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食盐需求与产出

全省平均每年对食盐的需求量5万多吨

东方盐场
年产量

1万多吨

莺歌海盐场

年产量3万多吨

三亚
榆亚盐场

年产量2000吨

缺口

6000吨

海南制盐业从辉煌到衰落

海南省原盐销售13.13万吨：

省内售3.8万吨，省外售9.3万吨

出口5450吨

2000年

2005年

海南的原盐出口达1.28万吨

建起出口盐生产基地

国际市场上树起“海南岛盐”品牌

2014年

海南省原盐销售4万余吨

缺口6000吨，

“海南岛盐”品牌销声匿迹

制盐业曾经的辉煌——

自给还能出口
“海南岛盐”进军国际市场

10年前，“海南岛盐”不仅自给，还
能供应外省和出口，在国际市场
也曾占据一席之地

今年49岁的东方盐场八所分场职工周
志发整个下午都没去盐田上班，“现在常下
雨，去了也没活干。”虽然不到50岁，但周志
发已在盐场工作33年了，跟盐场绝大多数还
没有退休的职工一样，他也是“盐二代”，他
16岁时，母亲45岁，因为制盐属于重体力劳
动，女性45就达到退休年龄。当时是1981
年，他便顶替母亲成为一名盐场职工。

“刚开始的时候工资不低，到了1990年代
以后差距越来越明显。”周志发回忆，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他们的工资跟周围的人相比很高。

八所分场场长助理、在盐场工作30年的
陈正东回忆，那时，东方盐场职工跟石碌铁
矿、八所港务局、南海公司、海南铁路局等一
批单位的职工一样，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当时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新型工业，对传统工
业十分重视，盐场职工跟其他国企职工的工
资都由国家按级别发放。”

“当时八所港务局的职工也羡慕我们。”
陈正东说，可是再后来，盐场职工的收入优势
丧失了，处境越来越艰难。

“我和妻子都是盐场职工，双职工家庭，但
如今和孩子凑合在一间27平方米的屋子里。”
周志发苦笑道。东方市政府为东方工业园区
修建的工业大道刚好穿过八所分场宿舍区，周
志发的房子被拆迁，后才被安置在这间小屋。

从人人羡慕到没人羡慕，这不仅是职工
的待遇收入，还有“海南岛盐”这个曾经辉煌
过的品牌。

一组数据见兴衰：
2000年，海南省原盐销售13.13万吨，其

中省内销售3.8万吨，省外销售9.3万吨，而出
口有5450吨；

2001年，原盐销量13.21万吨，省内销售
3.79万吨，省外销量9.18万吨，出口增长到
7365吨；

到了2005年，海南的原盐出口达到1.28
万吨，并建立起了出口盐生产基地，在国际市
场上树起了“海南岛盐”品牌。随后，果蔬洗
涤盐、足底保健盐等相继研制出来。

10年后的今天，“海南岛盐”几乎销声匿
迹。东方盐场场长黄照龙感慨说，现在科技进
步，国内有很多新的制盐工艺，比如使用光伏技
术，可以得到高效能、高品质的盐，但是技术设
备动辄上百万元，目前以海南盐场的能力也只
能望洋兴叹。

东方盐场调查——

年年产量不达标
设备像“老电影”的道具

受食盐专营政策制约，盐场经济效益
差，生产积极性不高；土地被征用导致
盐田面积萎缩

“产量很不理想。”东方盐场副场长蒙业隆说。
东方盐场每年3万吨的产量是国家制定的硬性指
标。但截至今年12月15日，东方盐场实际产盐量
仅1.95万吨。

事实上，1995年以来到2014年的20年间，东
方盐场大多数年份都不能完成3万吨产量的定
额。该盐场提供的数据显示，1995年到2004年，
10年平均产量为2.4万吨，这10年间仅1996年、
1998年、2003年这3个年份产量超过3万吨。而
2005年到2014年，超过3万吨产量的年份只有
2005年和2010年，最高是2005年，达到3.75万
吨，十年中最低的是2012年的1.4万吨。

