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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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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121号（西大街与北顺城
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03、20、21版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培训招生

●技工证学历职称56789403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医师证药师证学历证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网上开店包会18738131170
●本硕连读/学历证会计证

经济师/医护证15937121578

河南中医学院
按摩师、小儿推拿班、心理

咨询师、公共营养师、针灸、

中药调剂员、修脚师培训鉴

定,常年招生颁发双证推荐

安排工作，即日报名电话

0371-65680198 65676866
推拿师培训
小儿推拿培训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双证推荐安置工作

0371-66210824

包装印刷
●彩印塑料袋镀铝袋53630905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求购二手叉车13707651585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767259
转让物资设备

●转塑料厂注塑机13043950815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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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洗刷漆打孔防水61612779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河南省巾帼家政专业月嫂

育婴师，保姆，护工，水电暖工

保洁63934316,13526855519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美巢家政专业保洁63610857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友邦防水诚天下15638880669
●鑫马专业保洁 60923128

招 商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经

销商，项目合作 15036008588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申办拳赛送眼镜13525516687
●金星啤酒集团新品950ML易
拉罐招全国市县独家代理商

18637167399 13460299966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摩根汽车租赁招募合伙人

24小时热线 400-167-1567
●低费率 POS机 18603715350
●编气球也能发大财，廊坊沐

瀛手编气球玩偶、庆典气球

装饰培训收徒 400-044-4561
QQ:570862714www.cqgz8.com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电话：15038093009

转 让
●转：清华池证件齐全清华大

溪地：中原路和商隐路向北

500米路东 13938256102李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位佳饭店低转 15936250087

●营业中（涮）火锅店转让，

生意旺，地址：东风路省中

医院对面 1800m215936252882
●航海东路金色港湾营业中

600m2火锅店低转18003836251
●金水路曼哈顿旺铺转让

485m2 13625091999
●营业饭店转让 13938401145
●门店急转 15937120371
转让国产 4S店
南阳市信臣路 1500m24S店
整体/展厅空房 13333830671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免费检测中央空调机组

常年维修保养：4000087296
●美加澳日签证 037160606060
●享受型康复颈腰椎病

免费体验 15537169715

寻人启事

●席青莹56岁2014年6月30日
离家至今联系不上知情者请

联系家人李天顺0371-56017395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66677733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软件网站

●P2P系统开发 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建设品牌设计56769901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让饭店酒吧

●二七区饭店转 13949002890
●国基路花园路 510平营业

饭店可空转 13073778335
●文化路火锅店 15837159550
●兴旺进行中涮锅店转让，

东风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南角 680m213939010022苏
●东风路正弘公寓营业中盈

利快餐店转让 15515610476
转让东区饭店
900m2盈利中13073773605面议

转让商铺门面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英协路200门面13838189463

“下个月就要去美国奥兰
多迪士尼乐园挣美金了，目前
签证和机票基本办好，趁着五
一假期回老家看看，先跟家人
憧憬一下即将开始的国外生
活。”昨天下午，郑州旅院2013
级旅游英语专业的丁程同学在
电话里介绍，她当初是因为喜
欢旅游而报考了郑州旅院，没
想到还没毕业就有了出国的机
会，而且去的还是自己做梦都
想去的美国迪士尼乐园。

“去年我院共有9名同学
被选上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

园暑期实习项目，今年一下子
增加到46人；去年全球第一
大邮轮品牌——美国皇家加
勒比邮轮来我院招聘时，共有
15名同学被选中，今年则一下
子增加到 61人。此外，迪拜
机场免税店和迪拜、多哈等地
的高端酒店，这几天也来学院
要人……用人单位纷纷来郑
州旅院‘抢人’，造成我院‘一
生难求’的局面，这是用人单
位对我们办学质量的认可，也
是对我们学生素质的肯定！”
郑州旅院实训中心主任邝安

全说，去美国参加奥兰多迪士
尼乐园暑期实习项目的同学，
实习结束后将直接以正式员
工的身份，加入即将开园的上
海迪士尼乐园，成为该园运营
团队的一员。

“上周，上海迪士尼乐园来
郑州旅院招聘的力度更大，将
近300名学生应聘，3天才面
试完，预计会有200多名学生
被录用。”郑州旅院旅游外语系
张主任透露，该学院是上海迪
士尼乐园在河南省选定的唯一
一所合作高校。

“李主任，给您报喜：贵校
2013年的毕业生郭慧超，通过
我们集团调转到中东阿曼岛的
丽思卡尔顿工作了。”前天，五
星级奢华酒店深圳丽思卡尔顿
酒店的HR（人力资源总监）给
郑州旅院酒店管理系主任李晓
东发来微信。

李晓东介绍，目前，全球知
名酒店品牌中，几乎都有郑州旅
院毕业生的身影，而且JW万
豪、喜来登、洲际酒店集团等还
与学院签订了共建协议。“由于
学生素质高，我们学院毕业生的
就业门槛也高，酒管系毕业生一
般会被五星级酒店或国际联号
酒店优先选用，学生参加工作后

晋升得也快”。
旅游外语系的徐慧老师告

诉记者，为了推动学生实习、就
业的国际化工作，自2014年10
月起，旅游外语系成立了国际交
流人才培训小组，并从全院召集
有出国梦想的学生成立“出国人
才储备班”，根据学生的英语水
平差异实行分级教学，帮助学生
实现“出国看世界”的梦想。

目前，郑州旅院2015年赴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互惠生、实习生选派工作基
本结束。“看得出来，学校在努
力为我们提供走出去的机会，
也经常为我们提供参与国际知
名企业应聘的平台，我本人对

学院和老师充满了感激。”
2013级旅游英语专业的小王
说，上郑州旅院，不用担心毕业
后找不到工作，而且不少同学
还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好工作。

上周参加了上海迪士尼招
聘面试的杨佳雯，是郑州旅院
2013级景区开发与管理专业
的学生，她说：“学院和老师为
了同学们有个好的前程，想方
设法创造机会，拓宽我们实习、
就业的路子，让我们拓宽眼界、
开阔视野，为将来就业和晋升
打下好的基础。”

“来郑州旅院上学，真的来
对了！”采访时，杨佳雯两次向
记者强调这句话。

美、德、日、韩，景区、邮轮、酒店……旅院学生遍天下

想出去看看？选郑州旅院！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亚东 文图

核心提示 | 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戳中多少人
不平静的心。记者近日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以下简称郑州旅
院）采访时得知，该院的学生如今遍布世界多个地方，美国、德
国、日本、韩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皇家加勒比邮轮、迪拜的
高端酒店……同学们出了校门就能一边工作、一边看世界。

“世界那么大，从郑州旅院出发吧！”该院负责招生就业的王
主任说，通过近几年“打高端、打特色、打实用”的准确定位，郑州
旅院的学生实现了高端定位、高端实习、高端就业。一些外企到
郑州旅院“抢人”，一次就要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不少专业的学生
在实习期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

郑州旅院，这所河南旅游界的“黄埔军校”，我省唯一培养旅
游业专门人才的公办高等院校，正逐步成为全国旅游高等教育
的“领航舰”——

想出去看看？考郑州旅院！

旅院没毕业 就去看世界

平台多又好 学生身价高即将赴美国奥兰多迪士尼乐园的郑州旅院部分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