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的
《2020 年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
一考试报名简章》，现将我省2020年资
产评估师考试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

（含港澳台居民），可以报名参加考试：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含

专科）学历。暂未取得学历（学位）的
大学生可报名参加考试。

二、报名时间和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0年 3月 18日

9:00至5月8日24:00。报名人员应于
截止时间前完成报名程序。

2020 年 7 月 20 日 9:00 至 7 月 24
日24:00为补报名时间。

（二）报名程序：报名人员登录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网站

（www.cas.org.cn）“资产评估师资格全
国统一考试服务平台”（以下 简称考试

平台），或直接登录http://c.exam-sp.
com/#/asset/index 进行报名。通过
考试平台支付考试费（每科次 95 元），
缴费时间为2020年3月18日9:00至5
月8日24:00，7月20日9:00至7月24
日24:00。

三、考试方式、科目、大纲及时间
（一）考试方式：考试采用闭卷计

算机化考试方式，即在计算机终端获
取试题、作答并提交答题结果。

（二）考试科目：《资产评估基础》
《资产评估相关知识》《资产评估实务
（一）》《资产评估实务（二）》共4科。

（三）考试大纲：《2020 年资产评
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经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定，由
中评协发布。

（四）考试时间：2020年 9月 19日
至20日。

四、准考证打印
交费成功的报名人员可登录考试

平台下载打印准考证。具体日期以中
评协通知为准。

五、免试申请程序
申请免试的考生，登录考试服务

平台，进入“免试申请”专栏，认真阅读
《资产评估师资格考试免试管理办
法》，填写免试信息并上传本人相关材
料电子图片。

免试审核为省评协网上初审和领
证现场实地审核相结合方式，由考生
对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免试申请时间：2020年 3月 18日
至 5 月 3 日；补报名考生免试申请时
间：2020年7月20日-7月22日。

报名人员咨询与考试报名相关的技
术问题，可拨打电话 021-61651876。
咨询与考试政策相关问题，可拨打省评
协电话:0731-85165265。

附件：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发布
《2020 年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全国统一考
试报名简章》的公告（http://www.cas.org.
cn/gztz/62297.htm）

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
2020年3月17日

湖南省2020年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
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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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欧阳煜 周瑾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湖南卫生健康系统充分发挥互
联网的作用，有效利用专家资源，借助互
联网+医疗，通过专家组对定点医疗机构
进行远程指导，为有力抗击疫情、提升救
治效率搭建了一条“空中生命线”。

3月28日，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向记者介绍，从1月30日湖南新冠肺炎重
症病例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正式上线至今，
通过平台开展跨省远程专家会诊 20 次，
为 42 例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了会诊，由省
高级专家组牵头对省内 40 余例重型、危
重型患者进行了远程会诊指导。省内 8
家互联网医院通过网络诊疗，为抗击疫情
开辟了“第二战场”。

跨省会诊，建立24小时响应机制

1 月 25 日，接国家指令，由 137 名医
护人员组成的湖南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
黄冈，这是我省首批在黄冈市开展医疗救
治工作的医疗队。1月30日，湖南新冠肺
炎重症病例远程医疗会诊平台正式上线。

按照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尽快建成与
对口支援湖北省黄冈市远程医疗通道的
要求，2月11日，湖南省人民医院派出医
务部副主任孟飞，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主任李建民等队员，3天时间，在黄
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4 个
普通病区和湖南ICU以及黄州区、红安、
麻城、英山、罗田分别安装远程设备，对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楼二楼、湖南省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2个远程点。

2 月 15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黄冈-湖
南跨省远程会诊正式开通，为一名重症患

者詹某某进行会诊。当天在湖南省人民
医院远程医疗中心坐诊的有心血管内科
主任郑昭芬、危急重症医学科主任韩小
彤、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卫东、放
射科主任刘鹏等人。会诊持续了一个多
小时。远程会诊后2天，患者成功拔管并
脱离呼吸机。

在黄冈参与医疗救治工作的省人民
医院院长助理朱华波说：“湖南卫健系统
高度重视，前方团队只要提出远程会诊，
后方医疗专家随叫随到。有强大的专家
团队支持，我们在黄冈更有信心。”

