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微大讲堂第九期回放 

通讯录实战讲座丨通讯录深度研究 

（完整版） 

■分享嘉宾/企微大讲堂副堂主 陈俊晖 

■分享嘉宾/邛崃南街小学信息办主任 唐老师 

■分享嘉宾/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李专成先生 

 

嘉宾介绍： 

今晚分享的嘉宾是企微大讲堂副堂主 陈俊晖。此外我们还请来邛崃南街小学信息办主任

唐老师和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李专成先生共同分享。 

 

 



Part One: 企微通讯录基础介绍 

企微通讯录分为前端的通讯录应用和后端的通讯录管理两大部分。通讯录应用是员工快速

查找联系人的工具。可以实现拨打电话、微信聊天、保存名片等功能。而后端管理则是管

理员用于维护单位的组织架构。 

 

在功能讲解之前，我先解答大家比较关心一些权限问题。 

首先是企微通讯录和微信企业号通讯录的关系，企微通讯录可以理解为微信企业号通讯录

的一个编辑器，在企微上做的任何改动都会自动同步到微信企业号上，但是在微信企业号

上做的改动则需要手动同步到企微上来。 

 

在目前的体系下，您是否安装企微通讯录并不会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希望

在企微管理后台进行通讯录的维护，则需要安装企微通讯录。我们建议企微的用户都授权

企微通讯录，这样日常的工作都可以在企微上完成。 

  



用户的信息安全一直是企微最为关注的方面，通讯录的安全更是尤其重要。企微拥有十多

年的企业管理软件开发经验，并获取了 ISO27001 的安全证书，在信息安全方面达到了银

行级的标准。用户可以放心使用，想了解更详细的企微安全保障措施可以看看这份企微安

全白皮书。 

http://wbg.do1.com.cn/templets/default/qiweibaipishu(V3.0).pdf 

除此之外，这边提醒用户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并尽量提高密码的复杂性，还可

以不定期的修改密码，提高安全性。 

Part Two: 企微通讯录管理维护 

2.1 初次使用企微云平台-梳理组织架构 

在开始使用企微云平台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户先花一点点时间梳理一下公司的组织架构，

假如您是从某个部门开始试用企微云平台，我们建议您不要把员工放在顶级部门或者二级

部门中，而是放在三到四级的子部门下，这样后期即使上级部门、或者其他分公司加入使

用，也不需要做太多部门的调整。  

另外在使用企微的过程中，由于成员的不断扩充，这时候会出现一些通讯录权限的管理需

要，例如公司不希望让下属看到公司领导的联系方式，销售人员之间互不可见。我们有两

个解决方案。首先我们可以限制部门的权限，下图比较清晰的介绍了企微的三种权限设置。 

  

http://wbg.do1.com.cn/templets/default/qiweibaipishu(V3.0).pdf


 

 

 

  

以这个组织架构为例 



董事长和总经理不希望其他员工能看到他的联系方式，而他们能看到所有员工的联系方式，

这时可以参考上面的 A 部门的设置方式。 

主持人：对于通讯录的权限理解，后面我们的嘉宾唐老师会用实例给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下面我们看看具体的操作，首先我们进入通讯录的管理菜单 

  

 

 

将鼠标移到通讯录的顶级目录，点击「新增」就可以新建一级部门，填写部门名称（输入

50 个英文字符或一半长度的汉字内）、设置权限、排序号等，点击「保存」就完成了部

门的创建。 



 

 

将鼠标移到通讯录的一级部门，即可对该部门进行子部门（即二级部门）的操作，包括新

增、编辑、删除、添加成员、设置部门负责人等操作。部门负责人主要用于固定流程，可

以按照部门负责人实现逐级审批。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子部门且部门内没有人员才可删除

该部门。 

固定流程使用指引：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5/0930/449.html?1444275316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5/0930/449.html?1444275316


除了通过部门权限的分离，我们还可以通过设置字段的可见性来保护员工的隐私信息，点

击通讯录管理里的设置，就可以看到人员属性的设置菜单，在里面就可以设置信息的可见

性以及员工是否能够自己修改信息。 

 

 

  

