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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3

市场上蔬菜品种多达 120 多种

宁波人吃得最多的是青菜
青椒和土豆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老公偷技术
老婆开公司

昨天，宁波市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公布了 2018 年蔬菜销售排行榜，青菜连续第
三年蝉联榜首，成为宁波人最爱吃的蔬菜，
青椒和土豆分列第二和第三位。

侵权人被罚款 15 万元

青菜连续三年获冠军
宁波年人均吃掉青菜 30.9 公斤
多吃蔬菜有益健康。从消费总量看，宁波
人的蔬菜消费量近三年来连续攀升。来自宁波
市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进场交易的蔬菜量为 101 万吨，比上年增加
3.3%；交易均价为 1.74 元/公斤，和 2017 年蔬菜
交易均价相比，下降 1.72%。
从蔬菜品种销售量排名看，青菜的销售量
一骑绝尘，把所有品种远远甩在身后。去年，宁
波 市 场 上 的 蔬 菜 品 种 多 达 120 多 种 ，青 菜 以
24.69 万吨的交易量排名第一，占市场总交易量
的 1/4 左右。这也是青菜从 2016 年度开始连续
第三年名列榜首。按宁波常住人口 800 万人算，
去年宁波人均消费青菜 30.9 公斤。
从近三年的青菜消费量增速可见宁波人对
青菜的喜爱。2016 年度，青菜意外首次摘得当
年销量冠军，交易量是 13.38 万吨；2017 年度，青
菜以 20 万吨的销售量第二次夺冠；2018 年度，
宁波人比上一年又多吃了近 5 万吨青菜，说明市
民对这种蔬菜的热度不减。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松高
金晶） 近日，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首次运用
司法鉴定查处的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
结案：
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处
罚款 15 万元。
据悉，2018 年 5 月初，余姚市市场监
管局接到外地权利人 A 公司的举报：其
前产品研发工程师张某离职后，
在他的妻
子李某任法人的余姚市 B 公司从事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和 A 公司一模一样的产
品，
并涉嫌侵犯权利人的商业秘密。
接到举报后，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对 A
公司是否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进行了核
实，确认 A 公司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
协议、劳动合同，安装技术文件管理软件
等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技术信息。
随后，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对 B 公司进
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获与 A 公司产品
外形一样的产品，
并在张某的工作电脑内
查获了大量权利人的技术文件，
容量多达
6GB。执法人员发现，此案最明显的漏洞
来自 B 公司的作业指导书，上面仍留有 A
公司的商业标识。
由于该案涉及专门的技术问题，
为查
明案情，余姚市市场监管局就“权利人涉
案产品和技术文件是否‘不为公众所知
悉’
以及两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文件是否相
同或实质相同”，首次委托司法鉴定机构
进行鉴定。经司法鉴定，
权利人的技术文
件在 2018 年 5 月 8 日之前具有“不为公
众所知悉”的特性，B 公司的部分技术文
件与权利人的技术信息相同或实质相同。
张某的妻子李某在明知张某是 A 公
司的前员工，
可以接触到权利人的技术信
息，且与权利人签订过保密协议，应知张
某违反权利人保守商业秘密的后果的前
提下，还是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用于 B
公司的产品研发生产，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其行
为应当视为侵犯商业秘密。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责令 B 公司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
并罚款 15 万元。

“青菜不易保鲜，前
些年都以本地市场供应
为主，如果遇到台风等
恶劣天气，本地市场供
应量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 ，所 以 消 费 量 一 直
上不去。”宁波市蔬菜
副食品批发市场副总
经 理 张 富 强 说 ，如 今
宁波人吃青菜除了本
地供应外，更多的依靠
外来青菜。近年来随着保
鲜技术提高，省外青菜的调运
量增多。每年的七、八、九三个
月，美味的云南昆明青菜装着箱子、
伴着冰块来到宁波，成为夏日餐桌上的
一抹清新。其他季节里，只要宁波本地青
菜供应量不够，江苏扬州、省内的嘉兴等地的
青菜随时来宁波补缺。

青椒消费量连年攀升
土豆牢牢占据前三位
宁波市场去年蔬菜销售量“亚军”是青椒，
交易量 16.38 万吨。2017 年青椒交易量 15.15
万吨，比 2016 年度的 11.39 万吨增加了 33.01%，
2018 年宁波人比上一年又多吃了 1 万多吨青
椒。
据介绍，除了宁波人喜欢吃的传统灯椒外，
辛辣的尖椒、青椒也开始受欢迎。除了个人消
费，大批量采购青椒的还有川菜馆、湘菜馆、衢
州菜馆等餐饮单位。
去年蔬菜消费榜排名第三的是土豆，交易
量为 7.09 万吨，较上一年有所减少。几年前，土
豆曾是宁波市场销量最多的蔬菜品种，因为土
豆储存、运输都比较方便，供应市场的时间又
长。但近几年随着宁波外来人口有所减少，以

及蔬菜品种的逐渐增多，土豆的消费量逐年
下降，
不过仍牢牢占据前三的位置。
统计显示，
去年宁波市场上销量排名第
四到第十位的蔬菜依次是青瓜、
西红柿、
小
葱、
冬瓜、
玉米、
卷心菜和大白菜，
交易量分
别为 3.21 万吨、3.09 万吨、2.91 万吨、2.48
万吨、
2.29万吨、
2.25万吨、
2.13万吨。
小葱虽然是餐桌上不起眼的调料
菜，但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位列前十。这一
方面因为宁波人爱吃海鲜，多以葱姜做辅
料；另一方面，各种快餐店、火锅店也是小葱
的主要采购商。宁波市场上的小葱主要来自慈
溪龙山，福建、广东、云南也是小葱的主要供应
地。
记者 孙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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