“盐业真的是‘靠天吃饭’。”谈到盐产量经常不
达标，蒙业隆说，海南经常有台风，对盐业影响大。

除了天气，受食盐专营政策制约，盐场经济效益
差，职工工资低，积极性不高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东方盐场下辖7家分场，场部设在墩头，位于东
方市新街镇，新街镇已跟八所镇合并。记者日前到场
部采访时看到，整个场部院落十分陈旧，职工的办公
桌椅很破旧，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

“食盐专营政策把我们都‘卡’住了。”蒙业隆
说，盐场只进行生产，盐价由国家统一制定，销售只
能由盐务局（盐业公司）根据计划调拨。

“盐价从1990年代以来就极少调整。”黄照龙
告诉记者，目前盐场产盐根据品质不同，每吨价格
成本在434元到531元之间。如果按3万吨产量
计算，一年产值有1300万元至1600万元。“看起来
产值不低，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黄照龙说，除
了扣税，产盐的油、电等动力消费，设备维修更新，
包装、流通费用等一算，有时还要倒贴。

“我们盐场最好的一级盐只能卖到531元每
吨，但是盐业公司经加工后，批发价是每吨2600元
左右，而国家定的市场价是3000元每吨。”蒙业隆
说，盐业公司跟盐场的经济效益形成“剪刀差”。

东方盐场2010年之后几次提薪，职工月工资
由原来的不足1000元提高到1800元。而提薪的
背后很多职工并不知道，这是盐场八所分厂1000
亩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所得，并非经营效益转好。

土地被征用导致盐田面积萎缩是产盐量减少
的另一个原因。“八所分场原有1100多亩土地，现
在所剩无几。”蒙业隆说，按计划，八所分场年产量
为2600吨，被征地后已经没有分配给他们产盐任
务。而随着东方工业园区的扩大，抽海水的途径已
被切断，剩余的一点盐田也不能产盐了。

记者在八所分场盐田里，没有见到工人，冬日
的盐场尤显萧瑟。

乐东莺歌海盐场调查——

昔日年产30万吨
如今萎缩到1/10

靠天吃饭，近年降雨明显增多致出盐

量减少；设备老化，生产无法顺利推
进；体制问题是更重要的原因

正如老百姓所描述的，莺歌海盐场所在之地，就
如同这诗意的名字一般：一半为海水、一半是火焰。

乐东莺歌海镇常年日照时间长，海风终年激
荡，阳光充盈，堪称长夏无冬的日光之城。这里海
水含盐量之高，是仅次于死海和红海的世界最咸的
海区之一。然而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这个昔日年产
30万吨的盐场，如今年产量萎缩得仅剩1/10。

走进莺歌海盐场的生产基地，由于是冬季生产淡
季，工人并不多，只是在盐田深处，有着四五个职工在
清理盐池。盐池中间，横铺着3组铁轨，布满铁锈。

海南莺歌海盐场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许永坚
说：“当年生产食盐的高峰期，火车是直接开进盐场
盐田来运盐的。”可近年来，随着天气等原因变化，莺
歌海盐场产量日益下降，许多年没见到火车来盐场
运盐了，只留下铁轨、仓库、站台仍伫立在这片5万
亩的盐田之上。

1958年，5600多名部队军人转业来到莺歌
海，掀起了开发盐场的热潮，1958年10月试产，这
一年的12月就出产了第一批3000吨盐，1年后，火
车首次开进了结晶区，运出了第一批原盐。

在盐场盐田，记者见到了一对“盐二代”夫妻，女的
叫周芳容，在盐场工作27年，男的叫韦日南，在盐场工
作了36年。夫妻二人的父辈都是盐场老职工，他们跟
父辈一起见证盐厂的兴盛与衰落。“当年盐产量最高的
一年是30万吨，可后来盐产量越来越低，2010年是11
万吨，2011年7万吨，2012年2.6万吨。”

