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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因贩卖毒品触犯法律而走入高墙，但她不思悔改，刑满释放后又重操旧业，不仅害了自己，还将年轻的情郎也拖进泥

潭。近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马祖比代、杨哈麦德贩卖毒品一案，被告人马祖比代因贩卖毒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被告人杨哈麦德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

万元。宣判后，二被告人均表示服判，不上诉。

1 “嫂子临夏”微信加好友

2 带着小情郎去“交货” 慕伟春 作

4 累犯再犯从重处罚

3 双双落网悔之晚矣
接马祖比代电话的人叫杨哈麦

德，他还不到 30 岁，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 80 后，和马祖比代一样也是广
河县的农民。小学未毕业的杨哈麦
德没有什么谋生技能，整天游手好
闲无所事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
杨哈麦德认识了大他近 20 岁的马祖
比代，随着交往的深入，二人渐渐
地发展成同居生活的关系。他们在
一起后，杨哈麦德对马祖比代一贯
言听计从。

转眼就到了 5 月 24 日，这天天
刚亮，马祖比代就与马黑曼及其朋
友在广河县三甲集镇的街上碰面
了，并以 9000 元人民币的价格从马
黑曼处换得了 70 余克“白面”。双
方商定，等“白面”顺利出手后，
马祖比代把钱带回来再做结算。如
果在这个过程中，马祖比代被公安
机关抓了，“白面”的余款也就不再
向她要了。

随后，马祖比代与杨哈麦德碰
了面，并一同从三甲集镇坐上了开
往兰州的大巴车。马祖比代并没有
向自己的小情郎隐瞒此行的目的，
在路上就告诉杨哈麦德此行是为了
给一个朋友送“白面”。

当日中午 13 时，马祖比代与杨
哈麦德到达兰州，并登记入住新如
海宾馆 7 楼。马祖比代将一包用黑
色塑料袋包裹的东西交给杨哈麦
德，杨哈麦德将之藏匿于房间抽屉

内。14 时许，两人前往兰州小西湖“胖
妈妈手抓羊肉餐厅”吃饭，并在包厢内
见到了如约前来的李飞与其朋友刘龙
龙。

“把‘肉’带来了吗？”点完菜后，刘
龙龙问道。

马祖比代说：“带来了。”
“昨天晚上说的每克 500 元太贵

了，480元怎么样？”
“行呢！钱拿来了没有？”
李飞闻言，从黑色手提袋里拿出

了 4沓现金，其中面值 100元、50元的
各两沓，一共 33600 元整。马祖比代
当即让杨哈麦德清点了这两沓钱。

见对方数完钱，李飞问：“东西
呢？”

“把放在宾馆柜子抽屉里的东西拿
来。”马祖比代对杨哈麦德用东乡土话
说道。

“我这就去取，取来后你们两个谁
吸两口尝一尝。”杨哈麦德笑着说。

“ 你 取 来 我 们 一 看 就 能 分 辨 出
来。”刘龙龙和李飞答道。

随后，过了约半小时，杨哈麦德
将那包用黑塑料袋包裹的东西拿到包
厢交给了马祖比代。她把东西给了刘
龙龙，对方打开塑料袋，露出了里面
几块白色的块状粉末。

到此，这笔交易算是圆满完成了，
马祖比代和杨哈麦德放下心来，开始对
着满桌的美食大快朵颐，吃得不亦乐
乎。

“不许动！”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公安
民警突然出现，惊慌失措的马祖比代和
杨哈麦德被当场抓获。二人这才恍然大
悟，此次自以为隐秘的贩毒行为早已被
警方所知悉。

