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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校友资源的开发、整合、利用和建设是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校友资源的有效利用
同时也是衡量民办高校办学水平的关键所在。[1]目前有很多民办高校都非常重视校友建设,将民办高校
的学生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延伸到了校友建设,把校友工作提上日程,作为高校管理工作的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本文以某民办学院为例,研究民办高校如何开发建设校友资源,如何将校友资源作为促进母校发
展的宝贵资源,同时也强调母校要为校友服务,进而深化校友工作,实现并提升校友资源的内在价值。
[关键词] 民办高校；开发利用校友资源；校友工作；校友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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