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 十五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十五岁的郑州晨钟（陈中）教育
集团，它的粉丝早已遍布中原大地。

15年专注，15年真诚，为答谢多年来关注并支持晨钟教育的“粉丝”们，集
团举办盛大回馈活动。5月16日、17日、18日，感恩有礼，疯狂来袭！还等什
么，拿着“大口袋”，快来收礼吧。

15周年庆暨首届“晨粉节”，真情回馈，惠动全城
5月16日、17日、18日，相约晨钟 乐享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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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四中国际部：通往世界名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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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四中具有20年国际教育研究的升学规划及留学导师，将对有
出国留学意愿的学生家长免费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咨询建议。

通过咨询讲解，合理规划，让家长、孩子对国际高中课程有个全面、
客观的了解。留学导师将针对每个学生成绩、出国意向、大学申请等方
面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让孩子升学出路上达到“不走国内高
考独木桥，要走世界高考立交桥”，从而让孩子冲击世界百强名校。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8：30～17：30
地点：郑州市中原路与京广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西国际部招生处
电话：0371-55507760 55507790

四中：国际高中七大优势C
四中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老师

基础课程。小班授课，严格而人性化的
专业化、差异化教学管理。

海内外名师团队，权威英语课程教
学，专家级师资队伍。保障申请美、英、
加、澳等大学，高分冲击美国TOP50名
校、英国TOP20名校和加拿大前5名校。

课程中西合璧，充分发挥中外教学
优势，引入国际认证的素质教育体系。
课程体系将着重从社会公民、工作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国际视野、个人能力拓展
等五个方面培养学生。

为学生提供咨询、升学规划和指导，
提供国外名牌大学录取秘籍。特邀美国
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中国区面试官
DAVID先生、加拿大联邦国际教育总署

前董事FRANK先生为顾问。
海外院校资源多，学生进入名校有

保障。与美国院校资源机构CHEG教
育集团、加拿大联邦国际教育总署成员
战略合作，为学生提供直接面对学校招
生官的机会，大大提高学生申请成功率。

海归团队针对学生一对一制订个性
化升学规划方案。同时，跟进学生健康
及心理辅导，多维度提高学生软实力，为
申请名校提供必要条件和保障。

引入国际性赛事，为学生成功申请
名校增添砝码。郑州四中将申请成世界
各大竞赛考点，如：美国斯坦福数学竞
赛、“物理杯”美国高中物理竞赛、加拿大
滑铁卢大学的欧几米德数学竞赛、国际
商业精英项目大赛等。

晨钟十五岁，“晨粉”快到碗里来

专注教育15年 成绩口碑金品牌A
2000年，陈中数理化

辅导学校（晨钟教育前身）
在省会教育培训业现身。
15 年来，晨钟人开拓创
新，书写着一个个传奇。

目前，集团拥有陈中
数理化学校51所分校、一
所全日制学校、一个高端
个性化辅导学校、一所高
考学校、一个教育科技公

司和一所教师发展学院。
其中陈中学校（全日制）是
郑州第一家被纳入郑州市
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的
民办学校。

集团各分校提供的培
训项目包括小学以及初、
高中数、理、化、语文、外语
培训、VIP个性化辅导等，
分年级分层次教学，品牌

统一、教材统一、服务统
一、管理制度统一、师资配
备统一，以能确保高水平
的授课质量和服务质量。
在不断发展、创新中，优异
的培优成绩，优质的教育
资源，良好的社会口碑，使
晨钟教育成为省内外同行
业和家长学员关注和认可
的金质品牌。

“0元”课程大放送 3000名额我买单B
谁不喜欢自己的生

日，快乐而热闹？十五岁
生日，晨钟教育要送给社
会一份“特大号”礼品：只
要你够优秀，整个暑假，晨
钟的课程，你可以免费学。

据 了 解 ，本 次 的
“3000人免费计划”，是集
团回馈家长和学员的超值
大礼，主要针对陈中小状

元班（四年级）、陈中状元
班（新初一），各招收1500
位免费名额。晨钟教育副
总裁朱玉峰告诉记者：免
费绝对超值，整个免费课
程，同样由名师执教，同时
精选教材、小班教学、定向
培优，最终直指名校！

