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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7年 专注为校友会&教育基金会提供建设方案

将互联网技术融入校友工作

为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友笑理念与使命

友笑信念：

• 校友关系是人生中第二重要的社会关系

• 校友会是高校的售后服务系统

• 感恩能力是教育基金会发展的关键

• 友笑释义：校友；让亲友笑、校友笑；有效

友笑使命：帮助校友组织和教育基金会蓬勃发展

友笑事件簿：十年的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建设的“农民工”

2007 友笑公司成立，公司创始人创立杭

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并担任会长

友笑为浙大开发了专业社交网络，

浙江大学校友网上线

陆续为浙大城市学院、江苏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多所学校建设

校友网

开发浙大教育基金会网站 ；

推出《中国高校校友会动态》周报

；杭州浙大校友会达到1000场活动

/年，微信公众号成为校友会第一

参加“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

研究分会”年度会议，演讲主题“

校友会拥抱互联网” 

启动 “社汇”校友会平台的开发

(www.sosho.cn) ，上线当月即支持

杭州浙大校友会5000人毅行活动

友笑·中国“互联网+校友会&教育

基金会”研讨会召开，两百多位校友

会和教育基金会工作者参与；

正式推出项目管理系统、小额捐赠系

统和校友云卡，为高校“互联网＋”

提供新利器

“校友会&教育基金会智能化高峰论

坛”召开；纪念品商城、人工智能邮

件、微信机器人、育金项目模块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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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互联时代，校友工作如何开展？

• 校友总会如何不间断联络每个校友，并帮助其成长？

• 校友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怎样让更多的校友关注？

• 校友数据到底有什么用？毕业季的校友数据拿来干嘛？

• 如何发挥地方校友会主观能动性？

• 如何解决校友会和基金会人力、资源匮乏的问题？

• 如何提高教育基金会的捐赠额与复捐率？

• 如何更好通过人工智能进行资金筹集？

现今校友以及教育基金会工作的问题及思考

邮件运营 校友网校友 捐赠 走访校友

校友图库项目管理 校友服务 校友云卡

校友组织管理 小程序

班级通讯录

会议报名

捐赠额 工作交接 校友社区

活动管理 资金筹集 校友返校



社汇特点

•每周进步
•个性定制
•云平台

FOUR 发展

•兼容旧数据
•兼容各种平台、设备

THREE 兼容
•数据专属
•品牌专属
•校友专属

ONE 专属
•安装方便
•使用方便
•推广方便

TWO 方便

•国内顶尖云安全防护
•金融级安全系统
•保护校友数据

FIVE 安全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随时随地享受你的校友会与基金会工作

现在你不仅可以在电脑网页端管理，也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办公

我们会同样保持最快速的更新，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使用最新的 社汇

网页端 iOS版 Android版

直接登录
www.sosho.cn App Store 下载 各应用商店下载

如：应用宝

扫描二维码下载 社汇



• “校友会动态”周报

• “友笑” 微信公众号：校友会基金会工作者专属媒体

收集、整理各高校校友组织、活动、捐赠动态

收集、学习校友、基金工作论文，研究校友会基金会发展趋势

• “社汇”微信公众号：为普通用户和社群管理员打造

以活动为主的社汇操作、活动提醒等干货推荐

自2015年推出以来，已和230+以上高校建立合作

校友工作“五件套”：

校友网站、APP、H5页面、小程序、校友会管理后台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社汇·校友会
www.sosho.cn



成员数据库：
直观的了解每一位校友的信息

• 智能搜索 姓名、手机、专业等，全方位

查找成员信息

• 档案匹配 导入历史档案，自动认证校友

身份

• 分组管理 有效分类不同成员

• 自动标签 参与活动，自动生成该活动的

标签，深入了解个人“全貌”

• 社群贡献值 独有的积分系统，记录热心

校友在社群的参与度，挖掘热心校友

• 知名校友挖掘 Ai人工智能技术，为您在

全网搜索知名校友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一网打尽 总会和分会互利共赢，校友信息实时共享

