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0年从美国陆军退役后，约翰·亨利·哈格曼医生创办了一家公司，培训美军士兵和医护人员如何进行战场创伤救治。
虽然动物保护主义者一直批评哈格曼在培训中使用受伤活猪的做法过于残忍，但哈格曼的生意似乎没受影响，不仅培训人员数
以千计，而且已获得联邦政府高达1050多万美元的培训合同。

然而，美国弗吉尼亚医学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猪并不是哈格曼唯一的实验对象。在2012年至2013年针对军队学
员的培训中，哈格曼让学员服用药品和烈酒，评估对其认知能力的影响，并指导学员在彼此身上做“恐怖的医学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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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海南日报2015年6月6日A6版

刊登的“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积压
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5】306号，项目名
称“钓鱼台C1座”有误，应为“钓鱼台
C1A座”。特此更正。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山东华安泰恒信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名称：海口市三门坡镇三加洋基本农

田建设项目；工程概况：灌溉与排水工程：新建灌溉渠道 36条，长

11959米, 道路工程：新建道路27条，长21876米。资质要求：施工

标：具有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工程施工资质。在全省范围

内有承担土地整治项目正在施工且未通过验收的（通过合同段、初验

或终验的，均可视为通过验收）或被省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列入黑名

单的企业都不得参与投标；项目经理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含

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水利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监理标：具备水利

工程监理丙级(含)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或

工程监理综合资质。但被省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列入黑名单的企业

不得参与投标。项目总监具备国家水利部门颁发的水工建筑注册监

理工程师及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6月11

日至17日在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本次公告同

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网站及海南日报上发布。联系人：何工 电话：65301197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50708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5年7月8日下午15时在本公司拍卖
大厅以现状公开拍卖海南幸福城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基本情况：海南幸福城投资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经海
南省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隶属于海南信达
置业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其公司名下投资开发的项目，总
占地面积为663亩，现有尚未开发的住宅用地面积476亩。

该项目位于定安南丽湖开发区东北侧，地处“海口半小时
经济圈”范围，经海南东线高速，由南丽湖出口或黄竹出口即
可到达项目所在地。海南内陆滨湖资源稀缺，湖居生活越来
越受大众青睐，该项目地块呈半岛状，三面观湖，位置极佳，
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标的展示日期：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7月7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7月 7日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7月7日下午16时前到账为准）。
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联系电话：13178932577、18976230583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53657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法院
征询异议公告

（2015）琼海法执字第289号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海南大阳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阳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保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发公司）、海南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鸿公司）、海南
运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顺公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5月12日作出（2015）海仲字第394号裁
决书，裁决：将登记在被执行人保发公司名下琼山籍国用（府城）字第
3955号、395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运鸿公司名下琼山籍国用（府城）字第3957号、3958号、395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将登记在被执行人运顺公司
名下琼山籍国用（府城）字第3960号、3961号、3962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过户至申请执行人大阳公司名下。三被执行
人应将前述八宗土地上共同开发的香江豪庭房地产项目过户至申请
执行人大阳房公司名下。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地产项目有异议
者，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异议。逾期，本院将
依法处置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地产项目。

二0一五年六月四日
本院地址：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
联系人：曾建华 电话号码：0898-66160110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三亚西藏干部疗养基地项目酒店家具采购及安装工程。

招标人：三亚藏苑西藏大厦有限公司。招标代理：建业恒安工程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凤翔路西侧。项目规模：总建筑面积
约54890.9m2 ，框架结构,地下1层、地上15层。招标范围：酒店活动家具
的购置、安装、调试、验收、培训、质保期服务、与货物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堆
放保管、现场协调、成品保护及其他为完成图纸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
所需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二次深化、优化设计等。具体以图纸设计（含装
修设计家具物料表）和工程量清单所含内容为准。计划工期：120日历
天。标段划分：2个标段，标段1：所有公共区域、客房区域套房以及户外家
具；标段2：客房区域三层SK、ST以及四层ZAF、四~十五层SK1、ST1客
房内家具。投标人只可选择其中一个标段进行报名。报名要求：投标人
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制造商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含5000万），并
有能力按招标文件的要求供货、安装调试和承担售前售后服务。代理商
参与投标的应具有主要家具制造商出具的项目授权书（厂家直接参与投
标的不需提供）；制造商须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6月10日
至2015年6月16日（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
15时至18时，到海南省三亚市商品街12巷3号5楼建业恒安工程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报名，每套招标文件售价500元，售后不退。具体要求详见
《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联系人：王工18789661987

