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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业大学又叫公司大学,是企业培养员工技能、职能、素质,促进团队能力的一个内嵌机构,在
提高企业绩效水平方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然而,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各式各样的在线教学技术
在教育培训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企业大学线下办学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基于此,企业大学需要
适应新技术的革新,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在线学习平台的优势,结合自身固有的专业优势以及运作体系,为
企业的运行和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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