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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实习生 邓

心怡 通讯员 庞华幸）

立遗嘱的同时保

存一份“亲情录像”，把想说的话通过录

像的方式告诉家人。 这样立遗嘱方式，

你会选择吗？ 昨日，中华遗嘱库再推一

项情感服务项目———“亲情录像”。 据

悉，此项目为全国首推，当天，在广东第

一登记中心内，一位中年职业女性在此

进行了首次“亲情录像”。

首录者体验为

4

岁儿子“留言”

“亲爱的儿子， 今天妈妈在这里录

制亲情录像， 最想跟你说说妈妈这 40

年的经历。 因为你现在还小，等你看到

录像时我想你应该能理解妈妈的良苦

用心了……”随着首位体验者廖女士开

始录像，中华遗嘱库亲情录像项目正式

启动。

在录像现场，随着访谈志愿者一步

步地提问，廖女士原本略显紧张的心情

逐渐放松下来，将埋藏在心底的话慢慢

地说了出来。 廖女士表示：“我最大的牵

挂就是我的儿子，我希望他做一个快乐

健康的小伙子，不要大富大贵但要一生

平安。 ”

据了解，廖女士今年 40 岁，是一位

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去年底她在中华遗

嘱库广东第一登记中心进行了商业遗

嘱登记。 她表示自己一位客户朋友的家

庭经历让她产生了订立遗嘱的想法。 这

次被邀请来体验“亲情录像”，让她对亲

情有了新的认识。“之前立遗嘱，我是想

着如何分配自己的财产。 但通过这次录

像，我发现亲人、爱人对我来说才是最

重要的，我要好好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

每一天。 ”

中华遗嘱库广东登记中心主任杨

颖仪介绍，“亲情录像”是立遗嘱人在密

室中进行录像，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自述方式，也就是在录像中由立遗

嘱人自己叙述； 另一种是访谈方式，

比如这次廖女士体验的就是这种方

式。 ”据悉，当立遗嘱人提出“亲情录

像”意愿后，工作人员会先与他提前沟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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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公益客户可免费录制

记者了解到，情感录像是由中华遗

嘱库联合公明集团推出的一项情感增

值服务。 办理流程包括：前期沟通、确认

委托、策划方案、专业辅导、正式录制、

后期制作、 登记保管和身后传递等步

骤。

中华遗嘱库标准部主任谭钰翔介

绍， 该服务针对公益客户免费享受，即

年满 60 周岁，不超过 2 套房产的客户。

有特殊需求的市民可前往登记中心咨

询，进行付费服务。 至于具体费用，中华

遗嘱库表示，将视个人特殊情况协商而

定。“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立遗嘱人通过

影像画面方式，实现对后人、亲人的嘱

托和人生往事的回忆。 通过亲情录像可

以体现出更多个性化、人性化的特点。 ”

谭钰翔表示， 在正式推出此项服务前，

他们在广东第一登记中心进行过小范

围的试验，参加的立遗嘱人均表示对此

项服务的认可。“有些立遗嘱人在进行

完录像后开心地笑了，觉得把自己积攒

在心里多年的话都说了， 心里特别舒

服。 ”