金盘名邸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启事
海南勤田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金盘名邸”项目位于学院路

西侧，北临30米规划路。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
中心复核，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1170.17m2，现
按程序予以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5年6月10日至6月
24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
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
2049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8，联系人：邓志敏、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6月10日

一、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名单（10个）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
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三亚银泰度假酒店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八七一台
国营三道农场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名单（35名）
侯亨浪 海口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陈清琪 海口市市政管理局排水管道养护所秀英养护队队长
李国辉 三亚市天行客运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谢群丽（女）儋州市环卫局第四环卫队清扫保洁组组长
刘建军 海南省海警总队海缉处46059艇中队长兼艇长
全 俊 琼海市自来水公司副经理
林鸿远 文昌中学物理组组长
陈大明（黎族）乐东县畜牧兽医局畜牧发展股股长
徐琼芳（女）澄迈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岑彩霞（女）定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姚传清 琼中县计生协会专职副会长、秘书长
张心芸（女） 白沙县第一小学教研室主任
邢清江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副处长
黄 娟（女） 海南日报社编辑中心时事新闻部首席编辑
韩金强 海南省水利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罗素兰（女） 海南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蔡锦源 国营乌石农场党委副书记、场长
邓小花（女）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培分公司

割胶工人
王先良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陵水供电局副局长
王永另（黎族）海南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护林员
张会发 海南省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
李佳怡（女）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亿圣和支行行长
刘志艳（女） 中国电信三亚分公司宽带部主任
刘 巧 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主任、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院长
陈 洁（女）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房地产税收管理处处长
谢金雄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文昌分公司总经理
许道顺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监察室主任
戴海青（女）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

谯万成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研发本部副部长
刘汉惜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文凯 中铁十四局集团新建海南西环铁路XHZQ-5项目经理

部副总工程师
李 清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副总经理
杨玉龙 中铁四局集团建筑工程公司总工程师
池平平 中铁二十一局集团新建海南西环铁路XHZQ-2项目部

总工程师
侯 松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副总经理
三、海南省工人先锋号名单（30个）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海口市110联动燃气抢险队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客户呼叫中心
海南椰威糖业有限公司压榨车间
琼海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原料车间
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凤凰山护林队
海南龙栖湾发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部
澄迈县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23台维修室
海南定隆运输有限公司海口班线部
国营乐光农场乐东乐福热带果业专业合作社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联橡胶加工分公司乳胶

车间
海南省政府接待办公室接待车队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物流中心
海南省道路运输局客运科
海南省霸王岭林业局子宰林场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应急指挥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个险销售部
琼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股份有限公司琼中小额信贷总部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调试处维修组仪控队
海南海航迎宾馆有限公司贵宾部
海南炼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部七单元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装置保运部电仪分部检修班
海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八所线路车间石碌线路工区
海南省水利灌区管理局松涛灌区管理分局那大管理区武教管理段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厂富矿车间中破协力组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三沙卫视驻永兴岛记者站
海南省气象台中短期预报科
海南易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易买商城线上团队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奖章和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公示
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状、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海南省工人先锋号拟表彰名单现予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15年6月10日—6月14日；投诉电话：65348602，66553626（兼传真），66553629（传真）；受理单位：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

部。通信地址：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26室海南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邮政编码：570203。

“当代门格勒”

现年59岁的哈格曼被控至少向10
名学员不当提供麻醉剂氯胺酮（俗称K
粉）。报告声称，哈格曼告诉一些学员
给其他学员插导尿管，还有两名醉酒的
学员遭受阴茎神经阻断术。此外，哈格
曼被控进行“休克实验”，即从学员身上
抽取血液，观察他们休克，然后再将血
液输回学员体内。

报告还说，两名学员2013年7月参
加培训课程时，还被哈格曼利用，“用以
个人利益和性满足”。

这一事件8日遭路透社记者独家曝
光后，立刻引起广泛关注，有美国媒体
甚至将哈格曼贴上了“当代门格勒”的
标签。绰号“死亡天使”的纳粹高级军
医约瑟夫·门格勒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进行过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伪医学实验。

