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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1、以上理财产品收益测算依据等详见产品说
明书，额满即止。
2、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3、浙商银行个人借记卡客户通过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ATM 等所有电子渠道跨行转账手续
费全免！我行理财产品可转让、可入财富云!

温馨提示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理财先锋 刊登电话：0571-8531216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网点地址及咨询电话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网点地址及咨询电话

“ 浙商善理财，稳健赢未来”——浙商银行永乐理财 1 万元起购，预期收益高至 5.05%!“ 浙商善理财，稳健赢未来”——浙商银行永乐理财 1 万元起购，预期收益高至 5.05%!

网点名称
杭州分行
萧山支行
萧东支行
滨江支行
余杭支行
富阳支行
城西支行
运河支行
玉泉支行
西湖支行
朝晖支行

延安路支行

联系电话
0571-87330788
0571-82891525
0571-82921285
0571-87666304
0571-89188585
0571-61739070
0571-88929508
0571-87258318
0571-87965333
0571-88266552
0571-85337988
0571-88260792

网点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民心路1号
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36号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青六南路10-14号
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321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艺海名扬商厦
富阳市富春街道恩波大道273-281号
杭州市古翠路76号怡泰大厦1-2层
杭州市拱墅区湖州街323号
杭州市教工路88号立元大厦一楼浙商银行
杭州市庆春路290号
杭州市建国北路736号
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364号浙商银行大楼（延安路支行）

城东支行
九堡支行
良渚支行

未来科技城支行
下沙支行
东新支行
天城支行
钱江支行
文新支行
武林支行
建德支行
桐庐支行
嘉兴分行

0571-86888755
0571-86909750
0571-88782306
0571-89087715
0571-85892188
0571-81915968
0571-88892181
0571-85771818
0571-85337908
0571-86933953
0571-64718326
0571-69872779
0573-82038088

杭州市新塘路88号天星龙大厦B座1楼
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6号2幢
杭州余杭区良渚镇金恒路88号25幢
杭州市文一西路1218号恒生科技园33幢
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沙路226-203号（中沙金座底商）浙商银行
杭州市下城区新天地尚座东楼浙商银行
杭州市江干区全福桥路298号富亿商业中心底商10-11号
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555号日信国际一楼浙商银行钱江支行
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533号
杭州市天目山路信息技术大厦浙商银行
杭州市建德市新安江新安东路427号
杭州市桐庐县迎春南路209号新青年广场B座浙商银行
嘉兴市城南路830号

桐乡支行
海宁支行
海盐支行
嘉善支行
衢州分行
江山支行
龙游支行
湖州分行
德清支行
安吉支行
丽水分行
青田支行

0573-89801556
0573-80709022
0573-86058000
0573-84195688
0570-3397103
0570-4045527
0570-7787010
0572-2777113
0572-8688897
0572-5868937
0578-2226926
0578-6733863

桐乡市世纪大道779号马德里花园3号楼
海宁市海洲街道文宗南路96号
浙江省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北路128号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西路29号
衢州市新安路20号国税大楼1幢1楼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鹿溪南路82号
衢州市龙游县荣昌路575号环达科技大楼
湖州市人民路136号
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千秋街与中兴路交叉口
湖州市安吉县递铺镇迎宾大道278号浙商银行
丽水市丽阳街651号华侨开元名都大酒店东裙房1-2层
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鹤城街道鸣山路60号

1年期 3.3%（年化）

6月期 3.0%（年化）

3月期 2.75%（年化）

1月期 1.85%（年化）

汇利加A美元存款
1万美元起存，保本保息

客户级别
新客户专享

大众客户

高净值新客专享

高净值客户

理财期限
182天型

1年型

182天型

1年型

业绩比较基准

5.03%

4.99%

5.05%

5.00%

起点金额
1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1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5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10月11日-10月17日

10月11日-10月17日

10月11日-10月17日

10月11日-10月17日

15 年前，案发地华园宾馆及周边并未安

装监控。

据宾馆当晚值班保安和大厅服务人员回

忆，一名 1 米 75 左右、中等身材的短发男子，

在 511 房间门口拿白毛巾擦拭身上血迹后，

冲向楼道逃离宾馆。

再结合陈静提供的线索，警方有了初步

的排查方向：男性，20至30岁之间，身高1米

75左右，寸头，中等身材，与死者有债务关系。

受害人乾启龙，余姚本地人，无正当职

业，以摆麻将场子抽头放贷为生，社会关系极

为复杂。民警从麻将场子入手，摸排常来搓

麻将并向乾启龙借过钱的人员，并逐一实地

走访调查，终于有了线索。

等民警赶到余姚市丈亭镇陈茂辉的家中

时，陈茂辉早已没了踪影。

2003 年 8 月 6 日，民警辗转找到陈茂辉

的女友汪娟（化名）。汪娟承认，事发当天凌

晨 2 点多，陈茂辉给她打了电话，“他让我赶

紧回出租房。我看到他的时候，浑身是血。

他说和人打架出了事，换了衣服，我又给了他

钱。他走了以后，再也没联系过我。”