 除了部门以外，企微还提供了更灵活的一种人员组织方式，公共群组。具体的配置攻略

可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通过公共群组，可以实现跨部门快速选人，比较适合项目组、教

研组等场景下使用。 

公共群组使用教程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5/0930/439.html?1444275664 

 



总结：通过梳理组织架构，可实现①各部门权限设置、②保护员工隐私、③快速建立群组 

 

2.2 初次使用企微云平台-选择合适而可扩展的账号规则 

梳理好组织架构后，接下来是账号规则的设置，账号是微信企业号和企微下的唯一标识认

证，和个人的身份证一样，账户不可重复，不可再次修改的，所以设置时要慎重。账号可

以由英文和数字组合而成，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设置建议，一般企业可以用工号作为账号，

保证账户的唯一。最后，我们不建议使用手机号或者员工姓名拼音作为账号，一是员工的

手机号会更改，二是员工易出现重名的问题。 

 

2.3 初次使用企微云平台-开始导入员工 

做好了账号以及组织架构的准备后，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导入通讯录，有四种方式可以导入

员工。 

  

 

下面我们一一介绍各个导入员工的操作方法，首先是手动添加员工 



在企微管理后台选择通讯录管理点击「新增」按钮，进入新增成员的页面，输入姓名、账

号、微信号/手机号/电子邮箱（至少输入其中一个）、所属部门等必要信息 

 

手动新增比较简单，下面我们重点讲一下批量导入通讯录这一个方式。我们在企微管理后

台，选择通讯录管理里的【同步/导入】，可以看到下面的界面。首先我们下载一份用户

批量导入的模版。 



  

 

在导入的模版里我们已经把字段分配好，只要按照要求填写即可。需要注意这里还有一个

模版填写说明，如果有对字段填写不了解可以看看说明。 

 



这边有几个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 

一是手机号码字段必须是文本； 

二是不要错把手机号填成微信号，微信号必须是数字和英文的组合，不会是纯数字的 

三是部门的设置，企微支持多级组织架构的导入，上下级部门间以“->"符号连接。我们

再以这个组织架构为例， 

 

假设我们现在要导入 A 公司营销中心大客户部下工业制造部的一名员工，则在部门这里我

们这样设置，【营销中心->大客户部->工业制造】。另外如果导入数据时部门不存在也

没有关系，企微会在导入时自动创建部门。 

如果该员工同时是市场部的员工，那字段内容为【营销中心->大客户部->工业制造;市场

部】 

  



数据导入后，可以看到数据的导入结果。 

 

 

 

此时导出错误数据，就可以看到每一条导入失败的数据的原因，进行调整后再次导入即可。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通过外部邀请加入企业号的方式。企微的 VIP 用户可以生成一个邀请加

入企业号的外部邀请链接，这个链接可以放到企业号或公司公众号菜单。使用流程如图。 

 

 



这边有两个细节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目前人员邀请新增了自选部门的功能，员工可

以自己选择对应的部门，大大减少了管理员的工作量。二是可以设置邀请通知人员，这样

有人填写了邀请后管理员在手机上就可以及时审批处理，还可以修改人员信息，及时将员

工设置到相应的部门。 

外部邀请在很多场景都能用上，像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唐老师他做了一个企微教育的体验

号，通过外部邀请就可以让其他想体验企微的朋友可以自主加入。 

 

http://qy.do1.com.cn/open/open/member/add.jsp?id=072e5399-093e-4dda-

b461-cc0d72012a8b&corp_id=&agentCode= 

除此之外，外部邀请还有更多的使用场景 

 



具体使用操作我们这边不多赘述，下面这篇操作攻略写的比较详细，大家可以收藏学习。 

http://wbg.do1.com.cn/ask/gongnenxiangguan/2015/1215/564.html 

  

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同步微信企业号的通讯录到企微上来 

登录企微管理后台，选择【通讯录管理】-【同步/导入】，点击「开始同步」按钮，就可

以把微信企业号的通讯录人员同步过来。要注意的是★★每天最多只能同步微信通讯录 3

次，点击「开始同步」按钮后，系统会自动开始同步，需要稍等一下，请不要重复点击。 

 