路透社报道，弗吉尼亚医学委员会

两名助理法官整理了有关哈格曼的调查
报告，共15页，但此前未对外公布。今年
3月，医学委员会已经暂停了哈格曼的行
医资格。本月19日，医学委员会还将举
行听证会，可能撤销哈格曼行医资格。

医学院否认批准培训程序

哈格曼6月5日向路透社记者提供
一份声明，自称“在培训中使用的方法
和规程完全符合培训医学学生的标准，
实际上，（它们）也在弗吉尼亚医学院使
用”。

他表示，“有关不当性行为的指控
让我最为痛苦。绝对没有‘性满足’，也
没有类似证据”。

哈格曼声称，所有培训课程和程序
都经过美国军队卫生服务大学官员的

“审查和批准”。美国军队卫生服务大
学是由政府创办的医学院，主要为军队
培训医护人员。

但哈格曼这一说法遭到这所大学否
认。大学女发言人莎伦·霍兰说，哈格曼
的培训程序并未得到学校方面批准。

霍兰表示，2013年7月一名学员对
哈格曼的培训表示担心，学院此后立即
中断了与哈格曼及其公司的关系，并展

开调查，最终促成弗吉尼亚医学委员会
出台相关调查报告。

业界对此感到震惊

哈格曼曾经作为军医在美国陆军

服役长达20年，不仅升至中校，而且合
著了一本有影响力的战斗医疗手册。
退役后，哈格曼创立了一家医护培训公
司。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哈格曼
的培训课程大受欢迎，其创办的公司成
为业界领头羊，合同主要来自美军，尤
其是陆军和海军特种部队。

哈格曼辩解说，弗吉尼亚医学委员
会在评估其培训课程时采用了错误的
标准，参与培训的不是“病人”，而是“学
员”，因此，他可以让他们在彼此身上进
行医学实践。

然而，对于哈格曼的培训方法，熟
悉创伤救护培训的一些专业人员深表

“震惊”。
哈佛医学院教授戴维·金说，对于

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培训方法，“从未听
说，而且可能不安全”。

对于哈格曼的“休克实验”，美国
急救医师协会发言人霍华德·梅勒认
为，让学员在培训中体验休克实在

“愚蠢”，“我不用体验休克，就知道如
何救治”。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急诊医生马克·
布朗说：“我已经在外伤治疗中心工作
了30年，但从未进行过一例阴茎神经阻
断术。此外，为什么你要把酒精和药品
混在一起呢？让人非常费解。”

张伟（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8日电 （记者刘彤
杨江玲）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朗多尼亚州和阿克
里州三州州长8日通过决议，支持建设“两洋铁
路”的倡议。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应邀出席
聚会。

决议说，“两洋铁路”如果建成，将给上述三州
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三州将在立法、行政
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便利。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5月访问巴西期间，两
国签署了建设“两洋铁路”可行性研究合作文件。
计划中的“两洋铁路”横跨巴西和秘鲁，跨越南美
洲大陆，是连接太平洋及大西洋的首个拉美铁路
建设项目。

巴西三州州长决议
支持建“两洋铁路”

联合国一名特别代表8日说，极
端武装“伊斯兰国”在其控制地区性暴
力犯罪猖獗，开设交易市场买卖未成
年少女，一些女孩甚至“拿一包烟就能
带走”。

沦陷区年轻女性成货源

联合国秘书长武装冲突中性暴力
问题特别代表扎伊娜卜·班古拉8日接
受媒体记者采访，揭露“伊斯兰国”性暴
力恶行和性奴市场内幕。

班古拉今年4月分别前往伊拉克
和叙利亚，调查“伊斯兰国”性暴力罪
行，并起草一份行动计划。调查过程
中，她与多名逃离“伊斯兰国”魔爪的女
性和未成年少女谈话，倾听她们的悲惨
遭遇。

根据班古拉的调查，“伊斯兰国”武
装人员攻陷某一地区后，就会掳走当地
年轻女性，充当性奴市场“新货源”。

目前尚不清楚被“伊斯兰国”掳
走女性的确切数据。班古拉说：“这
些武装人员占领一地，就会绑架那里
的年轻女性。这样，性奴市场就有了
新女孩。”