出事后他见过女友
“浑身是血，拿了钱就走”

本报记者 华炜 通讯员 管倩倩

9 月 14 日傍晚，广西北海市某小区内，41 岁的蒙荣广在

家和妻儿吃晚饭，一阵敲门声响起。蒙荣广从猫眼往外瞧，是

小区物业的人，他闪身刚打开门，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拉

到门外。

“我们是从宁波来的。”听到有人用余姚口音说出这句话，

蒙荣广没多言语，对身边这几个穿着便服的男人轻声说了句，

“小孩在，有事我跟你们下楼去说。”

半个月后，在余姚市看守所里，蒙荣广，不对，应该叫他陈

茂辉（化名），隔着铁窗告诉钱江晚报记者，他很难形容当时的

心情，只知道，这一天，在时隔十五年、历经无数个梦魇后，终

于来了⋯⋯

15年前的那个凌晨，陈茂辉杀了人。

15年前，七千元麻将赌债引发血案
15年来，警方执着追凶终于找到他
15年前，七千元麻将赌债引发血案
15年来，警方执着追凶终于找到他

结婚10多年不敢和老婆同床
他怕说梦话泄露秘密

陈茂辉事发后去了哪里？

“先到河南呆了一个月，之后又到江

西、湖南，当年下半年又去了广东。”陈茂

辉说。在广东打工期间，陈茂辉认识了现

在的妻子罗婷（化名）。2006 年，俩人回到

罗婷老家广西，第二年陈茂辉用假身份蒙

荣广与罗婷登记结婚，并在当年有了第一

个孩子。

结婚后，陈茂辉靠丈母娘家给的一小笔

资金，加上自己在广西打零工攒的钱，慢慢

做起了工地上的小工程，也买了房买了车。

妻儿双全，事业上升，陈茂辉的生活看似美

满。

“但我还是常常做噩梦，梦里总是两

个场景：一个是我被乾启龙的人追杀；另

一个就是被民警抓住。”四十出头的陈茂

辉。头发已经秃了，“压力太大，记性也越

来 越 差 ，大 部 分 时 候 我 和 老 婆 是 分 床 睡

的。”

分床睡，是因为陈茂辉担心自己晚上说

梦话，会把当年的事情不慎说出来。

每到吃年夜饭的时候，陈茂辉常常会走

神，回过神来已泪流满面，“这么多年都没

见过爸妈，好几次想偷偷跑回余姚看看爸

妈，但是又怕被抓住，我的孩子怎么办。人家

过年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对我来说却是

种煎熬。”

通过高科技侦破手段
警方终于找到他

在陈茂辉逃亡的15年里，余姚警方一直

没有忘记过这个案子。

“每年我们都会去嫌疑人家里、朋友处了

解情况，但嫌疑人15年来从来没有和父母联

系过。”陈光初说。

随着高科技侦破手段的推广应用，余姚

警方通过多方联系寻找，终于找到可供使用

的样本档案，并与宁波市局刑侦支队一道对

该样本档案进行分析，成功发现广西都安籍

人员蒙荣广有重大嫌疑。

今年 9 月 5 日，余姚刑侦大队重案中队

中队长吴学慧带领抓捕小组，来到陈茂辉的

居住地广西北海，前后方建了一个微信群，实

时保持联系。“嫌疑人脖子上有颗痣，抓捕时

确认一下。”陈光初发了一条消息。9 月 14

日傍晚，抓捕时机成熟，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

这一幕。

时间回到 2003 年 7 月 30 日的那个凌

晨。在当时的余姚华园宾馆 511 房间里，陈

茂辉和乾启龙（化名）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

陈茂辉因为打麻将欠了乾启龙七千来块

钱，当晚乾启龙把陈茂辉叫过来，算是下最后

通牒，必须把钱还了。

到了凌晨2点半，陈茂辉意识到，今天晚

上是没办法糊弄过去了。终于，矛盾爆发。

当时，乾启龙的女友陈静（化名）正在

房间里看电视，陈茂辉突然冲到乾启龙躺

着的床上，开始厮打，陈静跑到大厅向保安

求助。等她再上楼时，发现乾启龙已倒在

血泊中。

接到报警后，时任余姚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技术中队副中队长的陈光初，和同事一起

赶到现场。

“房间是个标间，死者仰面躺在靠近房门

的床上，胸部插着一把匕首，刀伤一共有 13

处，床单已经被血染红，走廊上有带血的毛

巾。”15 年后，已是余姚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

队长的陈光初，对于当年这起案件的细节，依

然记忆犹新。

因打麻将欠钱引发血案
用匕首将受害人捅死在宾馆

逃亡逃亡

冲突

排查

结局

追凶15年，余姚警方终于抓到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