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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俞雷
军）近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查处一起
哄抬口罩价格案并移送公安部门处置，
此案系疫情发生以来浙江省首例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哄抬物价案件。

1月29日，有消费者举报投诉，反映
宁波极波贸易有限公司在“天猫”上涉嫌
销售“三无”口罩、哄抬价格等问题。随
后，执法人员来到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
于2019年9月从余姚某安全科技有限公
司以1元/个的价格购进10万个KN95口
罩，在2020年1月19日之前一直以39.9
元/30只（运费4元/单）的价格在其天猫店
铺销售，进销差价率为33%，陆续销售了
2.5万个。疫情发生后，该公司于1月20
日、21日短短两天内，对同一批次口罩不
断抬高价格，分别以69元/30个、79元/10
个、89元/10个、99元/10个（运费14-22
元/单）的价格销售了7.5万个库存的口罩，
进销差价率分别为130%、690%、790%、
890%（不计运费，下同），远超其1月19日
之前销售同品种口罩的进销差价率。

1月22日-24日，该公司又以1.5元/
个、3元/个、4元/个、4.5元/个的价格从
多家公司购入13.5万个KN95口罩，而后
大幅提高销售价格，分别以99元/10个、
119元/10个、128元/10个（运费 14-32
元/单）的价格进行销售。

本报讯（记者 乐骁立）昨日，2020
胡润全球富豪榜出炉，全世界财富达到
10亿美元的2816位富豪悉数“登场”。
其中中国占799位，富豪人数居世界之
首，比美国多173位。印度、德国和英国
分列第三至六位。

亚马逊掌门人杰夫·贝佐斯成为世
界首富，LV掌门伯纳德·阿诺特紧随其
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退居第三、四
位。马云、马化腾、许家印力压李嘉诚成
为中国富豪三鼎甲。

宁波的世界级富豪人数达到28位，
其中居住地在宁波的有17位，宁波也成
为全球富豪居住人数排名第28位的城
市，与迪拜并列。

甬商首富仍是丁磊，财富达到1540
亿元。居住地在宁波的富豪仍由马建荣
领衔。而2月6日登陆A股的公牛集团
掌门人阮立平、阮学平兄弟财富猛增到
490亿元。如果按企业家族排名，阮立平
家族的上榜财富为980亿元，申洲马建荣
家族（马建荣、马仁和、黄关林）的财富总
和为810亿元。

同时，日月股份的傅明康家族、传音
创始人竺兆江、同花顺股东叶琼玖、旗滨
股东俞其兵等宁波企业家，也首次登上
胡润全球富豪榜。

此外，宁波的上榜富豪基本是老面孔，
沈国军、徐旭东、茅理翔、张静章、李如成、郑
坚江、郁国祥、郑永刚等悉数在列。

2020胡润富豪榜出炉
28位宁波人上榜

中国人自古以来积累了很
多种方法对抗蝗虫灾害。

卢立志介绍，科学防治蝗虫
可以采用药物杀灭，也可以采用
生物防治。从环保角度考虑，自
然是生物防治的好处更多，“前
者灭杀成本高，还会有农药残
留；后者不仅不会污染环境，还
能修复生物链，一举多得。”

生物防治灭蝗办法，曾经也

考虑过投放青蛙、鸟类。“它们也
是蝗虫天敌，但纪律上属‘散兵游
勇’。蛙和鸟类只能在指定区域
灭蝗，一旦蝗虫转移，它们不会跟
随作战。这样一来，就需要在新
的受灾地区重新投放蝗虫天
敌。一来成本增加，二来有些物
种可能受环境限制，并不适合投
放受灾区域。”

相比之下，“鸡鸭军团”作战

能力更胜一筹，“鸭子喜欢群居，
管理起来比鸡更容易，生命力、觅
食能力、抗寒能力强，适合野外生
存。”同时，放一只鸭子相当于灭
了蝗虫全家。卢立志给出数据
对比，“一只鸡一天能吃掉70只
蝗虫，一只鸭子则能吃掉200多
只，拥有三倍作战能力。而且鸭
子吃蝗虫完全是地毯式‘搜捕’，
连蝗虫的蛹都不会放过。”