被掳女性多为雅兹迪教徒

班古拉说，“伊斯兰国”性奴市场
中，每个女孩“标价”不一，便宜的仅用
一包烟就能换走。

班古拉讲述了一些被掳女性的遭
遇，其中许多女性为雅兹迪教徒。“她们
被掳走，关在一间屋子里。超过100个
女孩被强制脱光、洗澡。”而后，这些女
孩被带到男性武装人员面前，由他们

“定价”。
一名15岁的女孩告诉班古拉，自

己被卖给“伊斯兰国”一名头目。这名
50多岁的男子拿出手枪和棍子，问她
选哪个。女孩回答：“手枪”，这名头目

称“我买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自杀”，随后
施暴。

将少女作为“奖品”招新人

除在性奴市场交易，“伊斯兰国”还
把这些年轻女孩做为“奖品”，吸引外国
武装人员加入。

班古拉说：“他们这样吸引年轻男
性：我们这里有年轻女子等着你们，你
们可以娶她们为妻。外国武装人员已
成为这一极端组织的中坚力量。”

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显示，目前有
近2.5万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武装人
员加入“伊斯兰国”作战，其中多数前往
叙利亚和伊拉克。

班古拉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斯
兰国”虐待女性问题采取行动。联合国
一个专门工作组将前往当地，研究帮助
性暴力受害者的具体方案。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伊斯兰国”性奴交易恶行曝光
一包烟就能带走女孩

美国陆军官网8日被“黑”，出现谴责美国政
府训练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信息。陆军随后关闭
网站。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黑客组
织“叙利亚电子军”随后宣称对这一事件负责。

被“黑”的陆军官网上，出现的信息包括：“你
们的指挥官承认，他们在训练那些人，并把他们送
上战场，战斗、送死。”

美国官员说，陆军官网主要向公众提供基本
信息，并不包含分类信息和个人数据等资料。

法新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此次黑客入
侵可能是美国军方网站首次被“黑”，之前的网络
攻击主要针对推特账号。

刘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陆军官网被“黑”

6月9日，因“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广为
人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前内阁官房长官河
野洋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对谈，就历史和安
保问题“敲打”安倍。两人再次重申承认殖民侵略
历史事实、坚持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对日本的重要
意义。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就历史和安保问题

日本前政要“敲打”安倍

据新华社吉隆坡6月9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赵博超）马来西亚沙巴州副首
长拜林8日表示，此前马来西亚发生的
5.9级地震是因10名外国游客在马来西
亚神山上拍摄裸照，惹怒神灵所致。目
前其中5人已被当局禁止离境以协助警
方调查。

马来西亚本月5日上午发生5.9级
地震，导致基纳巴卢山出现碎石掉落和
山体滑坡，并造成上百名登山者被困山
上，至少16人丧生、2人失踪。

据基纳巴卢山国家公园管理人员介
绍，数名登山向导于5月30日带领27名
西方登山客上山，其中6男4女在南峰
区脱光衣服拍照。登山向导见状曾呵斥
并试图阻止裸拍者，但是对方反而对其
进行了辱骂，并执意拍照。

居住在基纳布卢山山脚下的居民相
信，这座山是神圣的，并且承载着他们祖
先的灵魂。

沙巴州副首长拜林表示，这些外国
裸拍者的行为冒犯了神灵，从而引发了
地震，“不管其他人是否相信，我们沙巴
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地震的发生证明了
我们的信仰”。他说，裸拍者应该受到惩
处，并且应当禁止他们再次进入沙巴。

沙巴州负责旅游事务的部长马西迪
则表示，如果已被确认身份的5名裸拍
者仍在沙巴，他们将被禁止离境并面临
处罚。他说，他们还计划举行传统仪式
尽快安抚神灵。

一名裸拍登山客日前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对马来西亚官员将地震与他们的
裸露行为扯上关系表示强烈不满。马西
迪表示，作为有文化的人，这不值得去回
应。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两名涉嫌拍摄
裸照的加拿大女游客是一对姐妹，已被
禁止出境。拜林表示，他交由警方决定
应将她们提交土著法庭还是民事法庭。

马来西亚地震
系游客在神山拍裸照所致？
当局禁止其中5人离境，计划举行仪式安抚神灵

美退役军医被曝拿学员做实验
指导学员在彼此身上做“恐怖医学手术”，提供K粉和烈酒，从学员身上抽血并观察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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