原来，李飞是白银市某公安局
2015 年 10 月批准成立的“01”号缉毒
特警队特情人员，刘龙龙则为该公安
局民警。根据局里的安排，刘龙龙以
隐秘的身份和特情人员李飞配合从贩
毒人员手中购买毒品，从而打击毒品
犯罪。2016 年 3 月，李飞向与其联系
的公安民警反映，一个昵称为“嫂子
临夏”的女人在微信上向其兜售毒品
海洛因，在与其多次交流后发现，“嫂
子临夏”确有贩毒嫌疑。公安局遂安
排李飞以购买海洛因为由头与“嫂子
临夏”保持一段联系，争取取得“嫂
子临夏”的信任。2016 年 5 月 23 日下
午，李飞反映已与“嫂子临夏”在电
话中确定交易毒品的地点及价格。同
年 5 月 24 日 14 时许，双方在“胖妈妈
手抓羊肉餐厅”完成毒品交易后，警方
将马祖比代和杨哈麦德抓获，并当场缴
获毒品海洛因71.73克。

2017年 1月 9日，兰州市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马祖比代、杨哈麦德涉嫌贩卖

毒品一案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
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组
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 5
月 24日 14时许，被告人马祖比代与被
告人杨哈麦德经预谋，在兰州市七里河
区小西湖“胖妈妈手抓羊肉餐厅”向他
人贩卖毒品，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查
获毒品可疑物两包。经鉴定，所查获两
包毒品可疑物中均检出毒品海洛因，共
计净重71.73克。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
和宣读了物证、书证、鉴定意见、扣押
物品清单、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
告人马祖比代、杨哈麦德的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
条规定，构成贩卖毒品罪。

在法庭审理中，被告人马祖比代
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
当庭自愿认罪。法庭认为，被告人马
祖比代与他人经电话联系商议毒品交
易事宜后，其从马黑曼处以每克 450
元取得涉案毒品，再以每克 480 元向
他人贩卖，从中赚取非法利益，并向
他人许诺得到其余好处，其为谋取非
法利益，向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已构
成贩卖毒品罪。

法庭审理中，马祖比代的辩护人
提出，因毒品尚未流入社会，应对被
告人从轻处罚。法庭认为，毒品未流
入社会是因公安机关及时侦破案件将
毒品查获，并非被告人的主观意愿所
致，且毒品犯罪一经实施，即脱离国
家对毒品的实际管控，在社会上处于
非法流转的状态，其社会危害性已经
形成。另外，因被告人马祖比代曾因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
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累犯，同时
又属毒品再犯，故依法应当从重处
罚；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庭
审中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酌情从轻
处罚。故判决被告人马祖比代犯贩卖
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处没收财产3万元。

而被告人杨哈麦德在法庭上辩
称，其不知道被告人马祖比代与他人
交易毒品，认为在“胖妈妈手抓羊肉
餐厅”为其数钱是借款，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

经查，被告人杨哈麦德参与了
毒品交易，他帮助马祖比代点数毒
资，并去宾馆取毒品。杨哈麦德帮
助马祖比代贩卖毒品的证据，不仅

有同案犯马祖比代的供述及证人李
飞、刘龙龙的证言等证据证实，且其
在侦查阶段对帮助马祖比代贩卖毒品
的情节有较为稳定的供述。现其在庭
审中推翻前供，既无合理理由，又无相
关证据支持，故法院不予采纳。

法庭认为，在该起犯罪中，被告人
杨哈麦德参与毒品交易，帮助马祖比代
点数毒资，并去宾馆取毒品，帮助马祖
比代贩卖毒品，但其在本案中起辅助作
用，应认定为从犯，且其是初犯、偶
犯，故法庭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判处被
告人杨哈麦德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1万元。

法庭审理中，被告人马祖比代及杨
哈麦德的辩护人均提出本案存在“特情
引诱”，故应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法庭认为，本案确实存在公安机关控制
下交付的毒品贩卖情形，但为打击日益
猖獗的毒品犯罪，侦查机关采取“特情
贴靠”“控制下交付”等法律允许的手
段侦破案件是打击毒品犯罪的特殊需
要，本案犯意是被告人马祖比代主动提
出，其已有可靠毒品来源存在，属于为
谋取非法利益、持毒待售的情形，故不
能依据案件的侦破手段减轻对被告人的
处罚。

