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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企合作对技工院校的学生就业、师资队伍的提升、教学研究起着促进的作用。加大校企合
作力度,是技工院校培养社会所需要各类技能型人才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通过企业共同整合教育教学
资源,达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达到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尤其突显于汽车维修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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