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为!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不少于
!"

小时

省示范性高中办复读班将" 摘帽#

昨日记者从省政府
获悉 $我省要求各地在
秋季开学前后一段时
间内 $要着力解决好中
小学违规加班加点集
体补课 %义务教育阶段
采取考试的方式选拔
学生 %公办高中举办复
读班和公办教师从事
有偿家教等比较突出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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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去年印发的' 关
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的
意见() 豫政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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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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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文.,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形式
下达高

&

中
'

考升学指标$不得以高
&

中
(

考升学率
或考试成绩为标准进行排名和奖惩$ 不准对高
&

中
(

考成绩进行各种炒作/不准按考试成绩对学
生排名和编排学生座位&

而且$ 公办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不
得与任何机构联合在校外举办复读班或复读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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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学校严禁过重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不得随意提升考试难度和增加考试次数$不准学校
公布学生考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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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还说$各中小学校必须保证学生每天
睡眠时间$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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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

小
时%

)

小时&

走读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小学%初中%高中
分别不超过

*

小时%

+

小时%

)

小时& 对走读生不准安排
早%晚自习& 寄宿生晚自习时间每天不超过

#

课时&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中
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分
别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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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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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

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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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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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让每位顾客都成为消费-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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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人和朋友眼中$ 沈雷一直是个
稳重踏实的人&打小受父亲的影响$他曾
经最大的心愿是干好工程师这一行&

随着女儿的到来$ 沈雷所面临的经
济压力越来越大$ 当时每个月三四百块
的工资$根本无法支撑家庭的开支&- 那
时$每次答应女儿给她买这买那$可最后
几乎都会成为空话& #

沈雷很惭愧& 自己一个大男人$有
的是精力和才华$却连女儿小小的愿望
都满足不了& 可在单位$无论怎么干也
就只能拿那点死工资& 渐渐地$沈雷产
生了离开单位的想法&- 那时$我整天都
在想 $去哪里找个平台 $只要努力就能
得到相等的回报& 哪怕再苦再累自己都
愿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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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沈雷去接女儿放学$

女儿的老师送给了他一本介绍安利产品
的书& 回家后$ 沈雷仔细阅读了书中内
容&如此好的产品$再加上独特的营销模
式$让沈雷特别感兴趣&

没多久$沈雷通过多方面了解和考
察$加入了安利这个团队& 可让沈雷没
想到的是$自己本来是想把好产品推荐
给亲朋好友使用$但是却遇到了不少的
误解$- 有段时间$一些亲戚和朋友一看
见我都会躲着我& 生怕0 上当受骗1& #

面对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 沈雷失
落过$沮丧过&- 但我始终觉得好产品总
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所以即使他们
再怎么误解我$我始终没有放弃$今天安
利产品高达

$"/

的美誉度$ 也证明了我
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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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准了自己的事业 $ 沈雷全力以
赴&- 刚开始$我跟别人一样$都是在亲
戚朋友中间推销安利的产品 $ 这个举
动虽遭到了许多亲戚朋友的不理解 $

甚至恶言相向 $ 但我相信自己的诚意
和产品的质量一定能打动他们& #说起
刚开始的那段经历 $ 沈雷语气里满是
感叹&

记得有一次$ 沈雷和爱人去一个好
朋友家介绍安利的洗衣液等日用产品&

当沈雷把产品的对比试验做完后$ 朋友
嘴上说- 很好$很好#$可就是不买& 不买
就算了$让沈雷受打击的是$朋友临走时
竟对他说$- 前段时间有朋友来给我介绍
别的产品$ 我心想$ 还骗我呢2 门都没
有3 .

朋友的话让沈雷的心像针扎一样$

这明明就是指桑骂槐 $ 说自己是个骗
子 & 为此 $沈雷的爱人特别生气 $发誓
再不理这个朋友了 $ 可沈雷却没有气
馁 $通过耐心和执著 $三年后 $这位朋
友最终还是信任了他们 $ 并认可了安
利的产品品质 $ 而且全家人都成为长
期客户&

虽说现在还有许多人都觉得安利
这种直销的模式- 怪怪的 .$但是对沈
雷来说 $ 安利带给消费者最重要的还
是健康生活 & 沈雷说 !- 干安利这么多
年 $我一直都在告诉自己 $我不是在单
纯地推销产品 $ 而是在传递健康生活
的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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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在每款产品上市前$ 都会广搜
材料$汇聚中外各同类品牌$从性价比%

售后等方面$ 自己先研究学习各方面的
数据$掌握充分信息资料后$与产品共同
向市场推广&- 只有自己清楚了解了产
品$才会给顾客推荐0 对1的东西& .