为随时满足来自黄冈的会诊需求，湖
南省人民医院建立了24小时远程会诊响应
机制。在此次驰援黄冈抗疫的过程中，湖
南医疗队通过远程会诊，MDT 专家组巡
回诊疗，依托湖南的优质医疗专家资源，
提高了黄冈市危重症患者救治的效率与
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黄冈一线重症医
学和呼吸专业等相关医护人员调配紧张、
超负荷工作的情况。

“三方连线”，多学科专家远程指导

抗疫期间，由省高级专家组牵头对省
内 40 余例重型、危重型患者进行了远程
会诊指导。通过院士团队、省级平台、定
点医院“三方连线”的方式对危重型患者
进行会诊指导，有力提升了救治成功率。

3月6日、7日，国家新冠肺炎专家组
王辰院士团队和钟南山院士团队，通过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远程会诊中心，
借助院士团队、省级专家、定点医院“三方
会诊”的模式，分别连线长沙市第一医院

（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邵阳市中心
医院、株洲市渌口区人民医院（株洲市集
中救治定点医院）、娄底市中心医院，实现
三地联合对 6 例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进

行多学科远程视频会诊。
在听取一线救治团队详细病情介绍

并进行互动讨论后，院士专家团队充分肯
定了 6 例危重型患者前一阶段的救治工
作，针对每位危重患者的具体病情，院士
团队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

“院士团队多学科会诊，无论对提高
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断、精准治疗的水平，
还是对患者预后的评判上，对我们接下来
的工作都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在湖南
省卫生健康委新冠肺炎远程会诊中心现
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主任医师、湖南省
新冠肺炎省级医疗救治第一梯队高级专
家组组长艾宇航教授表示。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
教授、湖南省新冠肺炎省级医疗救治第二
梯队高级专家组组长胡成平认为，针对这
6例危重型患者的远程会诊，院士专家团
队从治疗方案到参数调整，都给出了很好
的建议。

为更好地发挥MDT联合诊疗和远程
会诊的应用，湖南驰援黄冈医疗队专家为
当地医务人员进行培训。3月16日晚，湖
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RICU
主任李建民教授利用远程会诊系统，在黄
冈市中心医院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及14
家黄冈下辖的县、市、区医院同步“上网
课”，为数百名当地医务人员讲授MDT联
合诊疗在临床救治中的作用。

湖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还 依 托 华 为
welink远程办公系统，积极开展新冠肺炎
诊疗知识远程培训，全面对接全省116家
定点医院，在有效避免人群聚集的前提
下，让救治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及时传
递到临床一线，指导科学救治。疫情以来
全省累计通过远程培训一线医务人员 5
万余人。

互联网医院成为抗疫“第二战场”

疫情防控期间，通过互联网诊疗服
务，发挥远程、便捷、专业等特点，有效缓
解医院救治压力，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网
上诊疗为抗击疫情开辟了“第二战场”。

早在2月1日，湘雅三医院火速上线
“互联网+发热咨询门诊”，25个专科团队
免费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大大缓解了发热
门诊的超负荷。

2月10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同
意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
三医院和省人民医院、省儿童医院、省脑
科医院、省肿瘤医院、省妇幼保健院 8 家
医院设置互联网医院。这是湖南首批准
入的互联网医院。

湘雅医院互联网医院开通了皮肤
科、全科、内科、外科、儿科、护理等多
个科室的在线咨询，可为患者提供图文
咨询、在线复诊、检验检查预约、私人
医 生 、快 递 送 药 上 门 、统 一 支 付 等 服
务。

3 月 26 日，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
开通了首单处方流转配送服务。从线
上问诊到电子处方，然后付费下单、药
品配送，均可通过线上完成。目前，省
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有在线服务专科
54 个，有 260 名主治及以上级别的医生
开通了互联网诊疗服务。慢性病、常见
病患者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线上复
诊，药物直接配送到家或就近定点药店
取药。

