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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由中盐金坛盐化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54吨食用盐，首
次出口希腊，成为其积极开拓的又

一个新兴市场。而在此之前，中盐金

坛所生产的食用盐就早已远销日

本、澳大利亚、俄罗斯、新西兰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国际市场上的

抢手货。仅去年一年，经常州口岸出

口的金坛食用盐就达 74572 吨、货
值 573万美元。

中国盐矿资源丰富，在已探明

储量的盐矿中，江苏金坛的盐矿石

储量仅为 162.42亿吨，总量并不大。
但是中盐金坛是中国的新兴盐都，

其盐产品生产线也是国内的最高水

准。那么，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年轻的

制盐企业后来者居上呢？用一个行

业内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创新思维

和综合发展的经营模式，让这个年

轻的制盐企业脱颖而出，成为这个

古老行业中的一支新生代力量。

一体化发展
推动绿色、综合发展之路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 2001 年，是中国盐业总公
司旗下的国有中央二级企业，主要

从事岩盐资源的开发及真空盐、一

次盐水、电力、热能等领域的生产

和销售。金坛盐盆位于金坛市西北

部，总面积 60.5 平方公里，矿储量
162.42 亿吨，平均氯化钠含量
85%，是地质专家认定的我国华东
地区综合指标最佳的井矿盐资源，

被誉为“苏南第一矿”。

多年来，中盐金坛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他们打破“靠盐”吃饭的

传统囿限，在不断的摸索中，初步

建立起了“盐碱一体化、盐电一体

化、盐穴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走出

了一条绿色、循环的综合发展之

路。特别是在盐穴资源的利用方

面，他们抓住机遇，果断实施技术

改造，不仅开辟了一条行业发展新

思路，也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

响。

据中盐金坛公司总经理、党委

书记管国兴介绍，早在上世纪六十

年代，美国、德国、法国等石油进口

国就先后利用盐穴建成战略石油

储备库，随后该技术广泛应用于石

油、天然气及石油产品的储存。目

前世界上共有 2000 多个盐穴被开
发利用，美国已拥有数百座，德国

也有近百座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而纵观我国，虽然目前岩盐开

采的规模已超过 4000 万吨/年，且
以每年近 10%的速度递增，自然形
成的腔体积达 500 万立方米/年。
但除了金坛盐穴被用于建成国内

第一个储气库外，其余绝大部分盐

穴资源还处于空置状态。

据悉，金坛盐盆地下溶腔的综

合利用始于 2000年。2005年，国家

“西气东输”工程第一口资料井金

资 1井在金坛施工，揭开了我国地
下盐穴天然气储气库建设的序幕。

2007年，国家“西气东输”工程利用
中盐金坛公司原岗龙盐矿的 8 口
老腔经改造后成功注气，并安全运

行至今，用事实证明了建设地下盐

穴储气库的可行性。截至 2012 年
底，金坛盐矿累计建腔容积达 350
万 m2，共有 16 口新井参与建腔。
从与中石油合作建成亚洲第一座

盐穴储气库开始，中盐金坛持续推

进盐穴利用步伐，不断开展商用储

气库建设、盐穴声呐测量咨询服

务、战略石油储备库建设的探索，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

管国兴表示，当前我国已成为

石油消费大国，同时也迈入了石油

进口大国的行列，战略石油储备势

在必行。而盐穴无疑是建造战略石

油储备库的较佳方案之一。首先从

国家层面来看，无论是对经济发

展，还是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开

发利用盐穴资源的意义都显得举

足轻重。其次，从盐行业自身来看，

将岩盐资源用到极致，是一种智

慧，更是一种责任。“我们盐行业要

转变观念，不应单纯为了采盐而采

盐，而应思考循环利用这一宝贵的

岩盐资源。只有把盐穴综合利用起

来，才能真正解决资源问题、环境

问题与安全生产问题等。”他说。

正鉴于此，中盐金坛在实践中

逐步深化对盐穴的综合利用，转变

单纯采盐的观念，以学习掌握造腔