案后余思

切断毒品蔓延链条
鉴于日益严峻的禁毒工作形

势，为有效遏制毒品犯罪高发、易
发势头，人民法院对毒品犯罪应始
终坚持高压“严打”态势，树立长
期作战思想，不断增强禁毒工作的
使命感、责任感，坚持从源头治
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的工作原
则，牢固树立禁毒理念，充分运用
法律武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毒
品犯罪分子。

据本案主审法官介绍，当前，
兰州市法院系统按照中央对禁毒工
作的决策部署和全国禁毒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国家禁毒工作大
局，继续以毒品犯罪审判为中心，
毫不动摇地坚持对毒品犯罪依法从
严惩处的指导思想，加大打击力
度。

近年来，兰州市禁毒形势非常
严峻，该市是全国百城禁毒城市之
一。兰州市七里河区去年被国家禁
毒委确定为“毒品集散地关注地
区”“挂牌重点整治地区”，禁毒任务
非常重。此外，随着毒品犯罪案件
数量的持续增长，兰州市毒品案件
数约占甘肃全省毒品案件总数的一
半，毒品案件数又占到全部刑事案
件总数的 18%。在毒品犯罪案件

中，大宗和零包毒品犯罪呈增长态势，
大宗毒品犯罪持续增加，涉案毒品数
量越来越大。其中尤为需要引起重视
的是，新型毒品数量出现较大增长，近
来在兰州西固区出现了非法持有和通
过网络贩卖新型毒品曲马多、芬太尼
的多起案件。在毒品犯罪中，再犯、累
犯所占比例较高，截至2017年5月底，
兰州市法院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601
件，涉案人数 693 人，同比增长 4.9%，
其中累犯、再犯约占30%。

从根本上减少毒品问题，要对涉
案毒品数量大、犯罪情节严重的犯罪
分子予以严厉惩罚，尤其是团伙犯
罪、集团犯罪，切断整个毒品犯罪链
条的总销来源，严厉打击零包贩毒、
小额毒品犯罪，斩断毒品的分销渠
道。在毒品案件的具体审理中，把走
私、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类犯罪列
为打击的重点，依法严惩毒枭、职业
毒犯、再犯、累犯等主观恶性深、人
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
子。

兰州市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加大毒
品犯罪的惩治力度，有效地震慑了毒
品犯罪分子，遏制了毒品在社会上不
断蔓延扩散和整个毒品犯罪快速上升
的势头。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7月3日（总第7053期）

嘉欣亚洲华公司、黎锐琦、陈永宝：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3月 27日裁定受理日辉家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案号：（2017）粤 03破 31号]，并指
定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经管理人对债务人的注
册登记地址实地调查，未发现债务人的办公场所，也无法联系到
其高管或工作人员，无法接管债务人的印章、账簿、文档资料和
任何财产。您/贵司作为债务人的股东/高管，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对债务人负有清算或配合清算的义务。为推进债务人破产清
算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本管理人特公告发出本告知书，请
您/贵司在本告知书公告之日起5日内向本管理人提供债务人的
印章、会计账簿、文档资料、财产或者财产线索信息。故意隐瞒、
藏匿、丢弃、损毁或者持有而拒不提供者，将可能被追究民事、甚
至刑事责任。专此告知，请予配合。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2 层 联系人：谢雯律师 电话：13798312720
33339819 日辉家具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管理人

深圳致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至诚服务有限公司/李本
超/陈荣佩/段元江/陈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5年 9月 2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同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破产
清算一案[案号：（2015）深中法破字第64号]，并指定广东深天成
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您/贵司作为债务人的股东/高管，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对债务人负有清算或配合清算的义务。为推进债
务人破产清算工作，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本管理人特公告发出本
告知书，请您/贵司在本告知书公告之日起 5日内向本管理人提
供债务人的印章、会计账簿、文档资料、财产或者财产线索信息。
故意隐瞒、藏匿、丢弃、损毁或者持有而拒不提供者，将可能被追
究民事、甚至刑事责任。专此告知，请予配合。地址：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 4009 号投资大厦 12 层 联系人：兰健菊 电话：
18824295663 深圳市同创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6年10月20日，申请人陈保国以被申请人峡江县圣鑫鞋材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
院申请对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本院于2016年11
月10日裁定受理。本院查明：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于2017年4月7日召开，共有9家债权人参加会议。截止债权
申报期满共有10家债权人申报普通债权，合计9495918.36元。经清
算组审查确认的无异议债权总额为5649340.3元，有异议债权总额