这些互联网医院的开通，平日一号难
求的专家，现在24小时在线服务，一部手
机即可完成在线复诊、送药上门或附近药
店快速取药。疫情期间让患者真正实现
足不出户，轻松看病。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复工复产后，沅江市 8000 亩柑橘品
改全面铺开。热热闹闹的工地上，常见一
个文弱的身影，橘农们亲切称他“周教
授”。

周教授叫周勇，是华中师大城市与环
境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湖北省政府参事。3月28日，记者见
到周勇时，他正在新湾镇新湾村柑橘基
地，指导村民实施品改。

“博士都是周教授的学生呢，听他的
不会错。”村民唐国斌擦了把脸上的汗水，
嘿嘿一笑，按照周勇的指导，把地上的老
树根重新清理了一遍。今年春种以来，周
勇到新湾这片品改基地来了不止 10 趟，
唐国斌对他早已熟悉，他说这个斯斯文文
的教授，对农活的要求比老农民还认真、

细致。
“别说你要听他的，我们沅江都听他

的呢！”新湾镇农技站站长谭志忠对唐国
斌说，“这个项目就是周教授一手规划推
动的。”“晓得，晓得！我家15亩橘园全部
品改，3年后肯定大丰收。”唐国斌连连点
头。

周勇是沅江市阳罗镇人，1982 年考
上大学，离开家乡。他一直关注家乡发
展。2017 年当选沅江市政协常委后，他
利用所长，做了《强化四大举措谋划沅江
发展》规划，提出着力打造沅江绿色产业
和生态旅游双引擎，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2018年，沅江柑橘滞销，引起农技专
家思考，果树老化，品种急需改良。周勇
了解情况后，出任柑橘品改项目组组长，
忙前跑后，全盘策划。今年1月18日，他

带着华中农大柑橘专家来沅江实地考察，
筛选优良品种，提出栽培方案。

疫情暴发后，武汉封城，周勇正在沅
江老家。“这让我有了更多的时间，近距离
观察，思考家乡的发展。”周勇说，近期，他
又开始考虑沅江现代水产规划，已联系中
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等疫情
过去后，请他们来沅江把脉问诊。

“柑橘品改项目从建议、调研到栽橘
苗，只用了两个多月。”谭志忠说，没有周
教授全程指导推进，政府的决心不会这么
大，橘农不可能这么快响应，也就不会有
现在的成效。

8000 亩柑橘品改项目覆盖沅江新
湾、南嘴等 4 个乡镇，周勇几乎每天都要
去品改基地现场指导。看到橘农饱满的
情绪，听到现场挖机轰鸣，他说，这时候他
觉得自己的心和这片大地贴得更紧。

武汉封城后，教授老家忙品改

通讯员 陈妙琼 李俊伟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幸有你们，我们无恙……”3 月 26
日，长沙县黄花镇领航酒店老板赵丰收到
来自湖北的一封感谢信。

与这封手写信一起寄来的，还有4面锦
旗，分别送给长沙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县疾
控中心、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和黄花镇政府。

寄信人叫卢召兵，湖北黄冈人。卢召
兵常年在肯尼亚工作，2月6日，他回国探
亲，因疫情影响，飞机在长沙黄花机场降
落，他被送到领航酒店隔离观察。

“在最困难的时候，长沙县给了我最
大的帮助，让我食宿无忧，安下心来。”卢

召兵记得，他刚下飞机有家难回、彷徨无
助时，长沙县与领航酒店有关工作人员为
他提供暖心服务，让他不再焦虑。

为感谢长沙县给自己提供的帮助，也
为了在疫情防控中尽一点力，在 14 天隔
离观察结束后，卢召兵主动申请在领航酒
店当志愿者，为其他湖北籍旅客提供服
务。直至3月1日，家里有急事，他才赶回
黄冈。处理急事后，卢召兵记起自己在领
航酒店的日子，想表达一下谢意。

随后，卢召兵与微信群朋友商量该怎
么表达谢意，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起了自
己的故事。