2.4 日常使用管理-通讯录维护 

关于通讯录人员的新增我们暂时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看在日常工作中如何维护企微

通讯录，通讯录的维护有两种方式，一是在线修改，二是导出后再修改。可以看一下下面

这个流程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1MDcwMw==&mid=400888551&idx=3&sn=cb015c4b87a266198448e26cc7a672d7#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1MDcwMw==&mid=400888551&idx=3&sn=cb015c4b87a266198448e26cc7a672d7#rd


 

 

那么我们首先讲解一下如何在通讯录里找人。除了基本的按组织架构和按姓名搜索外，企

微还提供了一个高级搜索功能，可以帮助你快速找到满足某一条件的所有员工。 

 



我们这边特别提醒一下关注情况这个搜索条件。可以帮助管理员很快找到哪些员工没关注

企业号，这些没关注的员工有可能是手机配置、微信版本、沟通不到位等原因导致无法顺

利关注，可以主动联系他们处理。 

通过“性别”条件的搜索，比如性别设置为“女”，也可以在妇女节、女生节给公司女员

工送上祝福等。而“生日”条件的搜索，则可筛选出本月生日的员工或领导，提前做好准

备。 

 

那么通过搜索或者选定部门的方式找到相应的员工后，我们接下来先看看如何在线修改员

工的信息。鼠标移到成员列表的操作按钮处，就可以对员工进行置顶、编辑、离职、删除

等操作。关于离职功能我们后面会再讲到。 

 

 

 

 

如果需要移动员工所在的部门，则先勾选需要修改的员工，点击移动后就可以移动，可以

一次勾选多个员工实现批量移动。 

  

  



 

 

如果需要调整的员工数量较多，或者需要补充比较多的信息，这时候可以通过导出通讯录

的方式在 excel 里编辑。 

登录企微管理后台，选择【通讯录管理】，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导出企业所有成员（如

需导出某个部门的成员，可先在左边点击该部门，待该部门成员显示出来，点击「导出」

按钮即可），导出的数据需要到【内容管理】-【导出报表管理】下载（导出状态为成功

才能下载） 

    



 

 

导出通讯录修改好信息后，点击同步|导入，并在导入的时候注意勾选需要更新现有数据，

即可更新这些员工的信息。 

  

 

 

除了员工的添加与维护外，企微还提供了员工的离职复职功能。首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离

职与删除的区别。 



 2.4 日常使用管理-员工离职 

 

 

离职人员一旦被管理员添加到离职管理里面，该离职人员应用端会自动取消关注企业号，

但是该人员产生的数据仍会保留，例如他创建的表单仍能被审批。而且离职人员还能被复

职。· 

而删除的话则会清除所有在企微上产生的数据，而且这个操作不能撤销。我们推荐用户使

用离职功能管理员工。 

关于离职的具体操作可以看下面的链接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5/0930/445.html?1444275528 

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李专成先生，会在后面的讲座跟我们分享下如何管理离职员工保证

信息安全这方面的内容！ 

 

前面我们从通讯录的组织架构创建、导入、维护、离职复职的几个角度讲解了通讯录的管

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通讯录应用在移动端的一些使用技巧。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5/0930/445.html?1444275528


Part Three: 通讯录应用使用技巧 

企微的通讯录不仅在管理后台上提供了完善的管理工具，在微信端的功能同样十分强大，

提供了多样化的人员搜索方式，一对一私聊，保存名片、个人账号管理等一系列功能。接

下来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3.1 通讯录检索技巧 

通讯录的检索分为两个方式，一个是搜索、一个是按组织架构找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企微

提供的三种搜索方式： 

  

 

 

① 可按部门/姓名/拼音/手机号模糊搜索，输入后点击后方搜索图标即可查询到相关人员

（输入部门，显示部门所有成员） 



② 也可按姓氏首字母快速定位联系人：点击搜索框后方图标，显示 26 字母，选择目标联

系人姓氏首字母后即查询出该姓氏的所有人员 

③ 对话框输入查询：在输入框输入成员名字，就会弹出相关成员的信息，可进行快速查

看 

  

