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essica
学而培训总监&学
术校长
10 年 教 龄 ，擅 长
SAT、ACT、托福阅
读毕业于英国 6 星
级商学院兰卡斯特
大学。

Bonnie
培训主管
7 年 教 龄 ，擅 长
SAT&ACT 语法、托
福&雅思听力

Victor
学而理科培训项目
负责人
6 年 教 龄 ，擅 长
SAT2/AP/IB/Alevel
数理化课程及托福
阅读写作课程

Dannie
资深培训老师
近6年教龄，擅长托
福&雅思口语

Ethan
资深培训老师
超 6 年 教 龄 ，擅 长
GMAT/SAT/ACT/
托福/雅思写作

Tony
资深培训老师
擅 长 SAT& 托 福 阅
读&写作

个人奖项

综合奖项
年度品牌

年度读者喜爱

年度领航人

年度明星教师

年度金牌顾问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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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是由胡敏
教授率领一批团队成员共同创办，美
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和美国KA-
PLAN国际教育集团参与战略投资
的语言教育机构。下辖教育文化发
展公司、培训学校、留学服务中心、学
得快个性化学习中心、各省分校等共
四十多家机构，合作单位包括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教育部
高等教育出版社等著名学府和学术
机构。

自主研发图书及音像产品达
500余种，内容涉及国内外考试及综
合英语。

新航道宁波学校是集团一级分
校，经过10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宁
波最大的出国考试培训机构之一。
涉及的核心业务包括雅思托福等出
国留学语言培训、留学申请、游学、名
企实习等。宁波分校目前拥有教学
面积超4000平方米，校区设立有月
湖雅思中心、月湖北美中心、优加青
少中心、前程留学中心。包括雅思中
心一部、雅思中心二部、北美培训中
心、精英学院、腾飞学院、前程留学及
美国中高考学习中心。教职员工
200多人，其中全职雅思、托福教师
70余位，全职助教40余位，留学部资
深规划师10余位。2018年度，新航
道雅思 7 分及以上高分学员共有
1802名，雅思总分8分及以上36名，

雅思总分7.5分及以上402名；雅思
单科满分9分360名。托福100分及
以上学员共有663名，其中76名托福
总分110分以上，249名托福单科满
分。SAT总分1500以上32名，1400
以上65名，61名单科满分。2019年
新航道浙江学校培训学员人数超过
15000名。

雅思官方在中国范围内最高级别
的奖章是“雅思官方白金级合作伙
伴”，新航道浙江学校连续三年获得此
奖（浙江省唯一获奖的机构），斩获托
福官方“ETS托福联盟星级成员”。
同时新航道也是与高校合作项目最多
的机构之一，目前宁波地区成功合作
的院校及单位有宁波大学理学院官方
雅思班、宁波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留学
直通车项目、宁波大学出国留学服务
中心、宁波大学国交学院出国留学培
训班、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官方雅思班、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中澳班、宁波
滨海国际合作学校中美班、宁波光华
学校国际班、奥克斯集团等。

新航道提供的雅思托福培训，出
国留学申请服务，在甬每年服务约
3000名学子，并顺利送出国门走到
世界名校，新航道将一如既往地为更
多出国学子提供优质服务。

预约：13588115881沈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镇明路542

号B座2楼3楼&C座4楼5楼

宁波乐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9年3月，总部位于宁
波市。学校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
K12阶段教育培训产品研发和实施，
目前宁波和台州开设近20所直营分
校，全职员工300余人，累计培训学
员超过300000人次！已成为拥有精
品班组培优、个性化VIP培训、锦囊
小学培优三大事业部，集训营、衔接
班两大项目中心的综合性教育集团。

经过多年发展，集团相继荣膺
2015年宁波市优质教育品牌培训机
构；2016年中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

AAAA单位、宁波市消费者喜爱品
牌；2017年“我心目中的宁波品牌”
评选活动中，荣获“金口碑品牌”等称
号。2018联安杯品牌双选活动中，
乐恩教育荣获 2018年最佳口碑品
牌，乐恩教育CEO程高峰荣获2018
年品牌年度影响力人物。乐恩教育
始终以品质驱动规模，永远拥抱变化
的经营理念，注重教学教研体系的打
造与优化，乐恩人秉承“正直善良、激
情主动、务实敬业、好学奋进”的企业
价值观，努力实现规模和品质双一流
的公众教育集团的愿景。