为了使纽崔莱健康产品让更多的人
受益$沈雷苦心钻研各种医学%临床营养
学方面的书籍$他说$他这么做就是为了
更好地跟顾客讲解产品对身体的益处$

让顾客针对自己的身体$理性地消费& 目
前$ 沈雷还担任着河南省一家专业的亚
健康研究学会副会长的职务&

半年前$沈雷遇到过一个顾客$他
!%

岁的女儿有段时间经常发烧%拉肚子$而
且腿上有个伤口一直不好好愈合$ 学都
不能上了$ 一直请假在家$ 很痛苦很可
怜&- 这位顾客当时带女儿去了很多医院
检查$多数医院都说没什么大毛病$只是
免疫力不好$开了点免疫球蛋白$说是半
个月打一针& 可一个月过去了$女孩的病
没有得到改善& .

后来$ 沈雷认真看了女孩的检查报
告$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和经验$他对这
位顾客说!- 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帮你女
儿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3 .顾客听了沈
雷的建议$ 每天吃蛋白粉和多种维生素$

一个多月后$女孩的病情真的好了&

- 我要对每类产品做足功课$只有这
样才能对顾客负责& .在沈雷心里$顾客
就是上帝& 他抱着跟顾客一起学习的心
态$要让每一位顾客- 聪明.地消费$成为
真正的消费-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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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 双节.临近$郑州交通将面临又
一- 阵痛期.& 昨日$郑州交警通过媒体提醒全省
各市地客人!来省会$请避开早晚高峰期&

- 当前$市区三环以内主干道
!"$

条$施工点
%+

处$如地铁一号线%雨污水改造工程%积水点改
造工程等$共涉及

%#/

的主干道& 这些都加大了
省会当前的交通压力&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

交警支队长常志军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往年从
农历八月初开始$ 外地来郑人员和车辆明显增
多$最高峰每天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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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左右&

为应对与日俱增的车流量$郑州交警及早着
手$提前出台

-

条措施!一是全市交警提前
%"

分钟
上岗$推迟一个小时下高峰岗/二是加大对极易
造成拥堵交通行为的处罚力度/三是严查节日前
后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四是对主城区内道路

信号灯的配时进行调整/ 五是向全省驾驶员发出
倡议$倡导文明出行&

昨日下午$ 交警支队通过全省
!+

个市地的媒
体$提醒客人!来郑车辆合理安排行程和时间$可
采取一车多人出行$降低出行成本/避开一些交通
压力过大的路段%避开早晚两个高峰时段/每天上
午
$

点以后进市$

!!

点之前到达目的地$下午
%

点半
至
-

点半这一时间段内出行&

- 双节.临近$郑州交警-招防堵$并提醒各地欲来郑的客人!

早晚堵得慌 最好您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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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河南
大学研究生院传来喜讯$该校硕士专业
学位队伍再添新军$申报的金融硕士等
!"

个专业学位顺利获批$目前河大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已达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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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
从郑州市规划局获悉$郑州南三环污水
处理厂已完成选址&

据了解$ 规划选址位于南三环路
南%中州大道西$用地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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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
米& 项目设计日处理污水

!"

万吨$其中
近期实施每天处理污水

-

万吨&

目前$郑州市已拥有王新庄%五龙
口%马头岗和陈三桥

0

个污水处理厂$南
三环污水处理厂将是郑州市第五座污
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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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
省民政厅获悉$降雨已致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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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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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据初步统计$全省受灾人口
-",%!

万
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

人$开封杞县
因灾死亡

!

人/倒塌房屋
%)!

间%

!-+

户$损
坏房屋

*%*

间/农作物受灾面积
#,-"+

万
公顷$其中成灾面积

!,#*!

万公顷$绝收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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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顷/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0-"+,%-

万元$ 其中农业直接经济损失
0!)-

万元& 灾情较重的周口市$灾情正
在核查中&

河大再增
!"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郑州南三环
将建污水处理厂

三天连绵秋雨
我省

-"

万人受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