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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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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里亭社区：86413769

万家花城社区：86412686

嘉绿苑社区：86656630

萧山南市花园社区：22829736

台州椒江江城社区：0576-88601227

温州鹿城欧洲城：0577-88806727

温州大南路社区：0577-85335163

金华三江国际花园：0579-82822690

分行营业部 87893951
庆春支行 87895508
浙大支行 87998176
吴山支行 87020490
武林支行 85178961
朝晖支行 85390604
西湖支行 85113025
建国路支行 87131067

高新支行 88056651
钱江支行 86950811
城西支行 88902908
德胜支行 85358730
凤起路支行 87896565
萧山支行 22829285
萧山开发区支行 22829609
滨江支行 85828809

余杭支行 86130006
富阳支行 61761766
温州分行 (0577)88011286
温州瑞安支行 (0577)66890022
温州柳市支行 (0577)61777116
温州龙湾支行 (0577)88011356
温州乐清支行 (0577)61572885
嘉兴分行 (0573)82095595

嘉兴海宁支行 (0573)80770573
金华分行 (0579)82895595
台州支行 (0576)88200856
台州温岭支行 (0576)81623902
台州临海支行 (0576)85188910
绍兴支行 (0575)88000344
嘉兴桐乡支行 (0573)88199616
绍兴越城支行 （0575）89116190

社区支行：

同利计划
同利计划

期限：81天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4.25%
起购金额：5万

募集期：即日起至2019年1月7日

大额存单-月息宝
预期年收益：4.18%

期限：三年
起购金额：20万

募集期：即日起至2019年1月3日

存款产品——安存宝
期限：3个月/6个月/12个月

年化利率：4.2%/4.15%/
4.1%

起购金额：1万

募集期：即日起至12月30日

人民币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182天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4.5%
起购金额：5万

募集期：即日起至2019年1月2日
额度有限，售完即止。

要理财 来光大——国有控股银行 专业理财银行

嘉兴平湖支行 （0573）83609616嘉兴平湖支行 （0573）83609616

人民币资产管理计划
期限：98天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4.4%
起购金额：5万