空前钜惠源自雄厚实
力，为配合此次“暑期0元

课程”，集团自4月份起就
从数百位优秀教师中层层
选拔，并配备大量助教，为
家长和学员提供最优质的
教学服务。

据了解，陈中数理化
学校各分校区均接受报
名，3000人的免费名额，
也许在你“再考虑”中转瞬
即逝，所以，别再犹豫了。

现金双倍用
更多好福利

C

既然是十五年的大庆，还是
首届“晨粉节”，晨钟教育除了要
送出“3000人计划，0元课程”
的大礼，还有更多福利等您来。

福利一：晨钟教育推出众多
经典班型。如硕果盈枝的状元
班、双尖状元班、三甲状元班、小
状元班、小状元预备班；蜚声中
原的名师超级大班，关怀备至的
一对一精品小班；小升初冲刺
班，提分班，标准班，签约班，以
及中高考冲刺班等，这些享誉中
原的优质班型在活动当天报名
均可享受超大优惠。

福利二：提前预约现金翻倍
用。据朱玉峰副总裁介绍，此次
活动，为回馈和方便更多家长和
学员，集团提前一周，即5月9日
启动预约报名活动，家长不仅可
到陈中数理化就近校区咨询报
名，还可以拿起手机，通过微信
平台参加预报名现金翻倍用活
动。

福利三：15部苹果6plus、
1500部精美自拍神器、5000张
晨钟15周年纪念卡，海量15周
年礼品包等。这么多大礼是不
是听听都过瘾？赶紧拿起电话
报名抢礼品吧。

□记者 赵珊

1.晨钟15年，现金双倍用：5月9
日~15日，预缴定金翻倍使用，100元
抵200元,200元抵400元……

2.奔跑吧，为梦想而战！陈中数
理化小升初、中高考冲刺班火热报名
中！

3.庆晨钟15周年，陈中实验学校
（全日制）宏志班开始招募：新六年级
免一年学费，冲刺枫杨；新初一免三年
学费，中招冲刺三大名校。

1.郑州陈中实验学校（全日制）
地址：江山路与清华园路交叉口

向北800米新闻出版学院院内
电话：0371-55181786 63860222
2.陈中数理化金国总校
电话：0371-69131555 63619977
3.陈中数理化裕鸿总校
电话：0371-88887156 88887106
4.陈中数理化陇西总校
电话：0371-86683366 86683399
5.陈中数理化冉屯总校
电话：0371-86183022 66951777
6.陈中数理化天旺广场校区
电话：0371-55188138 68629318
7.陈中数理化九如东路校区
电话：0371-86137755 55856729
更多校区电话请登录：
www.chenzho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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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陈中实验学校（全日制）
及陈中数理化各大区域总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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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
时光飞逝，日月
如梭，转眼中招
考试即将来临。
作为父母此时此
刻的心情是十分
焦虑的，也是十
分迷茫的，中招
考试是孩子人生
向上爬坡的分水
岭，也是决定很
多孩子命运的风
向标和转折点。

在这关键时
刻，孩子的升学
通道、孩子未来
的成长路径、孩
子是否能出国、
是否适合出国、
什么时候出国以
及孩子成绩处于
哪个阶段、最终
能否申请上世界
名校，这些都困
惑着家长。帮孩
子选择郑州四中
国际部，就选择
了一条通往世界
名校之路。

郑州四中国际部今年开始招生A

郑州四中创建于1938
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完全
中学，首批河南省示范性高
中，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
先进，管理科学规范。学校
本科上线率达99%，近一半
学生被北大、清华等 985、
211名校录取。

学校2011年成立国际
部，招收来自美国、德国、加

拿大等国家的留学生，于本
校学生开展学习交流、社会
实践等活动。同时与美国、
加拿大高中合作，引进最具
竞争力的国际高中课程。
将国际化课程体系与本土
课程相融合，为开阔学生视
野和出国深造提供国际化
教育服务，使学生具备冲击
世界名校的实力。

中外合作办学高中项目及课程设置B
郑州四中是河南省一

家获得国际三大官方机构
认证的教学中心：

●美国大学理事会授
权AP教学中心

认证代码：694570
●英国最大考试局

A-LEVEL授权教学中心
认证代码：93609
●加拿大学术英语水

平测试CAEL授权中心
认证代码：CA2351
参加中美高中项目的

学生，毕业时可获得中方
（郑州四中高中毕业证）和
外方（美国合作高中毕业
证）双文凭；中加高中项目
的学生，高三时可前往加拿

大合作高中完成高三课程
获得加拿大高中毕业证，并
进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学本科
学习。

郑州四中国际部高中
课程即吸收国内、国外高
中课程精化和教育理念，
又充分结合海外名校录取
学生的要求，由五大模块
构成：

国内中学基础课程；雅
思、托福强化课程；美国、加
拿大本土高中精选课程以
及美国大学先修AP课程；
国际精英素质、背景提升课
程；国际金牌高中A-LEV-
EL名校课程。

□记者 陈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