学而学仁专注于SAT托福雅思
等标化培训，为莘莘学子们提供留学
海外的一站式培训服务。

从成立到现在的9年时间里，无
数次地刷新宁波地区托福和SAT最
高分和平均分。实现了新SAT首考
多位学员1500+高分。到目前为止
众多学生取得了新SAT1450分、托
福110分和雅思7分及以上的好成
绩。雅思托福SAT国际学校，你需
要解答的难题，让学而帮助你！免费
模考、一对一规划、免费试听。

热线：18957850919 童老师
地址：宁波市海

曙区冷静街8号银亿
时代广场10楼10-6

20192019年度读者喜爱年度读者喜爱20192019年度领航人年度领航人

20192019年度明星教师年度明星教师20192019年度金牌顾问年度金牌顾问

20192019年度品牌年度品牌

奖项设置

新东方宁波学校
新通教育
启德教育
乐天英语
峰越教育

新航道宁波学校
金吉列留学
澜大教育
学而教育
易达教育

乐恩教育
朗阁教育
华通留学

（排名不分先后）

2019年度品牌自荐或读者推荐的品牌机构名单

一、投票时间
2020年1月9日-1月15日
二、投票方式
信函：选取您心目中最佳或喜爱的

机构直接将名字（或编号）填入表格中，
寄至宁波市宁东路901号宁波日报报业
大厦五楼教育事业部收，“都市报系宁波
晚报2019教育行业年度口碑榜”评选。

邮件：您也可以填写投票信息后，
拍 摄 照 片 发 至 1123431834@qq.
com ，标题中请标注“2019教育行业
年度口碑榜”字样。

三、获奖礼品
2020年1月16日，宁波晚报上将

公布投票榜单，并随机抽取5名热心
读者，赠予精美礼品一份。

学而学仁专注于
SATSAT托福雅思标化培训托福雅思标化培训
为学子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学子提供一站式服务

品质驱动规模 永远拥抱变化

宁波乐恩教育努力实现
规模和品质双一流愿景

成就世界名校梦想，选择新航道

为您喜爱的机构投上珍贵一票！
邀您见证都市报系（宁波晚报）2019教育行业年度口碑榜诞生

在宁波众多的教育机构
中，有哪几家是您最信赖的？
自宁波晚报刊登了都市报系
（宁波晚报） 2019教育行业年
度口碑榜启动信息以来，已通
过电子邮箱收到了不少家长推
荐和机构自荐信息。

虽然教育方式不同，但家
长、学校以及教育机构的终极
目标是一致的，就是希望孩子
能取长补短，成为当下最好的
自己。据了解，在新的教育环
境中，教育机构已成为不少学
生求学生涯中的一个有效补
充。因为与教育机构的交集，
一些家庭还拥有了一段“酸甜
苦辣”的插曲。

经过前期征集，宁波晚报
汇总了市民推荐和机构自荐
的一批教育机构名单，罗列
如下，供市民在勾选教育机
构时作参考。同时，宁波较
为优质的教育机构也能借助
这个活动，尽可能多地展示
自己的风采和优势。

截至2020年 1月 8日，宁
波市民关注比较多的教育机构
有乐恩、新航道、新东方、学
而、智立方等，还有不少教育
机 构 也 被 提 名 。 有 “ 白 名
单”，就有“黑名单”，个别机

构也因在过去一年表现不佳，
被市民点名“批评”，值得镜
鉴。

即日起，口碑榜海选活动
开始接受投票。结合教育行政
部门对教育结构的要求，这些
机构大多是综合实力强、在业
内拥有一定知名度、在市民口
中 享 有 较 好 美 誉 度 ， 且 在
2019 年中未出现过重大负面
报道的。他们是能严格遵守行
业竞争法则，遵守消费者权益
保障法，且在宁波具有合法资
质的教育培训、留学 （移民）
机构。

口碑榜的投票环节分为机
构自荐、机构公开一览、读者
投票、评选结果公布等几个板
块。和往年一样，我们还将通
过读者投票的方式评选出“年
度品牌”“年度读者喜爱”两
个综合奖项，“年度领航人”

“年度明星教师”“年度金牌顾
问”三个个人奖项 （具体投票
方式见下文）。

需要注意的是，投票时间
仅一周，最后收票时间以截止
日为准。口碑榜结果，届时也
将刊登宁波晚报上。诚邀您，
与我们一起见证口碑榜的诞
生。 记者 徐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