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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河 水
'江河水(是一部长达七十三万言的鸿篇巨制$他以

东江港的改革为主线$以一起文物走私商业间谍案为副

线$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呼唤着

时下文学作品中久违的英雄情结% 整部作品构思缜密$

气势恢宏%全书以名曲)江河水*穿插其间$犹如一部感

人至深的交响乐$分为四个乐章!沉船+开工+抗命+起

飞$由于篇幅所限$特选取第四部)起飞*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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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筹集彩礼钱，盗窃女友父母

竟有如此准女婿
!

本报记者 何斌贝 通讯员 张玉绒

因无法筹集
!"

万元彩礼钱! 小伙趁女友家人不注意!将

女友父母储蓄卡中的钱盗出进行网络赌博!最终血本无归!婚

也结不成了"

!"#$

年
#

月
#%

日!因涉嫌盗窃罪!犯罪嫌疑人

田寿雨被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天津小伙田寿雨
!&##

年和女友王某相恋"

!&#%

年
$

月!

女友一家将天津的房产变卖!举家迁到曲靖市麒麟区定居"为

了爱情!田寿雨也于
!&#%

年
'

月来到曲靖!并开始和女友一

家共同居住"

在一次闲聊中!女友王某提到!如果两人要结婚!田寿雨需

要准备
!&

万元的彩礼"女友此言一出!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宽裕

的田寿雨顿感压力倍增! 想着自己为了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放弃了在天津的工作和生活! 现在不能因为
!&

万元的彩礼而

丧失所有"于是!田寿雨想到了通过网络赌博的方式来筹钱"苦

于没有赌博的本金!他便想到了在家中盗窃女友父母"

!&#%

年
(

月
##

日晚上
)

时许!田寿雨趁女友和家人不注

意!悄悄溜到女友母亲卧室!将女友母亲藏于抽屉里的建设银

行储蓄卡盗走"当晚
'

时许!田寿雨通过
*+,

机将卡内的
$

万元转到自己银行储蓄卡内"随后!田寿雨到网吧登录赌博网

站进行赌博"不一会儿!

$

万元人民币全部输掉"输完钱后!田

寿雨回到女友家中!把女友母亲的银行卡偷偷放回原处"就这

样!田寿雨从
!"-%

年
(

月开始!到
-!

月底!短短
.

个月的时

间先后
/

次溜进女友母亲的卧室! 盗窃女友母亲的建设银行

储蓄卡后!以转账和取现的方式!将卡内现金
-$

万元盗走#将

女友父亲工商银行的储蓄卡盗走 ! 通过
*+,

机将卡内的

//&&

元现金取走" 田寿雨先后将盗窃所得的
-$0//

万元现金

全部用于网络赌博!最终全部输光"

!"-%

年
-!

月
!%

日!王某的母亲到银行取钱!发现卡内仅

剩
-$"

余元! 通过查询交易记录才发现竟是自己的准女婿将

自己和丈夫卡内的现金盗走" 王某的母亲急忙向辖区派出所

报案"经调查得知!原来!田寿雨在和王某交往的时候!王某曾

经说过自己家中所有银行卡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并将密码告

诉了田寿雨"

假装单身相亲，骗取巨额彩礼

逃跑谎称被拐卖
!

张志勇 翟兴松

!"-%

年
--

月
-$

日!公安机关接到郭某报案!称妻子胡

小燕被人从贵州省拐卖到安徽省宣城市的一个小村子" 可是

经调查了解发现! 一起以诈骗彩礼钱为目的的诈骗案浮出水

面!而诈骗人竟是胡小燕伙同他人进行的"

陈某和范某系安徽省宣城市一个小村子的两名 $剩男%&

因同村人魏某的儿媳妇为人不错!是贵州人!陈某和范某的父

母遂都委托魏某!希望魏某可以帮忙给二人在贵州介绍对象&

!"-%

年
-"

月
."

日! 陈某和范某随魏某远赴贵州省惠水县!

踏上了甜蜜的相亲之旅&

在惠水县!经媒人孙某!在逃"介绍!范某很快相中了心仪

对象潘某'在逃(!并给付彩礼钱
%''""

元&

--

月
.

日!孙某将

胡小燕带来介绍给陈某!胡小燕谎称自己叫$宋三妹%)

!)