为3846578.06元。上述债权已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由本院
于2017年4月27日依法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由于峡江县圣鑫鞋材
有限公司的真实客观的账册、文件均下落不明，清算组至今未接管
到其真实客观的财务账册，故清算组无法对其进行审计。峡江县圣
鑫鞋材有限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据清算组调查，峡江县圣鑫
鞋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28日在峡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登
记，注册资本为2000000元，系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5月16日，峡江
县圣鑫鞋业有限公司变更登记为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实收注
册资本2000000元。经营期限2005年12月28日至2015年3月29日。
该公司现股东有股东石金萍（持股比例40%）、陈友生（持股比例
60%）二人。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的资产仅有非居住用房（办公
楼、宿舍、厂房等，产权证号：峡房权证福民字第 19266、19267、
19268、19269号）、国有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峡国用2009第
05-344号）及未经登记的厂房、厨房、门卫室等合计房屋建筑面积为
4521.19平方米，土地面积为19760.1平方米。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
公司自2013年11月至今，未进行生产，未进行纳税申报，法定代表
人无法联系。峡江县国税局于2015年8月18日依法责令该公司进行
纳税申报，该公司未进行纳税申报，该局因此认定该公司为非正常
户。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峡江县人民法院受理以峡江县圣
鑫鞋材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计11件，所涉无法执行到位的
债权额约6016587.92元。本案受理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期间，
到会债权人均同意放弃提出和解或重整申请，进行破产清算；其他
债权人均未申请破产和解或重整。本院认为：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
公司无真实客观的账册、文件可供审计，依据现有财产状况及债务
情况，可以认定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法定破产条件，依法应当宣告其破产清
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院于
2017年4月27日裁定：宣告峡江县圣鑫鞋材有限公司破产。

[江西]峡江县人民法院
本院执行局依萍乡市金泰花炮厂、萍乡市长平里出口花炮

二厂、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的申请，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对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作出执行案
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并移送破产审查。本院于2017年3月28
日，裁定受理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沈阳
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受理后，经沈阳鞭炮烟花有限
公司管理人委托中介机构审计，辽宁光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对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企业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审计

认定：截止至2017年3月31日，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 38,581,944.49 元,负债总额为 47,044,002.61 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为-8,462,058.12元,资产负债率 121.93%。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7年 6
月27日裁定宣告沈阳鞭炮烟花有限公司破产。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年6月9日，本院根据债务人山东侨昌化学有限公司的

申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该公司重整程序。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务人山东滨州宏昌置业有限公司的申请，并经山

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于2017年6月9日裁定受理
该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了管理人。债权人应于2017年7月31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
条件行使权利。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7年8月4日9时在本
院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 [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山东天一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中战略引
资项目出现重大变故，引进战略投资人的计划失败，导致重整计划
草案不能实施，其自营业务经营状态和财产状态持续恶化，缺乏挽
救的可能性，根据山东天一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
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以（2016）鲁1312民破1-4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终止山东天一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山东天一
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临沂昊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中战略引资
项目出现重大变故，引进战略投资人的计划失败，导致重整计划
草案不能实施，其自营业务经营状态和财产状态持续恶化，缺乏
挽救的可能性，根据临沂昊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
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以（2016）鲁 1312民破 2-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止临沂昊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临沂昊天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山东纳迪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中战
略引资项目出现重大变故，引进战略投资人的计划失败，导致重
整计划草案不能实施，其自营业务经营状态和财产状态持续恶
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根据山东纳迪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的申请，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以（2016）鲁1312民破3-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终止山东纳迪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重整
程序并宣告山东纳迪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因债务人山东纳迪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重整一案中战略引资

