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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进行了融合,逐渐进入媒体融合时代,媒介
传播内容、渠道、平台、经营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媒体融合时代,我国出版行业面临着很大挑战,
具体体现在加速转型、数字化出版方面,但我国高校学报数字化出版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高校必须引进
数字化技术,提升高校学报的核心竞争实力,文章主要针对媒体融合时代高校学报编辑出版的数字化生
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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