岁!

未婚!陈某相中了胡小燕并与其家长'胡小燕姑姑胡某#在逃(

见面!见面时胡小燕家长也要求给付彩礼钱
%''""

元&

--

月
%

日!陈某打电话到老家要求汇款!陈某家人当即汇款给陈某&

陈某把彩礼钱给了胡小燕家人&

回到宣城后!胡小燕却表示自己忘了带身份证和户口本!

没法登记结婚!不过她可以联系家人!等家人寄过来&等了几

日后!身份证和户口本仍杳无音信!陈某再三催促&实际上!胡

小燕没有让家人寄而是一直在找机会逃跑&趁着夜色!胡小燕

逃跑了&不成想!事与愿违!没跑多久胡小燕就被陈某同村人

找了回来&逃跑无望!胡小燕就打电话给自己丈夫!说自己被

拐卖到了安徽宣城!让丈夫来接她回家&

与此同时!陈某发现自己被骗!就赶紧去报了案&而在
--

月
-!

日!另一$剩男%范某带回来的老婆潘某也逃跑了!这才

知道上当受骗&

经查明!胡小燕已经
%!

岁!已婚&此案移送到安徽省宣城

市宣州区检察院审查!办案检

察官认为胡小燕谎称单身!假

装愿与被害人陈某结婚!伙同

他人骗取陈某彩礼
%''""

元后

逃跑! 社会危害性较大&

!"-%

年
-!

月
!!

日! 该院依法批准

逮捕了胡小燕&

婚礼喜帖已经发给亲朋好友，无奈的杨家只得一家家电话打招呼，杨乾坤每打一次电话就
要赔不是讲缘由，几个电话下来，内心的无奈转化成了怨恨———

夺命彩礼
!

纪萍 芮东升 杨建昌

春节 ! 讨生活的人们回家

了! 小年轻扎堆相亲的日子& 一

般短暂交往后便仓促定亲! 紧接

着男方得操持内容繁多的大小彩

礼! 几家欢喜几家愁! 难免演绎

出一幕幕人间闹剧和悲剧&

恋爱八天定终身

安徽籍小伙子杨乾坤
-.

岁

就辍学外出打工! 在上海学裁缝

手艺! 干了几年! 又干起赚钱快

的油漆工! 月收入有上万元! 走

南闯北讨生活近十年 ! 吃尽了

苦& 收入除自己日常花销外都交

给父母! 他说我是长子! 有这个

责任& 父母用长子的辛苦钱造了

楼房& 杨乾坤给父母寄钱还有一

个目的! 希望弟弟好好读书上大

学! 将来找个好工作! 别像他这

么辛苦&

!"-%

年春节前杨乾坤回老

家过年 ! 同村发小沈飞通过表

姐陈芳给他介绍对象 ! 陈芳将

本家叔叔陈康海的二闺女陈小

敏介绍给杨乾坤 & 两家在一个

县城 ! 相邻不远利于日后相互

来往照应&

$.

岁的陈康海看上去精明利

索! 膝下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十

年前他携妻儿举家到江苏常州打

工! 不幸的是没多久老婆抛下丈

夫儿女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 老

陈既当爹又当妈! 把四个孩子拉

扯成人! 现今两个女儿初中毕业

在常州工作能接济家用! 小女儿

及儿子上中学! 这个新市民之家

倒也其乐融融&

陈芳递给老陈一张杨乾坤的

照片! 照片上的小伙子看上去聪

明灵巧! 虽不是高富帅! 也不属

于矮穷挫! 老陈当即答应可以见

见面&

腊月二十八是个好日子! 在

双方媒人安排下
!-

岁的杨乾坤

与
-'

岁的小敏见了面&

杨乾坤因干过服装裁剪! 穿

着比较讲究! 加上身材长相都不

俗! 是女孩子喜欢的那种& 老陈

家三个女儿中属老二小敏出落得

最有模有样& 一个如花似玉! 一

个帅气大方! 两人一见钟情& 之

后
'

天两人见了
.

次面! 第一次

杨乾坤带小敏到县城逛逛! 买了

件
-.""