鸭子是灭蝗界“天才”吗？
宁波“鸭兵”能出国灭蝗吗？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一一解答

近日，蝗灾威胁巴基斯坦。根据巴方需求，中国政府派出蝗灾防治工作组抵巴。随后，10万
“鸭子军队”就将出征巴基斯坦，助力灭蝗。20年前，“鸭子军队”就曾征战新疆，一举平定蝗灾，
立下赫赫战功。

为什么用鸭子灭蝗？灭蝗界“天才”名副其实吗？宁波“鸭兵”能申请出战吗？昨日，浙江省农
业科学院研究员卢立志一一解答。

全省首例！
哄抬口罩价格被追究刑责

宁波历来都有养殖鸭子的传
统，比如余姚有番鸭、奉化有水
鸭、镇海有“青壳2号”。那么宁波

“鸭兵”能申请出国灭蝗吗？
卢立志说，镇海“青壳2号”

与绍兴麻鸭同属蛋鸭品种，“目前
来看，鸭子中数‘蛋鸭’灭蝗效果
最好，战斗能力最强。我们也会做
对比研究，看看是否还有比麻鸭
作战能力更强的品种。如果宁波鸭
胜出，那么也会在考虑范围内。”

卢立志透露，按照巴基斯坦
治蝗计划，首批预计出动10万

“鸭兵”，“国绍1号”鸭苗将代表
中国出征灭蝗，“鸭苗通过空运，
一天之内就可抵达巴基斯坦。”

不过“鸭兵”出征前，卢立志
还要和国内外专家一起制定《牧
鸭治蝗技术规范》，以便按照标
准规范操作，“鸭子灭蝗看起来
简单，其实不然。不同的蝗虫品
种各有喜好和特征，蝗虫什么季

节来？密度怎样？鸭子吃蝗虫
后，对鸭肉有影响吗？这些都需
要研究。”

以此次帮助巴基斯坦灭蝗为
例，专家们要先科学估算出蝗灾席
卷而来的时间，“因为鸭苗经过一
个半月的成长期，灭蝗能力才会达
到最强，经过科学估算，我们就能
预留足够时间，知道何时向巴基斯
坦派‘鸭兵’最合适，以达到最好
的灭蝗效果。” 记者 吴丹娜

绍兴鸭是目前主推的“灭
蝗”主力军。“它们简直就是灭蝗
界的‘奇才’。”卢立志说。

绍兴鸭中的麻鸭体形大，捕
食能力强，成为“灭蝗”首选，近几
年被大量运到灭蝗“实战”中。麻
鸭最辉煌的战绩是2000年，“当
时新疆出现大批蝗虫。新疆很少

有人养鸭，所以当时的‘鸭兵’全
部从浙江空运，分批运送10多
次，总计10万多只。”

浩浩荡荡来到新疆的“麻鸭
军”并没有显露“新兵蛋子”的稚
嫩，不负众望在大草原上朝蝗虫
们劈头盖脸飞扑，将它们一一变
成肚中美餐。很快，蝗虫就被彻

底歼灭了。
更有意思的是，为了表彰“鸭

子军”奋勇杀敌的赫赫战功，当时
新疆治蝗灭鼠指挥办公室专门下
达“表彰书”：鸭子捕蝗能力强、捕
食量大、“军纪”严明，出动鸭子是
草原清剿蝗虫、保护生态最为行
之有效的办法。

放一只鸭子相当于灭了蝗虫全家

鸭子简直就是灭蝗界的“奇才”

宁波“鸭兵”也有希望申请出国灭蝗

奉化水鸭奉化水鸭：：我也是鸭子我也是鸭子，，请求代表祖国请求代表祖国““出战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