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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河南平锅制盐问题研究（下）

  张银河  毕昱文

三、河南平锅制盐的历史教训
1、土发炮制蔚然成风

平锅制盐是一种简易的制盐工艺，用钢板

焊成平底，长方形或正方形的敞口容器，便是

平锅。内盛卤水，架在火上，经加热水分蒸发

后，锅内剩余物即是平锅盐。

河南盐田四分之三的展布面积和普查储

量在平顶山市叶县境内，四分之一在漯河市

舞阳县境内。因此，叶县政府和百姓对盐田

的开发心情最迫切，投资热情最高，当然见

效最快。

1987 年 3 月，叶县人民政府盐业开发指

挥部宣告成立，从此拉开了叶县开发盐矿资源

的序幕。

为了取得可靠的地质、地矿资料，搞好试

点，1987 年 3 月 15 日，指挥部组织人员赴山

东泰安与化工部钾盐地质大队，签订了舞钾 2

号井的探采合同。3 月 16 日，钾盐大队的钻

探工人们就赶赴叶县盐矿现场安装机器，紧张

施工。经过夜以继日的艰苦奋战，该井终于于

5 月 8 日开钻，9 月 11 日终孔。紧接着，叶县

政府在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拨出现金 30 万

元，完善了配套设施，将勘探井改造成采卤井，

这就是叶县的“中原盐田第一井”。1987 年

10 月 26 日上年，叶县人民揭开了中原地区产

盐历史的第一页——中原盐田一号盐井竣工

出卤。

中原盐田一号井采用单并循环法采卤，

人们在一号井台上看到，高压泵注入井下的淡

水，在 1000 多米以下的开采层中溶解石盐，

变作卤水从井口的另一个钢管涌出。这口井终

孔深度为 1802.09 米，在 1337.8 米处见盐，

开采段有盐岩7层，盐层累计厚度为26.78米，

最厚层为 10.05 米。每小时出卤 6 立方米，

每升卤水中氯化钠含量达 280 克至 300 克。

1987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在中原盐田一

号井工地召开了竣工典礼大会，省市、县的许

多单位前来祝贺。河南省人民政府为一号井出

卤打电话祝贺。

试验中心出卤制盐，一炮打响，初战告捷，

从而结束了河南不产盐的历史。叶县人民为之

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各级领导也极为重视，

时任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源、胡笑云、省

长程维高也先后来到中原盐田试验中心视察

指导工作。

同月，叶县化肥厂焊制了叶县第一口平

锅，长 4 米、宽 4 米、高 0.5 米。10 月 30 日

在中原盐田实验中心生产出了第一批产品。开

始，产品颜色不白，发红，生产几天后，盐如

白雪，其产量也因火势大小而定。经过生产一

段时间后，大致经验是 1 平方米受热面积 1 小

时产盐一般在 8—10 公斤左右。

当时，全国盐业产不敷销，群众吃盐凭票

供应。叶县 2 号井生产出的卤水除平顶山市树

脂厂拉走一部分试验制碱外，大部分被马庄乡

群众拉走制盐。平锅盐当时吨价 30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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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利润。