谭钰翔介绍，为了更好地帮助立遗

嘱人进行“亲情录像”，他们还专门设计

了辅导清单。“这些问题是我们许多一

线的工作人员在与立遗嘱人沟通后总

结出来的。 当然，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

的需求进行增减。 ”记者查看辅导清单，

发现清单包含印象最深的事情、想表达

的谅解、传递的感恩等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

近

日， 农行广州元岗支行保安员刘大哥

在巡视网点营业大厅时， 在柜台上捡

到一部手机。 刘大哥第一时间上报主

管并寻找失主， 最终完璧归赵。

据介绍， 当时刘大哥捡到手机后，

在确认周边没有寻找遗失物品的失主，

便立马将情况报告大堂经理， 并告知

运营主管。 正当运营主管通过调阅录

像等等方法试图寻找手机失主时， 手

机的主人刚好打电话来找手机。 随后

失主马上赶回网点。

由于手机中保存了大量重要个人

信息， 因此当手机失而复得后， 客户

十分高兴， 对元岗支行员工表示万分

感谢， 向农行保安员拾金不昧的高尚

品德表示高度赞扬。 元岗支行相关负

责人表示， 银行工作人员想客户所想，

急客户所急， 充分展现了农行人用心

服务客户的良好职业操守， 弘扬了社

会正能量。

信息时报讯（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刘阳 佘晓仪）

昨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南国商学院主办的 2020 届毕业生供

需见面会在该校举办。本次面会吸引了

20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为毕业

生提供了 8000 多个就业岗位。

据了解，参加本次招聘会的企业包

括广州松下音像科技

（ 广东）

有限公司、

中国新兴广州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广

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

酒店等。招聘行业涵盖了外贸、管理、经

济等多个专业。 其中，外贸类企业数量

占参会企业数量近一半，外语类人才需

求十分紧俏，外语专业的毕业生起薪大

部分超过 5000 元。 学校党委书记黎冬

表示，本次招聘会的企业都是经过筛选

和把关的，只为留下高质量的企业供学

生选择。 据悉，该校全年举行不少于 5

场小型招聘会，更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提

供优质企业和岗位，为企业提供合适的

学校人才。

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许多学生在

入场处排起长队用手机扫码。是为了申

请进场资格？实则不然。原来，为了进一

步满足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今年

除现场招聘方式以外，首次启用“空中

双选会”。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通过扫码

进入空中双选系统进行简历在线投递，

而本次参加招聘会的 200 多家企业均

可实时收到学生简历。“‘空中双选会’

打破了地域限制，让学生和企业在线就

能完成所有招聘流程，真正做到‘一站

式’校招，不仅节约企业招聘的资源，也

可以提高招聘效率。 ”黎冬介绍。

在中国“互联网+”“一带一路”战略

时代背景下，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创新创

业学院和产业学院的建设力度，加强和

企业、行业协会的深度合作，明确人才

培养目标和培养措施，培养能够直接参

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应用型、创新型人

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晏文龙

通讯员 王艳君）

“我们此次设立

专门的基金，用于资助母校困难

学生，首次投入 10 万元。 ”广州

南洋理工职业学院举办校友会

成立大会，由该校原机电工程系

模具专业 2008 届毕业生， 现广

州市忠百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市

绿湖饮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曾

祥辉当选为第一任会长，他在就

职发言中表示，校友会将通过设

立基金、提供就业机会、参与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式助力母校发

展。

据了解，南洋校友会成立后

将在 3 方面开展常态化工作。一

是设立校友基金，通过扶持项目

的方式资助母校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二是动员更多校友企业充

分为母校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

岗位；三是深度参与母校第二课

堂活动、课外导师团计划、招生

宣传等工作。 作为首届理事，

2004 级校友吴正宝所创办的广

东朝阳全网通有限公司，多年来

在用人上优先考虑从母校毕业

的师弟师妹们，薪金也比同期实

习生高 1 千元。他说：“刚毕业的

高职生普遍工资很低，我这样做

是为了帮助师弟师妹们树立良

好的就业心态，改善和扩大他们

的就业格局。 ”

据悉，南洋校友会第一届理

事会的 31 名成员中，有 23 人是

自主创业， 以这 23 家为代表的

南洋校友企业，大多与母校开展

或拟开展校企合作。理事会成员

均认为，校友会的成立，可为母

校在人才培养、招生就业、校园

文化建设等方面创造更多契机，

助推南洋理工更快发展。

中华遗嘱库首推“亲情录像”

立遗嘱时为家人录下心里话

南洋理工成立校友会

设10万基金助特困生

“大头虾”将手机遗落在银行

农行保安“拾机不昧”归原主

广外南国招聘会为毕业生提供逾8000个就业岗位

“空中双选会”实现“一站式”校招

昨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举行招聘会。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