是什么让莺歌海盐场的产量逐年下降，总经理
助理陈泰雄说，天气和设备老化是主因，并非所说
的协调不力。

由于莺歌海盐场主要靠日照蒸发来制卤、结晶
晒盐，所以才说天气是产盐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进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海南的制盐业至今仍属于一
个“靠天吃饭”的产业，但近年莺歌海盐场地区降雨
明显增多。

除天气因素外，盐场设备老化，也是盐产量无
法提高的原因。记者了解到，当年建设盐场时，设
计盐田是3793公顷，那是按照年产盐50万吨的标
准设计的，可是，当年设备投入有限，一直没能达到
这个标准，最高的年产量也只有30万吨。到现在，
盐田的面积缩小到2900公顷，加上部分盐田供电、
排水、进水沟渠等设施老化，也直接导致了盐田产
量下降。

但采访中也有人私下向记者透露，莺歌海之所
以产盐巨减，也与土地被用作储备导致盐场无心经
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这里是一线海岸，生产食盐
很多人看来恐怕是一个效益产出比较低的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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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之无愧的产盐大省到缺盐需靠外省补给——

6000吨缺口“拷问”海南制盐业
本报抱由12月22日电（记者杜颖）来自省

发改委的一则消息引发了人们深度的思考。今
年，为应对食盐紧缺，海南从江苏、湖南等省紧
急调拨6000吨食盐入岛，昔日产盐大省，甚至
曾在国际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的“海南岛盐”，
如今却光芒不再，反而由别省补给，海南盐业究
竟怎么了？

经过历史沿革发展，海南岛制盐业形成三

大盐场——乐东莺歌海盐场、东方盐场和三亚
榆亚盐场。由于榆亚盐场在建省之初就遭遇城
市开发征地而仅剩很小一部分制盐区，因而产
盐的重任落在了莺歌海和东方。

“产量一直不理想，有好多年了。”这是记者
在乐东、东方等盐场主产区和分场走访时听到
最多的一句话。海南盐业的颓势并非今日而
起，调查中发现有三大主因。一是近年来气候

变化、雨量增大，日晒时间短导致的出盐量剧
减；二是设备老化技术更新滞缓、用电排水等成
本增加导致效益不佳；三是专营体制弊病以及
征地等因素影响带来的经营波动，盐场生产积
极性普遍不高。省盐务局有关负责人称，海南
目前食盐需求量每年约5万吨，而全省盐场产
量总计为4万多吨，缺口明显。

更为令人痛惜的，仅仅在10年前，海南省

原盐不但充足供给岛内，还运往岛外，甚至出口
国际，仅2005年海南原盐出口就达到1.28万
吨，建起了出口盐生产基地，在国际市场上树起
了“海南岛盐”的金字品牌。然而10年后的今
天，“海南岛盐”几乎销声匿迹。

2016年我国将废止盐业专营，盐业经营由
市场主导，然而海南盐业今后要走向何方，是否
还能重新振奋崛起，我们拭目以待。

6000吨“缺口”的疑惑——

三大盐场产量萎缩
海南盐业整体衰落

莺歌海盐场曾是中国南方规模最大
的海盐生产基地，供应广东、广西、
湖南等地，如今尚不能供给本省

海南制盐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过去。
海南岛特别是西部沿海，港湾滩涂很

多，连绵的群山挡住了来自北方的云雨，阳
光充足，日照长，有充分的光热进行盐业生
产，加之海南岛四面的海水含盐度高，造就
了海南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

如果再向前追溯，海南煮盐的历史甚至
可以追至唐朝。

随着近现代制盐业的发展，海南逐渐形
成了三大盐场——东方盐场、乐东莺歌海盐
场和三亚榆亚盐场，而1960年代建成的莺歌
海盐场，在当时更是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海
盐生产基地，年产30万吨，盐场所产的盐不
但供应海南，还供应给广东、广西、湖南等
地。解放后，这三大国有盐场一直是支撑着
海南盐业的绝对产量。

