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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源质量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面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对优质生源争夺
的激烈形式,如何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成为各高校尤其是研究生招生管理部门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湖南
大学为例,通过学校层面的顶层设计、学院层面的中层担纲、导师层面的责任主体和发挥暑期夏令营的
平台作用,形成吸引优秀生源的长效机制,提高研究生生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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