元的羽绒服 # 第二次小

敏去沈家吃了晚饭! 沈家父母很

喜欢小敏# 第三次杨乾坤上陈家

送黄鳝鲜鱼孝敬小敏他爸! 老陈

执意让杨乾坤坐上座! 杨乾坤感

觉 $上座应该长辈坐的! 死活不

肯! 但她爸一定要我坐上座! 最

后勉强坐了! 后来才知道! 这就

算认了我这女婿! 可以下彩礼订

婚了&%

大年初六相处第八天! 男方

介绍人沈飞将礼金
!/"""

元及一

枚
$)""

元的金戒指交到老陈手

上! 这叫 $下小礼% 及定亲# 婚

礼前得 $下大礼 % ! 包括三金

'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链(! 三

金得每件
--"""

元! 寓意 $万里

挑一%! 大礼礼金数额确定
///""

元! 六六大顺嘛& 杨乾坤说这样

的档次! 在我们那儿普通人家算

是最高的了&

定亲那天杨家带来了喜糖 !

告知四邻! 杨家大小子与陈家二

闺女已定终身! 当即双方父母看

了日子! 商定
!"-%

年
$

月
-"

日

操办婚礼&

春节后 ! 老陈举家回常州 &

!

月
!'

日! 小敏
-!

岁生日! 在

安徽六安的杨乾坤赶到常州为小

敏过生日! 杨乾坤说她爸独自拉

扯四个孩子很不容易! 即给准丈

人带了烟酒买了件外套! 这次去

常州一共花去
$"""

多元&

之后! 小敏跟杨乾坤去六安

同居
!"

多天 ! 相亲相爱 ! 无话

不谈! 小敏告诉未婚夫! 之前她

处过男朋友& 杨乾坤说她这么真

诚坦率 ! 我非但没因此产生顾

虑! 反而更喜欢她了! 因为我也

是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心里不藏事

不会使心眼的那种人**朝夕相

处! 杨乾坤认准了+ 小敏就是我

的老婆! 我不会让她吃半点苦 !

我包工做外墙涂料很累很苦! 但

一天能挣
$""

元! 挣足本钱开个

裁缝店! 有点余钱再开服装加工

厂! 慢慢扩大! 总之! 小敏不用

工作! 我完全能养活她和我们的

孩子
1

让他们幸福**

!

万元礼金致退婚

五一假期! 老陈带全家回老

家! 为二女儿的婚事打前站 &

$

月
/

日! 杨家送来 $大礼% 现金

///&&

元及三金! 外加烟酒等礼

品& 老陈说礼金拿来也是准备购

买家用电器给女儿做陪嫁的&

购买三金时杨乾坤没完全按

照约定的每件
##&&&

元操办! 他

说金项链
!"""

多! 金戒指
#$%"

元! 后来又要买只戒指
&%%%

多!

一双凉鞋
!)&

元 ! 一件羽绒服

#.&&

元 ! 手机小敏说只要
#&&&

多元的 ! 给买了
!&&&

多元的 !

都是她自己看上的! 可后来又说

档次低**

'

月
!

日! 杨乾坤带小敏及

其女友逛街购买结婚用品! 在金

店小敏看上一款
%&&&

元左右刻

有 $玉缘金马% 字样的金镶玉挂

坠! 杨乾坤说之前给你的金项链

已有挂坠! 金戒指也两个了! 以

后再买吧! 我跟我姐借了钱! 下

大礼的钱还是我爸妈借来的呢 !

要不礼金先抽
#

万元给我爸妈 !