募集期：即日起至2019年1月2日

额度有限，售完即止。

14 天前，他还是一个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经常跨国飞

行谈生意，在波兰华沙有一家挺大的电子产品商店，娶过东欧

美女也曾经在中国结婚。

100 多 次 出 入 境 ，他 那 本 波 兰 籍 护 照 从 来 畅 行 无

阻。

他相信中国警察不会再找到他，他觉得人们早已忘了那

个身负命案、出逃24年的台州男子盛某志。因为他在波兰的

名字叫MICHAL·SHENG（迈克尔·盛）

台州警察没有忘，12月13日，他们在上海浦东机场等迈

克尔·盛，他是浙江省史上第一个潜逃国外、漂白身份、加入外

国国籍后仍然被抓获归案的杀人凶手。

昨天，台州公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盛某志归案后的

前前后后。

出逃24年，化身波兰富商
身负命案的他刚下飞机就被抓
他也是浙江首名潜逃国外、漂白身份、加入外国国籍后仍被抓获归案的凶手

本报记者 陈蕾 通讯员 陈怡

飞机上下来的黑皮衣男子
一口波兰话极为顺溜

12 月 13 日 8 时 15 分，从波兰至上海的

AY087 航班的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降

落。

身穿黑色皮衣的迈克尔·盛从飞机上走

了下来。这时，几位看来守候已久的男子迅

速上前，一左一右把他控制了。

他们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便衣民警。

迈克尔·盛吃了一惊，但是立即镇定下

来，表示困惑。

带队抓捕的是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刑

侦大队李海华副大队长，他用椒江方言叫出

了盛某志的名字，点出了他24年前跟朋友们

一起去砍人的旧事。

迈克尔·盛装作听不懂，一口波兰话极为

顺溜，他拒绝回答警方，要找大使馆、要见波

兰驻上海领事馆的工作人员。

僵持了三个多小时。

迈克尔·盛未能成功脱身，却从李海华警

官的讲述中得知了这些年他家里的变化、也

发现警方知道他打听过当年同伙的判刑情

况，甚至连他曾经考虑投案自首却又放弃的

一应往事都知道。

他只能戴上手铐，跟着警察走了。

24年前的那个大年初四
改变了他的一生

24 年前的 1994 年，椒江还是一座并不

繁华的海滨小镇，盛某志也还是个20岁的小

伙子。只有小学学历，他没有找到好工作，一

直帮着家里干活。

那时，他结识了一个朋友，也姓盛，年纪

相仿，两人无话不谈。那一年的大年初四是

2 月 14 日，盛某志和盛某叫了一帮朋友吃

饭。

当时椒江的大街上没什么像样的娱乐场

所，最热闹的就一条海门街。当天来海门街

吃饭的有杨某国、谢某伟、曾某、金某民等。

饭桌上，盛某说起自己之前与人有过争

执，咽不下这口气。都是朋友，岂有不帮的道

理。饭后，盛某志开着面包车，载着盛某他们

一起去找对方“算账”。临行前，他们还带上了

刀⋯⋯

盛某志没想到，这一趟过去，竟改变了自

己的一生。

椒江警方闻讯赶来，伤者经抢救无效后

死亡。

经公安机关追查，参与作案的盛某、曾

某、谢某伟、金某民、杨某国等五人陆续归案，

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十四年有期徒刑不

等，而嫌疑人盛某志一直在逃，杳无音讯。

他逃到缅甸后又去了波兰
这些年做跨国服装批发生意

在“1994.2.14”故意杀人案的原始卷宗里，

曾经有线索表明，盛某志可能潜逃云南省瑞丽

市。当年椒江警方没查出盛某志的下落。

去年，浙江警方再次启动全省的命案积

案攻坚战。2018 年，椒江警方前后指派 11

名民警三次前往瑞丽等地，继续侦查，最终找

到特定关系人。

警方获悉：云南、缅甸、波兰，就是盛某志

的潜逃之路，他已取得波兰国籍，近年来曾数

次以波兰客商的身份出入国境，往返于杭州、

宁波等地，从事跨国服装批发生意。

通过大数据研判和熟人甄别，椒江警方

最终确认：持波兰籍护照的男子迈克尔·盛就

是潜逃 24 年之久盛某志，并获悉他将于 12

月13日搭乘航班从波兰飞赴上海浦东。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娶了波兰妻子入了波兰籍
被抓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归案之后，迈克尔·盛交代了关于 1994

年 2 月 14 日故意杀人案的犯罪事实，也交代

了他的潜逃生涯。

当年，他听说被砍的人死亡后，从母亲这

里拿了两万元现金仓惶出逃温州，然后去了

上海等地藏匿。

1996 年，盛某志经云南边境偷渡到缅

甸，在仰光生活了一年左右。其间，他伪造了

一张贴本人照片的波兰免签护照，于1998年

前往波兰首都华沙。

1998 年，盛某志落脚华沙，在市场上找

了一些打零工的活，帮人搬货。打工期间，盛

某志结识了一同在市场上干活的波兰女子，

两人于 2002 年注册结婚。盛某志入了波兰

国籍，改名迈克尔·盛。

盛某志与波兰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和两个

女儿后，他在 2006 年回了国，专门批发服装

去波兰销售。他生意蒸蒸日上的同时，也在

国内有了新女友江西女子舒某。

2013 年 ，盛 某 志 与 波 兰 妻 子 离 婚 。

2015年他持波兰护照与舒某注册结婚，两年

后再次离婚。盛某志跨国贩卖服装10余年，

最近一两年，他又跟人在波兰合伙开了电子

手环门店，他当店长。

这么多年来，他从未与家人联系过，连母

亲去世也不知道。目前，盛某志已被执行逮

捕，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出逃 24 年的

迈克尔·盛归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