然而，发展到现在，海南制盐业已整体
衰落。

建省以后，处于三亚中心区位的榆亚盐
场，很快就因为城市建设而让出了土地，仅
仅保留了很小一部分作业区，制盐的任务就
自然地落到了莺歌海盐场和东方盐场。

有两大盐场在，怎么还会有缺口？省盐
业局有关负责人对此解释，粗略计算，近几
年海南全省平均每年对食盐的需求量约5万
多吨，东方盐场产量1万多吨，莺歌海盐场目
前仅3万多吨，加上三亚榆亚盐场的一二千
吨食盐产量，那么势必就存在着数千吨的缺
口。“今年我省根据需要，只能从外省调剂
6000吨食盐入岛救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6000吨”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记者
粗略计算，假如按照每包500克食用的袋装
盐计算，总计要补给12000袋，如果按照健
康人每天摄入食用盐6克左右计算，调入的
食盐够海南人吃上1个半月。

既然要补给，为何不让省内的盐场加
大生产？省盐务局相关负责人没有具体
做答，但对记者透露了一个细节，早在
2008 年，我省生产线规模最大的莺歌海
盐场就已经不归属省盐务局管辖了，它正
式划归给了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主
要的用意是“储备土地”，而省盐务局现在
算是“跨行业协调”，管理上恐怕有些“鞭
长莫及”。

盐业改革在即——

转制方案正在酝酿
“海南岛盐”何时归

2016年是盐业专卖制的“绝唱”之
年，然而海南盐业今后要走向何
方，是否还能够实现品牌崛起，业
内拭目以待

“国家盐业改革，对我们既是机遇，更是挑
战。”说到2016年取消食盐专营政策和盐场的
未来时，黄照龙说。

黄照龙的解释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政
策放开，盐业走向市场化，现有盐业的生产和
销售部门面临重组，如果政策允许，他们可以吸
收其他资本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改善经营，从生
产到销售，做活整个产业；而且，毕竟海南盐场土
地资源仍然比较丰富，现在存量还有8000多亩，
除了盐业还可以开展多样化经营。”

在黄照龙眼里，东方盐场自建盐田拥有
150年历史，生产出的盐洁白、均匀、味美，俗称

“北黎盐”，曾是古时的贡品，海盐质量好是未
来市场竞争不可忽视的一个优势。

但另一方面，他也坦陈盐场面临着困难：
“我们的盐场不成规模，机械化程度低。如果
将来放开盐业，外省大企业进驻，我们更加身
处危机。”东方盐场7个分场分别分布在东方市
6个沿海镇，分布散，规模小，几乎没有机械化
作业。而目前在我国山东、天津、河北等一些
地方，盐田都集中分布，大规模利用机械化。
黄照龙举例说：“东方盐场职工人均一年只能
生产150吨盐，而北方使用机械化作业的工人
人均一年能生产1500吨盐，如果直接竞争，我
们势必将承受巨大压力。”

离盐场男职工55岁的退休年龄，周志发还
有6年，还将赶上盐业改革。和许多职工一样，
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盐价能提一点，让盐
场的效益搞上去，待遇能得到一点改善。”

省盐务局有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面对未
来，海南盐务系统正在酝酿“政企分离”改革，
着手组建“海南盐业集团”，而品牌的重塑，也
只有在做强企业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他们
对未来放开市场后的盐价预估也认为将呈现

“先抑后扬”的趋势。“然而眼下，也只有先练好
‘内功’，方能谈未来，不是吗？”

很多人都在期待……
（本报抱由12月22日电）

■ 本报记者 杜颖 黄能 于伟慧

为应对紧缺，今年海南从外省紧急调拨6000吨食盐入岛，昔日产盐大省，
甚至在国际市场也有一席之地的“海南岛盐”，如今却光芒不再——

“盐岛”缺盐为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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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的莺歌海盐场。本报记者 于伟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