• 功能共享 活动、捐赠、相册等，只要分会需要的功能，总会都可为

其分配

• 可视量化 各地方校友会的活动可视量化，各项数据清晰可见，激励

各校友组织积极发展

• 统一平台 各个活动组织用统一的平台，校友数据库准确、全面

子社群：

让各级校友组织成为总会的助手



• 个性化邮件 导入Excel名单，根据发送对象特

征，智能生成个性化推荐内容

• 智能推送 支持定时、周期性向院系分会、地方

校友会推送邮件

• 实时报告 追踪邮件阅读情况 , 自动优化推荐策

略

• 多种邮件模版 五分钟，拼图一样编辑邮件内容

• 灵活便捷 活动邀请、月报年报、节日祝福，轻

松传达

智能化邮件：

让邮件成为每周的心跳

• 快速发起 一键分享活动页面，邀请更多校友参与

• 短信群发 活动信息随时通知

• 线上支付 提前收取活动款项，便捷管理活动费用

• 活动分组 一个人即可发起千人活动

• 电子签到 准确掌握参与信息

• 活动掠影 相册留存点滴回忆

活动管理：一人发起千人活动



• 整合校友、学校、校友企业多方资源

• 落地的校友专属服务

• 多渠道充实校友数据

• 切实提升总会在学校内外的影响力

校友云卡:

校友身份与服务的体现

学校
• 提升校友对母校的情感
• 扩大学校影响力
• 增加毕业生就业机会

校友
• 得到母校切实的服务和帮助
• 得到母校合作机构的帮助和

实惠
• 获得更多与母校互动的方式

校友会
• 增加校友服务能力
• 联系更多校友，扩充校友数

据库
• 提升校友会在校内外的影响

力
校外机构

• 与高校建立合作得到品牌
认可

• 通过高新校友会渠道宣传
企业品牌

• 增加企业招聘渠道
• 增加企业发展机会

• 自行上传 所有校友都可建立属于自己的

相册

• 照片档案馆 多年后再来这里回忆

• 原图下载 毕业季创建班级相册，快速领

取与校长合影的毕业照

校友相册：

永久留存的照片档案馆 扫描二维码查看 “互联网+” 校友
会基金会研讨会精彩片段



顶部“开始”面板中可以对字体、字号、颜色、行距等进行修改。建议正文10号字，1.3倍字间距 • 校友会网站与微信页面、APP一

体化展现

• 一次发布，多平台实时同步

• 活动、文章、投票、你需要的，

一个都不能少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校友系统集群：
所有平台，实时同步

• 精准送达 为微信群的设立各类分组，消息

可一次性送达多群

• 实时互动 自定义各类自动回复，及时与校

友互动，提供各类服务

• 信息留存 支持群文字、图片等信息保存，

随时提取

微信机器人：
一人轻松管理全球校友微信群



校友会蓬勃发展，社汇才能蓬勃发展

个性化资讯流程

个性化资讯流程，哪里

不懂问哪里，电话、QQ

群、客服

校友会周报

不定期推送校友工作同

仁的工作思路，相互学

习，快速进步

校友工作交流群

汇集全国校友工作者，

打造校友工作交流群

“互联网”＋校友会研讨会

一次会议，11位专家，200多

名校友工作者，深度交流

年度报告

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年

度发展状况观察

帮助中心

超详尽的帮助手册，社汇与

您一起培训校友联络志愿者

• 独立运营 每个社群都拥有独立的店铺，

个性化的设置展示内容和推荐商品

• 专业的商品管理后台 能够通过app实时

查询数据，完成快捷操作

• 积分体系 打通校友的多维度信息，构建

积分兑换体系

积分商城（纪念品商城）



它们，都在用“社汇”