“我当时是个‘流浪汉’，由彭县长安
排住宿的”“我是在候机楼，由机场派出所

送来的”“隔离期间，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
我们测体温、给房间消杀，非常负责”“元
宵节的时候，空港实业公司和黄花镇还给
我们送来元宵，特别温暖”……

通过反复讨论确定，由卢召兵代表
“领航湘鄂一家亲”的朋友们写下一封感
谢信，并由微信群中617位湖北老乡捐款
做了 4 面锦旗，连同感谢信寄来领航酒
店。

网络诊疗，打通“空中生命线”
——湖南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综述之四

3月26日 星期四 小雨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奋战一个
多月了，出院人数越来越多。暂
不能出院的患者，很多是年纪大
且伴有基础疾病的危重患者，救
治难度系数更大，需要花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晚上，冯雁护士长
紧急通知开会。她说：“上级安
排，我们医疗队从后天开始要全
面接管南五楼重症医学科，需要
大家自愿报名去支援。那里重症
患者多，大部分患者都做了气管
插管、上了呼吸机，工作任务会比
目前的普通病房重得多……”

还没等护士长解释完，很多
队员毫不犹豫地报名。我是重症
医学科男护士，第一个报名：“护
士长，请优先考虑我。我本身是
重症专业的，而且我是男生，在体
力方面占优势。”话音刚落，我的

队友张雯、孙岸中也主动申请。
我们 3 个都是重症专业的，号称

“重症三剑客”。刚来时，第一批
去南七楼重症监护室的也是我们
3 个。这次，我们又不约而同报
名。其实，重症专业本身就是护
理专业“尖刀班”，病情重，抢救
多，仪器多，操作难度大，专业性
强，但哪里有重症患者，哪里就需
要我们。

短暂的会议，很快就在队友
们纷纷请战中接近尾声。“吃得
苦，霸得蛮，扎硬寨，打硬仗。”这
是我们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
疗队的口号。在新的战场上，相
信我们也会同样配合默契，保证
圆满完成任务。

湖南省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
队、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
彭云坤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3月28日 星期六 雨

戴着护目镜的我不能哭，可
昨夜的晚班还是没忍住！

凌晨 3 点，我挨个巡查病房，
为熟睡中的患者拉好床栏，盖好
被子。当走到 33 床旁边，患者微
微地睁开双眼对我说：“有稀饭
吗？我饿了。”我看了一下她的床
头桌，只有蛋白粉和牛奶，便对她
摇了摇头。她失望地垂下了双
眼。

这是一位 94 岁的老奶奶，平
常别的东西也不爱吃，因为没有
牙齿，就爱吃稀饭；而且听力也不
好，每次讲话都要扯着嗓子喊，有时
候也未必能够听清楚。于是，我拿
着她的碗，示意帮她去冰箱里看看，
她点了点头。我在冰箱里只找到
了几个馒头，便学着老奶奶平常泡
蛋糕的样子，将馒头放入碗中，倒点
开水，放入微波炉热一下，就成了馒
头羹。我将这碗馒头羹拿到她面
前，她好奇地看着我，我很费力地在
她耳旁说：“您试试看。”她微微张开
嘴试了一下说：“还可以。”一会儿工
夫，她就将那碗馒头羹吃得干干净
净。

吃完后，她从被子里伸出微

微颤抖的手抓住我说：“我好难
受，怎么就成了这样？不能动，吃
什么都要别人伺候，完全成了个
废人。”说着说着，老奶奶流下了
眼泪。

我鼻子一酸，哽咽着说不出
话来，泪水也止不住地流。

我平静下来后，摸着她的手
安慰她，在她耳边喊着：“奶奶，您
就安心在这里养病，什么事都不
用想，我们会在这里陪着您。我
知道您想念家人，等您把病养好
了，我们就送您回家……”我不知
道她听进去了多少，可我知道“回
家”两个字，她听懂了。她还说了
许多关于她生病之前的事，她说
她唯一的念想就是回家。我知道
这么长时间躺在医院，没有亲人
的陪伴，内心是多么孤独，只有我
们才是她的倾诉对象，才是她可
以依赖的人。