1988 年 8 月 25 日，刘源副省长又到中原

盐田试验中心视察，并要求中原盐田开发的步

伐要加快，政策要好，透明度要高。9月 16日，

胡笑云副省长也来到中原盐田试验中心视察，

称赞盐田情况很好，并做了重要指示。

省政府领导的积极表态，优惠政策的出

台，调动了投资勘探单位和当地群众的积极

性。1990 年，叶县政府要求平锅制盐“村村

冒烟，遍地开花”。第一制盐厂为了适应形势，

加大卤水销售力度，于是就多方筹措资金购置

送卤管道，改由原来群众来厂买卤水变为直接

把卤水用管道送到周边群众的平锅制盐点。当

时，叶县土法制盐企业已经达 22 家之多。他

们分别是：县水利局“叶县水利移民制盐”、

县轻纺局“叶县轻保盐化厂”、县财政局“叶

县兴叶制盐厂”、县乡镇企业局“叶县第二盐

矿”、县农业局“叶县兴农制盐厂”、县民政

局“叶县福利盐厂”、县经委“叶县第一盐矿”、

平顶山市科委“叶县盐化试验厂”、新乡教会

“新昆盐化厂”、煤田地质四队“平昆制盐厂”、

河南油田“太阳盐化厂”、县人武部“五八一

制盐厂”、广州部队“岳峰制盐厂”、田庄乡

东李村“田东制盐厂” 、田庄乡张申庄村“红

光制盐厂”、田庄乡康台村“田康制盐厂”、

田庄乡邵丰店村“田丰制盐厂”、马庄乡水郭

村“中州制盐厂”、马庄乡李庄村“中兴制盐

厂”、田庄乡“田庄乡制盐厂”、马庄乡“中

原制盐”、马庄乡习楼村“予叶制盐厂”，

这种土发炮制蔚然成风的情况，一直持续到

1996 年彻底取消平锅制盐才渐渐终止。

1990 年 5 月，漯河市舞阳县组建试采制

盐厂，从此拉开漯河制盐生产序幕。以舞 1 号

卤井为依托，建巨型平锅 4 口，形成年生产

能力 6000 吨，氯化钠含量达 97.91%，水不

溶物小于 0.04%，有害元素均低于国家标准。

11 月 10 号生产的 PGY-91X 精制食盐及其新

工艺通过市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同年，文锋、

孟寨、辛安、马村等乡镇相继在孟寨矿区建

成生产能力 5000 吨的制盐厂。另外，还有 43

家小型制盐厂，当时烟囱林立，生产繁忙，当

年制盐总能力达 10 万吨。

到 1990 年底，已建成勘探结合井 9 口，

投产卤井 4 口，但是没有建设相应消化卤水的

生产项目。为了解决卤水的出路问题，各投资



56

单位大力发展平锅盐，群众自发的小平锅制盐

也在路旁、沟边、村头、院落如火如荼地发展

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平锅总数 1500 多口，

600 余组，当年产平锅盐 5 万余吨。

截至 1993 年底，叶县已建成 22 个平锅

制盐企业，制盐大平锅 1492 口，年计划生产

能力35万吨，供卤井16口，从业人员4245人。

形成了平锅制盐和精制盐生产并举的新局面。

总投资已经达 1.3 亿多元。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河南省不产盐，百

姓吃盐凭票，每年工需民用 120 万吨原盐全部

从新疆、内蒙、青海、天津、河北、两淮等地

调入，河南省每年用于购盐费用近3亿人民币。

由于原料盐的不足，不仅制约了河南省盐化工

业的发展，而且影响了河南的经济振兴。

叶舞盐田发现之后，两地人民政府在省、

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以“十六字”方针为指

导，号召当地百姓因陋就俭，土法上马，依靠

自己的力量掀起了平锅制盐的热潮，生产出了

符合国家食用盐标准的盐产品，从此结束了河

南不产盐的历史，改变了国家盐产区结构的布

局，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计划经济制约市场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河南盐业步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根据中央提

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省

副食品公司及时将一些熟悉业务的“老盐务”