好先还点债! 以后再补给你家 &

小敏很不悦! 杨乾坤没能留住小

敏和女友一起吃饭! 不欢而散&

小敏回家向父亲如实禀报

$他家想要回彩礼
(

万元%& 老陈

很恼火! 综合考虑了以下几点 +

答应再给买个金吊坠没买! 三金

哪一件也没满
#

万元! 给小敏买

的衣服档次太低! 两次买结婚用

品时都没请小敏及女友吃个便

饭! 太小气# 曾当众顶撞过我一

次! 未征得我同意带小敏到六安

同居! 很不严肃**老陈作出决

定+ 没钱结啥婚啊! 等他有钱了

再说吧& 当天老陈让介绍人陈芳

通知杨家退婚&

杨乾坤认为不可能为了
#

万

元闹到退婚的地步! 当即赶到陈

家 ! 小敏闺房里他跪下请求原

谅! 小敏说我爸态度坚决! 退婚

是肯定的了! 你回去吧, 杨乾坤

到前厅跟准岳丈求情+ 要
#

万元

给我爸妈是开玩笑的! 不是真要

回彩礼 ! 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

事! 我爸妈也绝对不会要我们一

分钱! 都是我的错! 求您不要退

婚,

在农村 ! 一家有事全村尽

知! 看热闹的村人把陈家前厅围

了个水泄不通! 七嘴八舌几乎都

是指责杨乾坤的& 当着众乡亲的

面老陈道+ 按这儿的规矩! 要回

礼金就是要退婚! 不是我不讲道

理& 得不到准岳丈的原谅! 杨乾

坤当众长跪不起! 只听到一个声

音在为他求情 + 男儿膝下有黄

金! 大小伙子都跪下了! 别退婚

啦, 话音没落地! 就被一片指责

声淹没了&

当天! 杨乾坤父母赶到陈家

赔礼道歉! 一个劲儿地指责儿子

-混账! 没规矩! 不懂事%! 陈家

还是没松口&

第二天! 老陈将收下的礼金

共
(!/&&

元及三金饰品整理好 !

考虑杨乾坤为小敏买过一些衣

物 ! 凑足
##

万元现金 ! 交介绍

人陈芳退回杨家&

晚上! 心烦意乱的杨乾坤到

县城卡拉
23

厅附近转悠! 小敏

喜欢唱歌! 想在那里碰到她! 说

几句话 ! 不成夫妻做个朋友也

成! 可一直没碰上**

婚礼喜帖已经发给亲朋好

友! 无奈的杨家只得一家家电话

打招呼! 杨乾坤每打一次电话就

要赔不是讲缘由 ! 几个电话下

来! 内心的无奈转化成了怨恨 +

很没面子 ! 太伤自尊了 ! 很憋

屈,

她负我就一起死

!"-%

年
'

月
)

日! 退婚后老

陈带女儿小敏及全家回到打工地

常州&

'

月
*+

日! 原本举办婚礼的

日子! 杨乾坤垂头丧气地回到安

徽六安工地上班& 工友们都知道

他是回家结婚的! 一个劲儿地跟

他讨喜糖喜酒吃! 拍婚纱的老板

催他去拍婚纱照! 杨乾坤说不知

道怎么跟他们解释 ! 抬不起头

来! 很丢人! -打工的心里有事

也就是喝酒消愁! 周围人文化浅

说不出道道来! 没人能开导你!

我一个人住 ! 连个聊天的都没

有! 很孤独! 吃不下睡不着! 脑

子全乱了! 理不出头绪来! 骑车

都乱撞! 感觉快要崩溃了! 难受

得不行! 心脏都疼! 长这么大 !

没被人耍过! 跟小敏掏心掏肺!

她却负我! 一点余地都不留! 就

有了杀死她的念头! 看见鞋带晾

在阳台上! 就揣在裤兜里**%

杨乾坤后来交代&

在工地待了十来天! 杨乾坤

与小敏通过几次电话和微信! 内

容都是杨乾坤想恢复关系! 小敏

拒绝! 杨乾坤决定见她一面 &

'

月
,*

日! 杨乾坤从六安搭动车

下午
-

点多到常州! 给小敏打电

话+ 我到了! 在给你过生日住过

的那家旅馆! 等你来
4

半小时后

小敏到旅店门口! 她怕杨乾坤纠

缠执意不肯上楼! 杨乾坤保证不

会强迫她发生性行为! 小敏这才

跟杨乾坤上楼! 进屋后两人趴在

床上对话+

杨乾坤+ 我对你好不好.

小敏+ 好,

杨乾坤 + 那就别管那么多 !

我不会让你吃苦! 我们还能重新

开始&

小敏+ 你要三年内在城里买

套房子! 那就能再交往一下&

杨乾坤+ 买房子可以! 我能

等你三年! 你能等我三年吗.

小敏+ 我也不确定&

杨乾坤+ 你心里有我就别在

乎我有房没房&

小敏+ 恐怕我爸不同意&

杨乾坤 + 婚姻是个人的事 !

不能全听父母做主! 你到底爱过

我吗.