截至2018年3月1日，已合作高校230+，还会更多…

杭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是社汇重要合作

伙伴，也是最早使用社汇作为社交平台

的校友会。2016年浙江大学120周年校

庆启动之际，将社汇作为全球校友活动

平台向全球浙大人发布，各地方校友会

也陆续进驻。2017年，浙大120周年校

庆到来之时，借助社汇平台学校发起组

织了各类校庆活动，吸引了大批校友入

驻。

累计一年来，浙大校友活动平台已

建立了166个下属校友会组织，发起

1200多场活动，吸引70000多人注册登

录，并广泛成为浙大校友共同认可的社

交网络平台。

【浙江大学】

浙大校友总会微信

全球校友活动平台

社汇伙伴

北京大学校友总会是友笑&社汇重

要战略合作伙伴，2016年10月联合北

大金融校友联合会组织了2016年北京

大学全球金融论坛，有一千多名嘉宾和

校友报名参加了此次活动，反响十分热

烈。后又举办音乐会，校友卡领取等多

次大型活动。

2017年，计划全面合作校友云卡

，目前已加入一万多校友。

【北京大学】

全球校友活动平台

北大校友会微信



【东华大学】

2016年9月，东华大学校友总会开始

使用社汇作为校友活动平台，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校友活动。其中，校友返校日活动