调回盐业战线；对盐业的调运、仓储、包装和

加碘盐、储备盐的管理都做了明确规定；对

地、市、县盐业机构要求健全制度，充实人员。

1987 年 5 月，“河南省盐业总公司”成立，

兼有盐务行政管理的职能，与省副食品公司合

署办公。1989 年 6 月，经河南省编制委员会

批复，“河南省盐务管理局”正式成立，与省

盐业总公司为一个机构，两个牌子，但是仍然

隶属于河南省副食品公司。

1994年 7月 26日，河南省盐业管理局（河

南省盐业总公司）成立，脱离省副食品公司，

正式独立运转。根据 1994 年 7 月 2、3 日江泽

民总书记和朱镕基副总理，就江西樟树二十三

年平锅盐生产历史严重扰乱国家食盐计划、危

及浙江几个地区人民身体健康一事做出“要求

采取果断措施，迅速禁绝平锅制盐”的重要指

示精神，把禁绝平锅盐当作河省盐业管理局成

立后的头一件大事来抓。

叶县是全国知名的经济落后县和财政困

难县，叶县人民把治穷致富，改变面貌的希望

寄托在盐田资源开发上，把开发盐业资源看作

是一项关系叶县前途和命运，关系子孙后代幸

福的伟大事业。为此，县委、县政府决定把盐

业开发作为全县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来抓，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十六字”

方针指引下，1989 年县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

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完成了马庄矿段2.4

平方公里的储量勘探任务。

翻开叶县、舞阳县盐业开发的历史，可以

清晰地看到一直困扰叶县、舞阳盐业企业发展

重要原因之一是盐产品的运销问题。为了解决

盐的产销不平衡这一难题，叶县、舞阳县的历

任党政领导上下奔波，不懈努力，作了大量工

作，最终争得了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社会各

界的信誉。

正当叶县、舞阳两个地方政府准备轰轰烈

烈，全民动员大干的时候，1990 年 2 月 9 日

国家下发了《盐业管理条例》，重申盐业生产、

销售实行计划管理。同时，全国原盐产区经过

三年的技改挖潜，原盐产量也大幅度增长，由

原来的产不敷销变成了产大于销的局面。

叶县、舞阳周边的许昌、漯河、南阳、洛

阳、周口等地市盐务管理部门以查禁擅自运销

原盐、扰乱盐业市场秩序、侵犯盐业部门利益

为名，对叶县、舞阳盐产品的运输车辆围追堵

截、设卡罚款没收，迫使两个县盐产品全部积

压，企业停产。

为此，两个地方人民政府立即向省政府、

市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将两个地方

盐文化 中国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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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盐产品纳入省计划销售渠道。当时，河南

省盐务局是一个单纯销售外省盐的商业副食

品部门，管理省产盐的生产销售积极性也不

高。说什么河南人吃惯了海盐和湖盐，吃井

矿盐不习惯，销售困难等。个别盐业销售部

门还通过新闻媒体宣传叶县盐有毒，吃了会

死人。与叶县、舞阳县毗邻的一个县盐业局

负责人竟然在大会上说：“我们县考上大学

的人不多，就是因为吃了河南人自己生产的

盐”等等，直接影响了叶县、舞阳县的形象

和盐产品的声誉。

1990 年 10 月 10 日，省人大科教文卫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苏挺受省领导委派，带领有关

部门的同志组成检查组到叶县调查情况，并在

田庄乡、马庄乡的平锅制盐厂内取了四个盐

样，派专人送到河南省食品监督检验所和四川

自贡市的全国井矿盐质检中心分别进行化验。

按 GB2721-81 食盐卫生标准和 GB5461-85

轻工部制定的食盐生产标准进行检定，检定结

果叶县的盐产品均为合格产品。但是，在国家

计划经济体制下，河南两个盐产区的平锅食盐

仍然无法纳入国家生产销售计划之例。

3、平锅制盐彻底禁绝

叶县、舞阳平锅制盐在当时特定环境下，

对推动河南制盐业向机械化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但不可否认，平锅制盐对盐资源的巨

大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污然，尤其对消除碘缺

乏病起到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是

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限制和杜绝了平锅制盐

生产，叶县、舞阳县平锅制盐由此逐步萎缩，

众多平锅制盐企业于被迫停产。

1995 年下半年，叶县、舞阳盐区群众（与

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盐业公司私下设立的暗

岗人员），不间断向省、市政府及省盐务管理

部门反映，两个盐区又有人暗地卖卤水、私自

熬盐。

为了确保国家食盐加碘工程的顺利实施

和 2000 年消除碘缺乏病目标的实现，1996 年

2 月开始，河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为抓好《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