除了直接搜索人员外，我们还可以按组织架构找人，还能看到各个部门的具体人数   

 

 

3.2 通讯录沟通技巧——私聊、群聊、电话、留言 

找到同事后，我们还可以在微信上直接私聊，而不需要添加好友。点击微信消息聊天的图

标，就可以直接发起聊天，勾选多个联系人，还可以发起群聊。这个聊天功能需要先开启

企业会话功能才能使用。 

  



 

 

除了发起聊天外，还可以点击电话的标志直接拨打电话。企微最近还更新了一个非常方便

的小功能，就是二维码名片。查看自己或者同事的通讯录时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一个存入手

机的按钮，按下图步骤操作即可将同事的通讯录存入手机。接下来还会推出和名片相关的

更多功能，敬请期待。 

  

 

 

3.3 个人信息管理 

在企微通讯录里，员工还可以修改自己的信息，如电话邮箱等，这样不需要 HR 去一一维

护，能够保证通讯录一直是最新的，可用的。 



  

 

 

除此之外还能设置常用联系人与常用群组，在其他应用需要选人的时候更加方便。 

PS：当有同事@你或你经常@某个同事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把 Ta 加入到你的“常用联

系人”列表中，下次选人时这批人就会优先排在前面。 

 

3.4 通讯录在其他应用中的使用技巧 

在企微的其他应用使用中，我们经常会需要与某个成员进行提醒和沟通，这个时候可以通

过点击对方的头像，可以看到对方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部门，此时可以@他 发起私聊、

或者打电话。 

 



 

 

3.5 个人网页版账号设置与使用 

除了在微信上使用企微以外，企微还提供了两种在电脑上使用企微的方法，一个是微信

PC 版，一个是企微个人网页版，而个人网页版的账号也是在通讯录里设置。打开我的资

料里的 WEB 账号设置即可设置个人网页版账号。个人网页版在电脑上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码字更加惬意~ 

  



 

员工如何在电脑上使用企微云平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1MDcwMw==&mid=401077551&idx

=5&sn=20a01bfa03d04182840388d12387f31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1MDcwMw==&mid=401077551&idx=5&sn=20a01bfa03d04182840388d12387f310#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1MDcwMw==&mid=401077551&idx=5&sn=20a01bfa03d04182840388d12387f310#rd


3.6 个人账号与管理员账号绑定  

为了保障管理员的账号安全，企微提供了个人账号与管理员账号的绑定方式，这样只要登

录了管理员账号，管理员在通讯录上就会收到提醒，如非本人登录，就可以及时修改密码。 

  

设置方法如下，选择设置中心菜单里的账户信息管理，移到底部会看到绑定通讯录用户的

选项，设置为对应的员工即可。 

 

Part Four: 总结与回顾 

今天通讯录的大讲堂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今晚从通讯录的管理维护讲到了移动端

的使用技巧，也讲解了一些和通讯录相关的其他注意事项。希望大家可以听完以后能够有

所收获，一些之前没有试过的功能可以多加尝试。这边特别推荐大家试用一下人员邀请功

能以及通讯录里的二维码名片功能，都十分的方便好用。谢谢大家的支持！ 

更多企微的相关信息，可以浏览企微学院 http://wbg.do1.com.cn/School/ 

以及精华攻略大全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6/0419/703.html 

 

http://wbg.do1.com.cn/help/jinjiejiqiao/2016/0419/703.html


Part Five: 嘉宾分享 

5.1 嘉宾分享：邛崃南街小学信息办主任：唐老师 

邛崃南小通讯录组织架构介绍 

 

简要说明：目前我校微办公已连接了与大量与南小相关的人，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增强微办

公的连接能力。通讯录组织架构根据稳定性分为稳定部门和活动部门，根据内外关系分为

内部部门、外部部门，现综合分为三类为大家作简要介绍： 

 

一类是相对稳定的内部部门，主要是在校老师和在校学生，有教师组、班级组、校友录三

个部门： 



 