小敏 + 说不清楚 ! 只是喜

欢&

小敏捧着手机翻看微信! 杨

乾坤躺一边思绪沸腾+ 想起了操

办彩礼及为小敏购买首饰的不

悦# 想起了与小敏同居时! 每天

上班累得跟狗一样! 下了班还得

给小敏烧饭洗衣# 想起了长跪在

准丈人面前被众人羞辱# 想起父

母上门乞求陈家不要退婚# 想起

了介绍人传达陈家对他的种种指

责! 想起了陈家虽退还礼金! 还

白花掉几万元**看看趴在床上

若无其事翻看微信的小敏! 他咬

咬牙 + 我把她看得比父母都重

要! 她却不把我当回事! 被她伤

到如此地步! 她却满不在乎! 你

负我! 死去吧, 怨恨! 压抑! 愤

怒轰然爆发! 他抽出裤袋里的两

根鞋带 ! 从身后套住小敏的颈

部! 膝盖顶住她后背! 使劲抽紧

鞋带! 她没来得及发出呼救就身

子发软! 因窒息而死亡&

杨乾坤把小敏尸体放在卫生

间!上街购买刀片及鼠药!先割腕

自杀未成! 吃了两包鼠药后昏睡

两天又醒了! 上街买了三瓶农药

喝下去!结果全吐了&他打出租车

到郊区!找到条小河跳了下去!水

太浅又没死成& 上岸后找根绳子

挂上树! 刚吊上去绳就断了**

横竖死不成! 他靠着树根拨通介

绍人沈飞的手机+我!我把她给杀

了,沈飞一惊+杀了谁.杨乾坤+小

敏,沈飞道+啊!你在哪儿.赶紧投

案吧, 杨乾坤当天向当地派出所

投案自首&

法律形同虚设

提审时问过杨乾坤 + 知道

/婚姻法 0 规定的结婚年龄吗 .

他说知道! 男的
!!

周岁 ! 女的

!&

周岁&

问+ 你和小敏都没满结婚年

龄! 为何急于恋爱结婚.

杨+ 我们老家像我这个年龄

的大多有孩子了! 再不相亲结婚

就不正常了& 一般都是先结婚!

年龄到了再领结婚证! 反正结婚

证也不派啥用场! 好多人等年龄

到了也不领结婚证&

问+ 没有结婚证怎么能领准

生证生娃呢.

杨 + 生孩子不要啥准生证 !

我们那儿大都不止生一胎! 哪有

啥准生证啊! 孩子生出来医院都

有出生证! 凭出生证就能报户口

就能上学! 所以结婚证没啥用&

问+ 你准备生几个孩子.

杨+ 起码得生两个吧! 现在

说这话没意思啦**他双手捧着

脸低头抽泣起来**

!&#%

年
##

月
#)

日! 经常州

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常州市中级

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杨乾

坤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春节将至! 又到了打工群体

扎堆相亲的日子! 准确地说是
(&

后相亲的日子! 人有这个需求 !

挡也挡不住! 那么怎样才能让闪

恋闪婚尽量靠谱 一 点 ! 一 个

字111慢! 步调尽量慢下来! 相

亲定亲! 结婚生娃! 都不妨慢一

步& 试想! 杨乾坤陈小敏如果能

晚三五年再谈婚论嫁! 心智都成

熟一些! 结局肯定不是这样! 处

理情感婚姻纠葛的能力与阅历及

素养一定有关& !除杨乾坤均为

化名"

,未经作者同意 $ 其他媒体

及网络不得转载%&

沈奕巍一坐下就说 + -局

长 ! 我没想到会是卢茜举报 !

我们上市工作小组没日没夜 )

加班加点地干了几个月! 是为

东江港全体职工谋利益! 没有

一个人是谋私利! 现在是我们

东江港最困难的时期! 她这时

候举报你既不顾全大局! 也不

够光明磊落 ! 我要去找她理

论&%

听沈奕巍这么说 ! 江河来

了气+ -卢茜举报我之前! 到

过我办公室! 她当面让我给她

解释一下为何如此挥霍公款 !

你知道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我

说我带队出门在外! 自责自律)

两袖清风还是能够做到的! 我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说

着! 把省纪委转来的几件复印

发票用力甩给沈奕巍! 拍着桌

子喊+ -沈奕巍啊沈奕巍! 你

胆子简直比天都大 , 瞒着我 !