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她
安静地睡着了，才默默离开。一
碗馒头羹，特别不起眼的食物，却
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湖南支援武汉第五批医疗队
队员、湘雅博爱康复医院 卢碧
霞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李顺礼 瞿云
张环

这个春天，温暖无
处不在。

3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湖北黄冈市，沅
陵县派来的专车接上
127 名滞留黄冈人员，
踏上返乡路。

“老乡们，祝你们
一路平安！”车外，沅陵
县26名志愿者身穿红
马甲，摇动手中小红旗
表示祝福。

坐在车上，在新晃
侗族自治县政府部门
上班的郭根源难掩内
心激动，他拿出手机播
放《我和我的祖国》，当
熟悉的旋律响起，全车
人情不自禁跟着放声
高唱。

按照怀化市集中
开展“湘鄂携手·接你
回怀”活动安排，沅陵

县负责接回滞留湖北黄冈市有意
愿返乡的怀化籍人员。

登车前，沅陵籍的张春柳拉着
弟弟张亚鹏的手，向沅陵志愿者张
江道谢，满心欢喜地登上大巴车。
张春柳目前在沅陵一中读高二，张
亚鹏在读小学五年级，年前姐弟俩
到黄冈，与在此务工的父母团聚。

“家乡专车来接，全程又有志
愿者照料，我们很放心。”前来送行
的父母，把姐弟俩托付给志愿者张
江后，依依惜别。

“大哥大嫂请放心，我们一定
将孩子照看好。”身穿红马甲的沅
陵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峰告诉张
春柳的父母，到达沅陵县城后，会
由乡镇志愿者护送孩子平安回家。

“看到‘红马甲’，感到很亲
切！”怀化芷江籍的夏显云一家三
口自1月21日赴湖北探亲，滞留至
今。获知专车接他们回家的消息，
早早赶到集合点。志愿者谢茂沅
一边为他们办理返乡手续，一边把
装有鸡蛋、水果、矿泉水、口罩、晕
车药等物品的“暖心包”递到他们
手中。

一条心战胜一场疫，一抹红温
暖一群人。得知县里将组织志愿
者到湖北黄冈接老乡回家，沅陵县
广大志愿者踊跃报名参加。

刚从县内集中隔离点完成任务
撤回的沅陵县中医医院医生周美霞，
主动请缨来黄冈接老乡。她说：“我
是医生，路上方便照顾老乡。”

﹃
红
马
甲
﹄
温
暖
老
乡
回
家
路 617位湖北老乡做锦旗寄给长沙县——

“幸有你们，我们无恙”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 （见习记者
聂沛 通讯员 罗文鹏 李海波） 3 月 27
日，衡阳9个工作组带着12台车赶赴湖
北，对滞留在湖北（武汉除外）的衡阳
籍人员以及湖北来衡务工人员，“点对
点、一站式”接回。

据悉，衡阳市按照一个县 （市、
区、园区）直接对口湖北一个市州（武
汉除外） 的方式，组建了 14 个工作
组，负责对口市州近期返衡人员接回工
作。为精准做好这项工作，衡阳制作并
发布相关人员申报二维码，“扫一扫”

即可申报。截至27日17时，共收集到
227人有效信息，其中衡阳籍89人、返
衡务工人员138人。

对湖北返回人员，衡阳给予真情关
爱，做好疫情防控、交通安全及返衡后
体温检测等各方面工作。对集中接回人
员，衡阳为其准备一个“爱心包”，内
有一只口罩、一包纸巾、一份食品、一
瓶水；对自行返衡务工人员，由企业给
予每人300元补助。

此前，衡阳市已分5批次，共接回
湖北务工人员116名。

衡阳赴湖北接回
滞留老乡及务工人员

湘鄂

生产口罩助抗疫
3月29日，蓝山县经济开发区神盾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口

罩。今年以来，该公司快速建起9条口罩生产线。目前，日均生产KN95
口罩50万只，销往全国各地并出口海外，助力抗击疫情。 杨雄春 摄

一线战“疫”日记

“重症三剑客”再次出击

一碗馒头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