的落实，先后又对彻底禁绝平锅制盐和加强全

民食用盐碘供应工作发出通知，明确责任，強

化措施，加大执法力度，构建食盐产销秩序。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叶县、舞阳县人民政府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分别对有关制盐企业下发了

彻底禁绝平锅制盐的通知：

根据国家和省、市政府关于禁绝平锅制盐

的有关精神，各有关乡镇政府、有关部门和有

关企业共同努力，积极配合，禁止平锅制盐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近段时间，又发现一些

井站私销卤水，少数平锅制盐锅组擅自购卤熬

盐。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指标精神，结合盐

区盐业生产实际，现就彻底禁绝平锅制盐的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乡辖区内的平锅制盐设施必须在

1996 年 6 月 20 日前全部自行拆除。

二、盐矿必须于 1996 年 6 月 10 日前停

止使用平锅制盐设备生产铝钠粉，自行拆除原

有的平锅制盐设施。

三、原已批准建成的利用平锅盐和卤水

生产纯碱和小苏打的企业，应采用精制盐的

工艺流程，并注意做好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58

同时，1996 年 6 月 15 日前拆除原有的平锅

制盐设施。

四、各井站、盐化厂，必须于 1996 年 6

月 10 日前自行封闭采卤井站，不经批准不得

擅自开泵采卤。否则，要追究主管单位领导和

当事人的责任。

五、树脂厂生产所用原料卤水由县盐矿负

责定点供应。各盐矿要加强内部管理，除经

盐业部门允许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供

应卤水。

六、县盐业管理局负责全县禁绝平锅制盐

工作，要按照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和河南

省《盐业管理办法》，加强对关停企业和卤水

井站的监督管理，彻底杜绝“私销卤水、暗地

熬盐”的现象。

七、平锅制盐彻底禁绝以后，县经委、计

委、盐业局等有关部门要认真筛选项目，积极

帮助有条件的卤水井站选择适当的转产品项

目，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市场，经济

效益好的转产项目，金融部门要在资金上予

以支持。

八、切实加强领导。各有关乡镇、县政府

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业要提高认识，顾全大局，

从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出发，令行禁止。县公安

局、工商局、矿管委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

在限定期限内，坚决彻底禁绝平锅制盐。

给两个县盐产区下发彻底禁绝平锅制盐

生产通知，在平顶山、漯河两市盐业局的指导

下，对出卤的井站，实行停电封井，铲除冒烟

的平锅盐设施，没收平锅盐产品加罚款等强硬

措施，在年底前彻底禁绝了在叶县、舞阳生存

了 10 年之久的平锅制盐。

如上所述，叶县政府在盐业开发过程中，

对叶县的平锅盐、精制盐，均已经委托国家井

矿盐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平锅盐质量符合国家

一级食用盐标准，精制盐达到了国家精制盐优

级品标准。其中，1992 年 9 月，舞阳县平锅

制盐产品获河南省第二届“兴豫杯”名优特新

产品奖、豫南经济协作区经济技术商品交易会

“优秀产品奖”。 但是，平锅盐生产方式不

符合国家 1990 年 2 月 9 日颁布的《盐业管理

条例》、1994 年 8 月 23 日颁布的《食盐加碘

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 1996 年 5 月 27

日，国家颁布《食盐专营办法》中相关法律、

法规之规定，只能彻底禁绝。

综上所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中

国新旧体制交替、新旧思想交锋、新旧事物碰

撞、新旧矛盾爆发时期。从河南平锅盐企业的

无序生产、销售及最终被迫停产和破产，可以

看出平锅盐的出现是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

济双轨并存与竞争的产物，是地方政府和企业

与国家盐业行政管理部门（盐务管理局）及食

盐经销企业（盐业公司）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利

益之争。但是，由于受特殊的国际及其国内政

治环境影响，地方政府和企业最终不得不以失

败而告终，否则，这种长达十年之久的利益博

弈会被人为地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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