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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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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费为学生进行英语测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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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年指导留学经验看!家长
大多并不真的熟悉自己孩子性格和行
为习惯!多愿意偷懒把自己的想法加在
孩子身上!让他们来实现自己心中的缺
憾并以此为荣"

把你的孩子当成街头一个陌生人!

你会怎么评价他# 骄傲$喜爱$漠然$厌
恶#% 孩子还是很聪明的!就是&&'!这
话听着熟悉吧(若他不是你的孩子!你还
会认为他是聪明的吗# 退一步!看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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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看各科成绩!而是看行为模式"

大部分高中成绩差的学生都是常年学
习习惯较差造成(少部分是自身客观条
件限制(还有一些是不适合读书的" 有
的人思维和行为模式适合读书!有的则
不适合) 这与日后成就大小无关!你们
班当年学习最好的是现在混得最好的
吗# * "

你的孩子属于哪种# 如果你确信他
想读书!有独立思考能力!表现出独立

按照自己想法去计划$完成一个事情的
潜质!把他放飞留学或许是个激发其对
未来向往和努力行动的妙招( 反之!可
能是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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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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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女生
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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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样的消息误导" 多年雅
思培训数据来看! 中学生由于词汇量
少$语法薄弱!在中国学生最能拿分的
阅读等项目上并无优势(而大部分普通
中学对听力$口语$写作这三项培养的
缺失!使得大多数中学生雅思成绩并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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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上了大学!时

间充裕条件优越! 且有四六级逼着!这
英语水平怎么也该飞跃一把了吧# 事实
是很多数据证明+到了大四的省内普通
高校的普通学生!英语水平比起高中都
无明显长进(再做高考英语卷子!成绩
不比四年前差就算好的了!虽然已考过
了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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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以上!大三以
下" 太早需要补的东西太多!孩子容易
没信心(太晚了就连大一大二学的也忘
光了!还得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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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校内学习!盲目报
雅思辅导班进行% 冲刺'" 简单的道理+

如果一周五天全天在校有老师全程严

密管理下! 尚学不好课本上那点东西!

怎么能指望周末几个小时$并无任何强
制力的辅导班能够为你孩子创造奇迹#

所以!如果想让孩子出国!请先让他学
好校内课程!哪怕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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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思因为涉及考查实际
英语水平的东西太多! 内容和题型较
杂!难速成" 一般用倒推法+先确定孩子
出国时间! 然后倒推申请截止时间!最
晚出成绩时间!考试时间!推出可用复
习时间"

然后对实际各项水平进行测试!找
出可能的挣分点!加以强化确保拿到较
高分(可能的失分点!根据孩子具体情
况制定保分办法! 确保拿到最低分(综
合起来以求总平均分达到学校录取和
前往国签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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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金城教育培训中
心是经教体局批准! 具有
正规办学资质的中小学数
理化外专业辅导培训机
构! 位于郑州市中心繁华
地带紫荆山路与商城路交
口的地标建筑,,,金成国
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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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教育所有师资均
有重点中小学丰富的一线
教学经验! 近年来经潘老
师所带团队培训的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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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市重点中学录
取! 其中郑州外国语中学
就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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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也被
省实验$ 郑州一中等名校
录取"

本系列讲座将分四
期! 涉及英语学习的各个
方面( 读者将每期讲座右
下角金城教育标志剪下 !

均可凭此享受
'"

元报班优
惠) 限每人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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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矿职工谈煤矿兼并重组+以后下井!心里踏实多了

大矿带来技术!也带来了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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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容易入地难'! 这是一句形容煤矿业
危险系数远远高于航空业的俗语"可以说!小煤
矿的矿工们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工作"

现在!河南开始强力推行煤矿兼并重组了"

谈及工作环境的变化! 刚刚通过兼并成为河南
煤化集团一名员工的老矿工任辉说+% 以后再下
井!我心里踏实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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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鹤壁市大河涧乡!大河涧许沟煤矿有
限责任公司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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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任辉穿戴整齐!即将开始下午的工作" 他
现在的工作!主要是矿井维护"

原来! 大河涧许沟煤矿原本是当地乡政府的一
家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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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成投产!目前年产煤
&)

万吨"

在今年河南推进的煤矿兼并重组中! 它被河南
煤化集团下属的鹤煤集团兼并! 由鹤煤集团鹤安矿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原煤矿方共同出资成立了大
河涧许沟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其中!鹤安公司占股份
'+1

"

鹤安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于
$

月
+3

日完成了资产清点工作!并正式进驻许沟煤矿!现已
经办理了新的工商营业执照! 新的采矿许可证办理
资料已上报至省国土资源厅! 近期内可望取得新的
采矿许可证"

任辉的工种是排水工!肩负着井下众多
兄弟的生命安全"

他说! 这个矿投产时他就来上班了!已
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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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 煤矿被兼并前!他和当地乡政
府签的劳动合同!兼并后!他又和鹤安公司
重新签了协议"

他现在% 明显感觉到了大公司和小煤矿
的不同'" 煤矿被兼并后!新% 老板'鹤安公
司的领导先让技术人员对井下设备逐个
进行严格检查 !然后投入资金更新排查出
来的隐患设备!完善安全设施"

在这期间!他又参与了河南煤化集团组织
的矿工技能培训!让自己大长了见识"

% 集团领导对安全太重视了!'他说!% 以
前矿上专业技术人员很稀缺! 现在都充实
了!集团派来了许多技术人员!注入了大量
资金" '

% 安全是需要靠组织的! 以前我是一个
乡镇煤矿工人!现在成了河南煤化集团的一
名员工!身份也提高了!觉得安全多了!下井
不用提心吊胆了" '他说"让他高兴的还有一
件事!据说工资也要涨了"

张秋林! 他原来的身份是煤矿技术副矿
长!在矿上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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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兼并后!他成了煤矿总
工程师!级别升高了"

他跟着% 新东家'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

不但看到河南煤化集团给这个煤矿带来了
经验$技术和设备!还看到集团灌输的企业
文化理念正在生根发芽"

煤矿会议室墙上有一行大字标语!% 用

心做事!追求卓越'!他用手指着说!% 那就是
煤化集团要追求的!我们也不能再满足于现
状!一定要紧跟集团步伐" '

他举了一个例子 " 煤矿被兼并前 !井
下有一种安全措施 !矿上是采取土方法应
对的 !省钱省事 (兼并后 !% 新东家 '发现了
这里的隐患 !立马投入资金利用高科技改
进了 "

河南煤化集团常务副总经理陈祥
恩介绍!截至

,

月
5)

日!列入河南煤化集
团兼并重组名单的

',

处煤矿!除安阳市
双富煤矿$ 九龙山煤业关闭退出外!其
余
'$

处煤矿的兼并重组任务基本完成"

更让外界关注的是!河南煤化集团
兼并重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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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资金及后续技改资
金已经全部筹措到位"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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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煤矿
按照兼并重组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期
资产转让价款!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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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其余资金
也会在相关合同完毕后十天内到账!这
让众多小煤矿主非常高兴"

对此!河南煤化集团董事长陈雪枫
说!这就是集团在煤矿兼并重组中要贯
彻到底的原则!% 真重组!真出资!真管
理!真负责!真安全'"

% 我们一定要尊重小煤矿的合法利
益!公正对待他们!所以在重组中一定
要真出资!真投入!'他说!% 这一点尤其
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煤矿兼
并重组的目的!防止事故的发生" '

一个煤矿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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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管理层眼中的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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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矿工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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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煤化集团老总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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