项目出现重大变故，引进战略投资人的计划失败，导致重整计划
草案不能实施，其自营业务经营状态和财产状态持续恶化，缺乏
挽救的可能性，根据山东纳迪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
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
十八条第一项之规定，以（2016）鲁 1312民破 4-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终止山东纳迪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山东纳迪
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因在公告期限届满后未招募到重整方，管理人未按期提交
重整计划草案，本院于2017年5月2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终止乳山市兴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乳山市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破产。 [山东]乳山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旭鑫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申请，已于2017年6月20日作出裁定，宣告
上述申请人破产重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未收到本院通知的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90日内向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龙口旭鑫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地址：山东旭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书面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明材

料。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公告期满第 15日 9时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召开（遇节假日顺延）。望债权人准时参加，并向本院提
交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山东]龙口市人民法院

2017年3月13日，本院根据杨子朋、李洪涛等人的申请裁定
受理山东瑞地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山东瑞地置业
有限公司负债大于资产三千七百多万元，且明显缺乏清偿债务
的能力。本院认为，债务人山东瑞地置业有限公司已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经达到了严重资不抵债的程
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7年6月20日裁定宣告山东瑞地置业有限公司破产。

[山东]寿光市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债权人杭州江东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17年6月9日依法受理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浙江
青年莲花发动机有限公司、杭州亚曼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简
称莲花汽车公司、莲花发动机公司、亚曼发动机公司）破产清算案，
并依法指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莲花汽车公司、莲花
发动机公司、亚曼发动机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7年8月11日前向
管理人［通讯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安路9号杭州深
远工贸院内5楼；邮编：311215；联系电话：王律师18814863390，许
律师13806501116］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应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以上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莲花
汽车公司、莲花发动机公司、亚曼发动机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17年8月25日下午14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第十八法庭（法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477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以及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自然人身份证
明。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债权人签署的特别授权
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或执业证。委托代理人系律师或法
律工作者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或法律服务所的指派函。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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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甘肃省广河县的马祖比代
是 一 个 不 识 字 的 农 村 中 年 妇 女 。
2012 年 7 月，曾因贩卖毒品罪而获
刑的马祖比代，在监狱里待了 3 年
零 6 个月后，终于离开了铁网高
墙，重新回到了社会。然而，长达 3
年半的牢狱生涯并没有让这个女人
吸取教训，在踏踏实实做农活谋生
与铤而走险牟取高额利益之间，她
再次选择了后者。

2016年3月，马祖比代通过狱友
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做李飞的吸毒人
员，并以“嫂子临夏”的昵称申请添
加李飞为微信好友。

经过几天的交流观察，马祖比代
将李飞列为心目中的“安全人员”，
并在微信上询问李飞“要不要‘白
面’（毒品海洛因）”。李飞的回答果
然没有让马祖比代失望：他告诉马祖
比代，自己有个朋友正好急着要买

“白面”，愿意出高价尽快和马祖比代
做成这笔生意。

在得到李飞肯定的答复后，马祖
比代迅速联系了自己的同乡马黑曼，
并商定以每克450元的价钱从马黑曼
处取得“白面”。双方还商定，如果

马祖比代顺利将“白面”出手，回去后
马黑曼还要再给她 2000 元的好处费，
并给她买一双皮鞋，而且来去的车费也
由马黑曼报销。

顺利找到了“白面”来源，马祖比
代没有急着跟李飞联系，她知道，“白
面”对这些吸毒者来说就是难以抵抗的
诱惑，有这个诱饵在手，不怕鱼儿不上
钩。

果然没过几天，马祖比代就接到了
李飞的电话。

“嫂子，你能不能弄到‘白面’？”
“当然能。我已经联系好了，500

块一克，你要多少？”
“我要70克，嫂子你看着再给多送

几克吧！”
“行呢，好商量！”
经过一番商讨，两人约好 2016 年

5 月 24 日那天在兰州进行交易。轻轻
松松就谈成了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
马祖比代心中得意无比。再想想来去
兰州的车费还有人报销，马祖比代心
情大好，她翻开手机的通讯录，找到
了一个熟悉的号码：“5 月底我带你去
兰州玩呀！”

马祖比代的电话是打给谁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