通过线上报名和快速签到的方式完成了返

校活动的流程，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目前已收集更新了5000多条校友信息。

【湘潭大学】

湘潭大学是毛主席点名“一定要把湘

潭大学办好”的学校，2018年即将迎来60

周年校庆。

校友总会社群平台启用一周内实名注

册人数达18000+ , 并且充分调动起学院，

地方校友会积极性。2017年毕业季，湘潭

大学启动校友毕业纪念品领取活动，通过

线上报名，将8000多份纪念品送给了新校

友。



江苏大学自2016年10月使用社汇作为校

友活动平台以来，已收集了近万校友信息，通

过活动、捐赠、校友云卡等途径服务校友，提

高了校友的活跃度。

江苏大学校友会将社汇校友云卡系统与校

友返校日相结合，为校友提供了酒店住宿、校

内停车、食堂就餐等服务，极大地提升了校友

的活动体验。

【江苏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是一所具有中国特色、农

业特色的985/211、双一流大学，每年10月

16日是校庆日暨校友返校日，每届活动返校

校友均在1000人以上，返校人数多，传统的

宣传组织方式已无法支持大规模活动，2016

和2017连续两年校庆用了社汇系统组织校庆

返校活动，高效、省力、附加服务贴心到位

。

【中国农业大学】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校友总会是目前使用社汇平

台收集应届毕业生信息较好的校友会。

2016年6月，宁职各学院配合毕业典礼的召开

，通过线上报名领取毕业生纪念品的形式，不仅有

效地组织了毕业季活动，同时也快速收集了毕业生

信息，并汇总到总会校友信息数据库之中，减少了

很多不必要的收集汇总工作。

2016年04月10日，由华中科技大学浙江

校友会牵头的高校校友会（浙江）联盟 在杭州

正式成立，70 余所高校在浙（杭）高校校友会，

近百位校友会领导出席了联盟成立大会。

联盟成立一年多以来，已用社汇发起了70

多场活动，服务了4000多名各高校在杭校友。

其中春秋两季毅行活动，单场参与人数超过

1000人。

【高校校友会(浙江)联盟】



这些校友会共发起了活动： 7100+ 场

共发布文章： 100000+ 篇

共发起捐赠项目: 340+ 起

所有捐赠人数: 39000+ 人

使用社汇

【十大基础功能】

• 活动发布与管理

• 校友社群

• 成员管理

• 文章管理

• 校友相册

• 校友档案管理

• 校友云卡

• 校友投票

• 标签分组

• 多重安全

【七项增值服务】

• 智能邮件系统

• 智能短信

• 小额捐赠

• 纪念品商城

• 微信机器人

• 育金系统

• 校友网站

社汇的数据
截止至2018年3月1日



携手合作，助力高校教育基金会蓬勃发展

• 资金筹集与使用 以社群架构为依托，结合资金筹集和资金使用两大

模块

• 完整项目周期 从项目开发到报表生成，管理整个项目周期的运作

• 联系人管理 实时追踪和管理捐赠人、潜在捐赠人、受益人、项目团

队等联系人的信息

• 感恩桥 利用活动、短信、投票、文章等工具搭建感恩桥，更好的运

营育金组织

社汇·育金
www.sosho.cn



• 自定义捐赠 自由设置各类项目并发起小额捐赠

• 实时统计 实时统计各项捐赠数据

• 捐赠社交 搭建捐赠人和受益人的社交圈子

• 感恩桥 利用活动、短信、投票、文章等工具搭

建感恩桥，更好的运营育金组织

• 项目进展 上传项目进展，捐赠者轻松了解项目

使用情况，提高复捐率

• 一起捐 支持呼朋引伴一起捐

小额捐赠与感恩桥：

让校友捐赠自然而然

一起捐页面 捐赠统计 捐赠感谢信



• 建立数据库，数据关联，方便查找

建立协议、项目和捐赠方数据库，方便查找

项目与协议、捐赠方关联，实现数据互联互通

• 数据自动汇总，角色可以设置

自动汇总统计资金、协议、项目等数据

可分配读取、编辑等不同角色权限

协议、项目管理

信息共享、协同办公

• 协同办公，数据共享，项目进度可控

捐赠方、基金会、项目执行方共享数据

及时掌握和控制项目进度，规避项目风险

打通项目管理各环节，建立协同办公平台

• 规范管理，工作绩效可评估

统一、规范管理，保存和更新操作记录

组织管理项目人员，跟踪项目进度，评估工作绩效

• 潜在捐赠人跟进管理

• 通过邮件、短信、活动等工具扩大基金会影响力，提

高潜在捐赠人捐赠意愿

• 搭建捐赠人和受益人的社交圈子

• 项目开发及时对接

• 项目进展及时公布，捐赠者轻松了解项目使用情况，

提高复捐率

资金筹集



工作日志记录与跟踪

• 日志记录工作，掌控部门工作

建立管理员日志系统，记录每日工作情况

实时查看各部门工作情况，掌握工作进度

可关联项目和捐赠方，追溯各项目历史执行信息

• 系统及时提醒

个人相关信息及时提醒

培养管理员的互联网使用和运营能力

捐赠方管理、查询

• 资金信息公开，捐赠方可查

为捐赠方设立登录账户，获悉自身相关项目信息

全方位掌握捐赠方历年捐赠记录和到款情况

• 捐赠方身份管理

捐赠方身份管理

差异化管理同一捐赠方下不同的角色身份



资金记账

• 资金有效管理，准时提醒

资金有效管理，全程追踪，规避项目风险

协议应到款提醒、实到款记录，项目到款与发放记录

• 明细实时掌控

及时掌控协议、项目资金余额，划拨明细

基金会文档管理

• 项目资料，分类存储

统一保存各类历史文档，线上存储，永久保存

• 历史文档，线上永久保存

项目资料分类存储，便于搜索查看、回顾总结

历史档案汇总、调阅，完善基金会内部文件管理

报表功能

• 自动统计汇总、快速筛查

自动统计、生成各类报表，多维度汇总

快速筛选，在线打印及导出



“移动互联网+工业”

“云计算+工业”

互联网+概述
Biscuit  oat  cake  
carrot  cake  muffin  
jelly
•   依托阿里云安全，多层防护+云端大数据。

• 阿里云，现为12306、教育部学历认证中心、中国海关总署等单位网站提供安全服务。

• 多年来安全技术研究积累成果， 同时结合云计算平台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国家级安全

防御。

多层安全机制保护你的校友数据

• 基础防护

受到DDoS攻击不会影响访问速度 带宽充足不会被其他校友连带影响 保证业务可用和稳

定。

• DDos高防IP

拥有百G清洗中心，提供四到七层的DDoS攻击防护，防护类型包括CC、SYN flood、

UDP flood等所有DDoS攻击方式。

• 加密服务

对校友访问数据库行为的记录、分析和汇报，用来帮助校友事后生成合规报告、事故追根

溯源，同时加强内外部数据库网络行为记录，提高数据资产安全。

• 服务器安全

基于大数据威胁情报保障服务器安全，通过实时监控和批量修复漏洞、深度查杀网站后门

、审计登录日志和定期的安全基线巡检，维护服务器运行环境的纯净，避免服务器数据泄露

，守护住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525号浙大科技园c座608

0571-85121608 社汇小秘书QQ：10411574289

无论何时何地，您都可随时管理您的社群

祝愿您的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插上Ai大数据的翅膀——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