教师组，在职在编老师和在本校工作的临时教师：按 ABC 三级架设，A 级教师组，B 级

按学校工作分工建部门，有行政组、语文组、数学组、体艺组和其他组 5 个部分。C 级按

每个工作部门和学科组建部门，如行政组有校长办、办公室、信息办等各部门。语文和数

学按教学年级建立 C 级部门，体艺组按教学学科划分 C 级部门。C 级部门其它组按后勤、

学习交流、病产假等建立部门。 

 

 



学生组，主要是在校生，按 ABC 三级部门架设。A 级班级组，B 级以 1-6 年级建立部门，

C 级班建立部门。A 级校友录，B 级按入学年级份建立部门，C 级以班建立部门。目前班

级组和校友录组织架构内学生完全相同，只是部门名称有差异。  

 

 

二类是相对活动的内部部门，主要是在校学生，部门数量和级层没限制，按需建立，按需

删除，这类部门基本都是 AB 两级架设。相对固定的有 A 级社团组和特长生组，两个 A 级

部门分别按社团情况和学生特长建立 B 级部门。 

A 级临时活动组是学校因临时活动按需组建的部门，是最不稳定的组织，按需建立 B 级部

门。 

A 级特办组是一个过渡性的部门，目前应用于一年级招新生微办公走流程，基本是根据流

程建立对应的 B 级部门。  

 



 

三类部门主要是外围和上下游相关人员：通常建立 AB 两级部门，个别有 A 级或 ABC 三

级。 

A 级服务单位，工作联系较多的直接建立 B 级部门，工作联系相对较少的 B 级“其他服务”

下建 C 级部门。 

A 级其它组根据上下游及学校相关人员，建立借出、门卫、家委会等 B 级部门。 

只有 A 级建有待审、媒体、学习等部门。 

 



邛崃南小的通讯录组织架构力求简单清晰，高效实用。有两个设想接下来会做： 

一是对 0-6 岁的预读南小的家长开放微办公， AB 两级部门架设，如 A 级建南小宝宝，B

级以预入学年份建立部门。 

二是除了学生毕业后保留在校友录，还将那些已南小毕业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南小人集中起

来，以曾经的班级在校友录建立对应部门，ABC 三级部门架设。 

 

 

 

邛崃南小组织架构权限除了教师组可见范围是仅本部门外，其他都是仅子部门。对于初期

组织架设的微友，如用于教师办公，一个教师组足够，如对家长开放，再建个班级组足够，

其它组有没有必要根据自己情况定。建议开始架设尽可能做减法，越少越好，我认为开始

最重要的是要先用起来。用起来后可在使用中根据实际需求优化组织结构，架设出最适合



自己的部门组织即可。

 

 

 

5.2 嘉宾分享：上海顺城物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李专成先生 

各位亲爱的企微用户,大家好!特别荣幸有机会和大家分享通讯录使用功能,首先感谢

企微这样优秀的平台,给企业带来快速、便捷的管理方式。 

 

我公司是顺丰旗下拥有 5 千人规模的物流公司,公司也有网页版通讯录，不过大家

没有办法实现实时查询，一直想有一个软件能帮我们实现,所以才认识了企微,启用

到现在,员工反馈效果很好。下面分享下我们公司通讯录的使用情况。 

 

先来说说权限设置方面： 



在权限方面，根据员工岗位级别性质分基层和管理层，管理层可以看到全部权限，

基层只能看到本层级，有效的保证了各部门的信息安全。 

 

在通讯录的维护管理方面： 

我们根据公司系统,拉出入职/离职/调动花名册,再导出最新的企微通讯录,进行双向

对比。对于异常人员及时剔除,保证了通讯录为最新信息。对于新员工入职,有留下

联系方式的,直接导进去。没有联系方式的,根据工号形成虚拟邮箱,先导进去, 比如:

工号是 012444，那么虚拟的邮箱就是 012444@163.com,再安排工作人员更新。 

 

另外，通讯录安全是我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如何保证员工离职即可退出企业群，我

们做了很多努力。 

有人员离职时，我们公司会有系统触发到我这里，我即可删除离职人员，每月底，

会和公司花名册核对，查看是否有漏洞，虽然占用时间、增加了工作量，但是保证

信息安全，很有必要去维护。 

 

