

1

月底首先填报提前批本

专科!艺术与体育类本专科!专项计划本科批

与专升本志愿%

1

月底#军队!公安!司法类院

校的面试分数线会公布#符合条件的考生需要

参加军检与面试"

,

月"请关注志愿填报#高招录取

根据往年规律#

2

月#本科!专科志愿填报

进行#高招录取工作也从本月开始" 考生和家

长要留意相关政策"

-

月"高职%专科&录取#高职征集志愿与

补录#录取通知书发放工作陆续进行

三本与专科
2

高职
3

批次一般在
3

月录取#

考生与家长要注意通知书的收取!相关院校的

录取情况" 这段时间也是高招诈骗的高发阶

段#家长和考生要注意辨别真假" 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
4

月中旬#还会有高职专科补录#部分

考生一定要注意"

%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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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学生学法#用法意识$做懂法#守法青少年$

(

月
'#

日$郸城三高利用'班班通(多媒

体设备$组织全校师生集中观看了法制安全主题教育电影)如何戒除青少年网瘾*和)生命的托

举*两部影片!据了解$学校还将有选择地播放一些学生喜闻乐见#贴近生活实际的法制教育视

频$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打造平安和谐校园! 安稳 刘樵 摄

/01234

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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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虹'

/

月
#'

日上午#

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 河南省快递企业协

会! 周口亿星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走进周口市

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就该校与北大青鸟

集团等企业联手# 欲打造电商现代学徒制培

训基地进行了考察和交流"

在考察中# 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常务副

秘书长张苏丰对该校的教学设备! 优秀师资

团队! 实训基地建设# 以及该校与企业合作

积累的有益经验等等# 都做出了高度评价"

(近年来# 电子商务在全球迅猛发展# 我国

也认识到电子商务在技术! 人才! 资金等方

面的重要性" 该校一直走在电子商务发展的

前沿# 已经拥有较为完备的电子商务办学水

平# 一定能够承担起培养企业所需要的各种

电子商务技术人才"*

近年来#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根据与多家企业合作的切身经验得知# 电子

商务专业培养的人才# 是现代物流企业和大

型生产企业物流部门所不可或缺的技术人才

和管理人才" 周口市联营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校长侯联营说$ (我们学校拥有实力雄厚的

师资力量# 建立有学徒制项目专项基金# 与

企业制定有电子商务专业教学和实习实训技

能竞赛训练标准# 并拥有电子商务专业校内

外实习实训基地
'

个# 同时# 还与北大青鸟

集团长期合作# 拥有强大的技术支撑" 目

前# 学校正在积极向教育部申报电子商务专

业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坚决打造一个强大

一流的电商现代学徒制培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