一顿饭吃去十二万元! 你是不

是想把天也给我吃出个窟窿

来,%

郭川打着圆场 + -老江 !

你消消气! 奕巍怕也有难言之

隐&%

江河余怒难消+ -你也在

港口三产干过! 你想想那些大

妈大婶们! 无冬历夏的捕鱼捉

蟹! 为职工改善伙食! 她们辛

辛苦苦干半年的利润! 也不够

你一顿饭钱, 你还好意思说卢

茜不够光明磊落 ! 我告诉你 !

她就是不去举报我! 我也得自

我举报,%

沈奕巍痛苦地说+ -局长!

这十二万元 ! 还有那十几万 !

确实是瞒着你支出的! 我就是

不想把你也牵连进去& 我们不

是生活在真空里! 哪家公司运

作上市不需要打点! 少则几百

万! 多则几千万, 李亚林说在

北京饭店吃燕翅席! 我这样的

土包子! 连燕翅是什么都不知

道! 一结账我就傻了! 我知道

没法交代& 后来那些娱乐消费!

人家提出来了 ! 咱们能不去

吗.%

江河站起身! 在办公室来

回走了几步! 沈奕巍说清楚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心里也十

分明白! 社会风气使然! 沈奕

巍这三十多万的支出也是迫不

得已&

-你还让老秦签字! 你长脑

子没有.% 江河余怒未消&

章江插话 + -这事怪我 !

我把把关 ! 过问一下就好了 !

谁想到财务没给我看! 直接捅

到了老秦那里& 唉,%

沈奕巍自知做错了 ! 对章

江说+ -祸是我闯的! 我到省

里去说清楚! 不能让局长背黑

锅& 至于拨款一千万改善贮木

场家属区生活质量! 那是透明

操作! 经得起任何调查和审计!

章总! 你说是不是.% 章江点头

说是&

郭副局长想了想说 + -奕

巍说得不错! 真正致命的就是

那十二万元的一顿饭和那十几

万的娱乐费用! 这些你都不知

情! 奕巍如果能去省里说清楚!

你就解脱了&%

江河摇摇头+ -还是先沉

一沉吧! 奕巍这么快就去省里

说明情况 ! 恐怕会适得其反 !

弄不好有人要说我们这是在搞

丢卒保车& 更何况省纪委已经

介入了! 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

么 ! 你说这是你的个人行为 !

省纪委能不经调查就认同吗 .

一旦启动对你的调查程序! 我

们两人很可能相当一段时间内

都不能正常工作 ! 得不偿失

啊&%

沈奕巍无奈地叹了口气 +

-局长! 那你说怎么办.%

江河抽着烟在办公室里又

踱了几步! 情绪也逐渐稳定下

来! 说道+ -程省长曾和我说

过! 东江港与琊山煤矿应该进

行深层次的合作& 什么叫深层

次! 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

题! 老郭) 奕巍! 我们东江港

能不能成功上市! 就看这一步

怎么走啦! 你们两位准备一下!

明天去趟琊山煤矿&%

郭副局长一怔! 不明白江

河的用意 + -明天去琊山煤

矿.%

江河道+ -对! 越是这种

时候! 我们越要主动出击& 我

想! 所谓深层次的合作! 可不

可以这样理解+ 由我们两家出

资建设国家级战略储煤基地和

溪口配煤中心 ! 对矿山而言 !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煤炭中转运

输问题! 对东江港而言! 一劳

永逸地解决了煤炭货源问题 &

也不用很多! 有上百万吨煤就

足可以使配煤中心正常运转 !

问题的症结在于这上百万吨煤

的费用如何先期支付& 你们想!

对于煤矿! 经过配煤中心混配!

平均到每吨煤的价格虽然不会

上涨! 但是它的劣质煤就有了

出路! 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对

于我们! 配煤所产生的收益也

完全可以冲抵预支费用的利息!

并且还会有一定的收入& 现有

的流动资金如果还有缺口! 章

总想办法再贷些款! 如此一来!

我们两家都可确保可持续性发

展! 互惠双赢! 东江港上市也

就没有了障碍&%

被告人指认案发现场

监控拍到被告人带小敏进入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