最后再说说通讯录在连接外部供应商方面， 

我们在通讯录里建立外部供应商群，将企业号功能采用线上下单方式和外部供应商

对接，减少中间发邮件沟通环节。 

线上下单利用超级表单，先实现员工酒店预订功能，员工用超级表单下单，信息直

接连到我们协议酒店客户经理那里，非常方便。 

 



说到超级表单，我们预想实现员工订餐等功能，还有设计等，不过基础都是通讯录，

所以通讯录权限第一步要做好。 

 

Part Six： 精选问答 

问题 1.怎么可以限制不让员工建群聊？ 

分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会话的聊天权限限制，登录微信企业号后台，在服务中心里进入

企业会话菜单。在这里可以设置企业会话功能的使用范围，即谁可以参与企业会话聊天。

还可以设置会话限制，即谁可以发起聊天。 

 

 



 

 

另外也可以使用企微的同事群聊应用，登录企微管理后台，选择「内容管理」-「同事群

聊管理」-「设置」-「同事群聊权限设置」，就可以设置同事群聊的发起范围 

 

 

 

问题 2.同事群聊应用跟这个通讯录聊天有什么关系吗？ 

通讯录聊天目前是通过微信企业号的企业会话功能实现，聊天体验更加接近于原生微信。

而同事群聊则是企微自主开发的应用，其优势在于聊天信息会在企微服务器上保存，以及

管理权限方面更加丰富。通过授权企微消息服务可以将二者的数据打通。 



问题 3.使用企微通讯录和使用企业号自带的通讯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势？ 

企微通讯录可以理解为微信企业号通讯录的一个编辑器，在企微上做的任何改动都会自动

同步到微信企业号上，但是在微信企业号上做的改动则需要手动同步到企微上来。 

 

                                                

在目前的体系下，您是否安装企微通讯录并不会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希望

在企微管理后台进行通讯录的维护，则需要安装企微通讯录。我们建议企微的用户都授权

企微通讯录，这样日常的工作都可以在企微上完成。 

 

问题 4.企微通讯录是免费应用，那为什么企微通讯录的外部邀请功能不能放开让每个组织

或个人使用呢？ 

企微云平台的基础功能应用都是永久免费使用的。外部邀请功能属于增值功能，暂时仅开

放给 VIP 使用，目前除了付费获取 VIP 的方式外，我们还能通过集赞的方式免费获取权限。 

 

 



问题 5.我们是集团性质的公司，通讯录可否针对不同事业部设置查询或功能权限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大讲堂里有讲到，可以通过设置不同部门的权限来实现可见范围的管

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设置分管理员来让集团的办公管理更方便。 

 

 

问题 6.补充填写员工资料，批量导入方法和首次导入相同吗？需要注意什么？ 

操作上一样，需要注意勾选需要更新现有数据即可。 

 

问题 7：临时部门的人员可以和已有部门人员重复么。 也就是人员能否在两个部门同时存

在？ 

可以， 员工可以属于多部门。部门间用分号“；”隔开。 

 

问题 8：现在可以限制同事建群了？ 

是的，这是微信企业号刚刚更新的功能，你可以按上面的步骤尝试操作一下。 

 



问题 9：我们把咱们平台作为采购平台使用， 如何设置通讯录避免采购体系的泄漏呢， 

主要是怕供应商获取公司其他供货商信息，也防范公司员工获取公司供应商信息 

企微后台有通讯录权限机制控制，可以通过设置仅本部门/仅本子部门可见实现的。 

 

问题 10：以后你们会实现员工互动，相互发红包吗？ 

可以通过新闻公告、派红包给员工派发红包。 

 

问题 11：我可以重建通讯录对吧？利用导入功能对所有人部门调整，能不能对架构调整 

可以的，可以利用导入功能对通讯录进行架构调整。 

 

问题 12：电话号码可以不录入吗 

手机、邮箱、微信号三者至少有一项就可以的。 

 

问题 13：我建的通讯录是按省市组建，咋样按职业分类 

阿唐老师：省市和职业并行！我们在校生和校友录就是这样的！毕业了在校友录，移除在

校生。 

 

活动回顾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企微云平台的支持！我们下一次企微大讲堂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