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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九届"浩沙杯#全国万人健美操大赛开赛在即

暑期已经悄然来临!孩子"辅导班"分数成
了父母们唯一的话题!# 我家孩子暑假报了英语
班$!# 我给孩子报了奥数$! 各种辅导班让孩子
的暑假变成了课外学习!听着孩子暑假的# 行程
安排$!总让人心情随之沉重% 其实一味地压榨
孩子的玩耍时间! 满负荷的辅导培训并不能有
效地提高孩子的成绩& 邻居小轩妈妈就对暑期
辅导班投了反对票!这是一位聪明的妈妈!她能
站在孩子角度来考虑孩子的兴趣! 安排孩子的
学习& 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孩子的教育!也聊到
辅学工具!电子词典'学生电脑((笔者被一个
新名词吸引了)))万维搜&

很难想象万维搜的强大!键入任意词!便会
搜索出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内容形成* 关系网$!

以一个知识点为圆心无限延伸% 诺亚舟万维搜
$%&'""

打破传统!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成了一
个庞大的知识关联网络!通过一个知识点!就可
学习与之关联的一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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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条百科搜学'

)"

万道数理化试题搜学'高效单词搜学'轻松作文

搜学 ' 古诗词搜
学 ' 精品历史搜
学!

*

大学科搜索
包资源丰富'各成
体系!帮助孩子了
解到他想知道的
一切%面对浩瀚的
知识大洋!学生拥
有诺亚舟万维搜学生电脑!就像百度'

+,,-./

一
样!帮助他们精准搜索自己想要的知识%

聪明的妈妈在于培养孩子的兴趣点!帮助
孩子寻找学习的方法% 小轩在妈妈的培养下!比
同龄的孩子懂得更多!政治'时事'天文'地理'

音乐'电影'体育'文学他甚至无所不知% 有时候
我跟不上节拍!他就会坏笑着说+* 你

,012

啦, 我
的电脑

$%&'34

上什么都有% $

在基础教育阶段!扩大知识面!培养兴趣度
是关键的步骤% 留些空间!其实孩子们知道自己
需要些什么!也有能力去安排好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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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暑假还给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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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生产方还是经销方!涉足河南市
场的电动自行车商家该高兴了!他们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良机-))昨
天!全省电动自行车下乡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

* 本次被河南纳入家电下乡产品名录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共
56

家!中标型号
)(7

个!产品即日投放市场% $省商务厅厅长李清树说%

据介绍! 对这些下乡的电动自行车! 政府的补贴标准是售价的
869

%

当天!这
5#

家企业全部在仪式启动现场设置了展台% 商报记者
在电动自行车全国领军企业江苏雅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展台看到!

型号为
:;%5()<

的一辆电动自行车!中标价显示为
(6*7

元%

* 政府补贴
=6>

! 也就是
()"

元! 也就是说它的实际售价是
(=67

元%$雅迪公司销售管理部经理张允对商报记者说!目前他们公司销售
收入的

)">

来自农村市场!借着本次家电下乡!他认为这个百分比至
少会提高到

7">

%

* 农村的市场非常大! 电动自行车下乡! 是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幸
事% $他说%

河南屹峰电动自行车营运总监张力说! 此前他们每年能销售
5

万
台电动车!在新政之下!预估这个销售数字有可能达到

7

万台%

拉着电动车
到乡下发财去
全省电动车下乡启动 每辆车补贴=6>

()/0*+ 564

最近!许多创
业者抱怨!建立具有任何准确度的预测
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这些时间原可以用
于销售% 但如果拿不出一份像样的财务
预测!就不会有机构'投资者愿意合作%

本周六! 互助公社与百度锐之旗公
司邀请到河南正大咨询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付全忠! 为社员讲解创业公司从创立
想法到设立阶段! 创业公司如何解决财
务纠纷'外聘兼职会计'创业阶段预测业
务收入和成本等问题)))如果您有意参
与本次互助活动! 请尽快拨打创富热线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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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与% 由于
场地有限!本次活动人员限额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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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依
报名顺序参与!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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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很多郑
州市民不会想到!在郑州!每天都会有
=5"

辆二手车被交易% 昨天下午!全省汽
车流通行业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郑州
举行!确定规范二手车市场%

* 二手车的日交易额为
7""

多万
元% $郑州市商务局局长宋加利说!郑州
有
==

家二手车市场!市区
)

家!其他
&

家分
别在巩义'新郑'新密'登封和中牟% 年
交易

&

万多辆!交易额超过
(&

亿元!日均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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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辆%

伴随着火爆交易的!是二手车市场
的一系列乱象% 省国税局征管科技处处
长刘木生在会上介绍说! 目前市场上

* 以开具较小的销售额来逃避缴税问题
依然突出$% 全省二手车发票领购纳税
人有

=&*

户!实际上使用的只有
=('

户%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调研员魏中
良说!二手车市场存在收购赃车'更改
车架和发动机号码'更改车身颜色甚至
出售报废车的严重违法违规现象%

昨天的现场会透露!接下来!商务'

工商' 税务和公安部门就二手车的整
治!将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二手车市
场进行系统整治%

销售淡季 品牌汽车争打优惠牌
汽车销售商压力没有完全显现!优惠幅度或会更大

炎热天气到来后!汽车市场再次进
入销售淡季% 上海大众'丰田'奇瑞'吉
利等众多品牌的车型都推出了优惠举
措!且最高优惠额度达

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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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记者从郑州多家汽车销售商处了
解到!在汽车销售进入淡季的情况下!推出优
惠已成了汽车商家增加销售量的手段之一%

* 我们刚出了一项优惠政策!最高可优惠
6

万元% $郑州世纪鸿图丰田汽车销售公司大
客户经理丁福林说! 目前他们公司给予巨大
优惠的车型有卡罗拉和锐志两款! 其中卡罗
拉的优惠幅度可达

=?&

万元! 锐志的优惠幅度
高达

#

万元%

* 风云'

@#

'瑞虎都有优惠!幅度为
#444

元
A'444

元% $河南通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人员表示!进入夏季以来!他们公司便对
在售车型推出了优惠!其中优惠幅度最高的是
@#

!达
'444

元!其次是可优惠
&444

元的瑞虎%

与上述两家车商推出优惠举措一样!河
南裕华上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所销售的
朗逸轿车可优惠

5444

元以上! 帕萨特新领驭
也可送价值

&444

元的大礼包等%

但是! 尽管市场上有不少车型均推出了
优惠举措!大概是天气过于炎热的原因!众多
汽车销售店近期的客人却并不是很多! 且不
少汽车销售人员也承认! 近段时间的汽车销
售量不是很大%

在车市推出大幅优惠的情况下 !业内
人士说 !汽车销售商每年都跟厂家签订销
售计划 !如果销售计划完不成 !汽车销售
商将难以拿到厂家的高额返点 !其赚取的
仅仅是单车的利润 %由于目前距年底还有
&

个多月时间 ! 汽车销售商的销售压力还
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尽管汽车销售商在淡
季推出优惠增加销量 !但其优惠幅度应该

还没有达到底线 %

*

'

月份买车比较合适! 原因是商家此时会
尽可能多地增加销售量% $该人士认为!在

'

月份
之后!汽车销售商会不会再次推出优惠!跟其任
务的多少存在很大关系! 当销售量远远没有完
成厂家任务时!销售商便会不惜降低价格促销.

若经销商感觉完成任务的压力较小! 其销售优
惠幅度也将减小%

郑州日销二手车
854

辆
商务'公安'工商'税务将联手

规范二手车市场

创业公司
如何进行财务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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