技术为核心，按照“储油气优先”的

原则，规划利用盐穴资源。如今，国

际知名的四家企业中盐集团、中石

油、中石化、香港中华煤气先后参

与金坛盐盆资源的开发利用，中盐

金坛已成为国内外同行关注的热

点。

此外，在不断开拓综合利用的

同时，中盐金坛还围绕“做强做

优”，通过对标和引进，加大制盐技

术革新和能耗降低。2004年，中盐
金坛建成投产了 60 万吨盐硝联产
装置，开启了国内制盐装置大型

化、自动化的先河，标志着中国盐

行业在引进先进制盐技术上进入

新的历史阶段。2010年，中盐金坛
又成功引进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国

内首套热泵制盐装置，创造了国内

盐行业两套装置一套人员、增产不

增人的生产奇迹，热泵制盐的车间

能耗仅 70.9千克标煤/吨，远低于
国内 120千克标煤/吨的平均水平。
种种举措，让中盐金坛成为国内制

盐企业的领跑者，影响力与日俱

增。

科技创新
助推企业跨越式发展

在引进世界先进科技的同时，

中盐金坛更致力于加强自有技术、

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开发。他们不

断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仅组

建了矿山开采、卤水净化、多品种盐

开发、热电技术、电仪一体化、公用

技术等六个专业科研小组，还抽调

科技团队年轻骨干力量 20多人，组
建盐化研究所，以结合企业实际开

展技术自主创新课题和技术研发。

2012年 8月，金坛顺利通过了江苏
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结束了我国

盐行业尚无高新技术企业的历史，

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型、技

术型企业的转变。

2012年 11月，中盐金坛两大科
技成果———“年产 100 万吨真空盐
项目”及“双膜法液体盐制备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横空出世。经过鉴定，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从堦在内的

专家们一致认为，中盐金坛开发的

两项技术(产品)技术可靠、产品质量
好、节能效果显著，且双膜法技术液

体盐制备(产品)属集成创新产品，实
用性强，节能降耗、绿色环保效果显

著，值得推广。

中国盐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林

家骅彼时在鉴定会上也表示，中盐

金坛热泵制盐项目的成功投产对中

国盐行业来说是一次革命性的创

新。而双膜法液体盐制备技术(产品)
更是一次节能环保的创新，为制盐

行业及氯碱行业节约了大量的能

源，同时解决了环境污染的问题。

中国轻工业长沙设计院教授级

高工林卫也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Na2SO4型卤水制盐技术和设备在中
国，在中盐金坛”。他指出，中盐金坛

先进的制盐技术和设备保证了其高

质量的产品和低能源的消耗，他们

不仅创造性地将世界先进的机械热

压缩(热泵)和盐硝联产技术进行合
理的组合，也使得整个项目呈现出

完美的效果，成为当前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高效高产的盐硝联产装置。

除了“年产 100 万吨真空盐项
目”及“双膜法液体盐制备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技术，中盐金坛研制的环

保新产品“一次盐水”也受到两碱企

业用户的好评，成为长三角地区两

碱市场的主要工业用盐。

在中盐金坛管理者的眼中，创

新的动力来自创新机制的建立。多

年来，中盐金坛在企业经营中紧密

结合国资委提出的“管理提升”活

动，扎实推进中盐总公司“两步走”

的发展战略，加大实施“三优”工程

的力度，对标先进，查找不足。他们

围绕企业管理，不断探索人文管理

新模式，使管理步入人性化、精益化

的轨道，使创新的动力深植人心。他

们以提升员工的职业素养和职业境

界为出发点，为员工提供各种成长

与发展的机会，为员工实现职业理

想提供平台和条件。而多年的经验

表明，当一个企业实现了个人与企

业的和谐共赢后，企业的发展必将

走上跨越式发展之道。

本报记者 董秋彤蔡钱英

中盐金坛：用创新思维打造新型盐企

俗话说“百味盐为首”，盐，在我们的生活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含有保健功能的

多品种盐竹盐也被人们搬上了餐桌，这其中，

浙江颂康制盐科技有限公司出品的竹盐，也

渐渐被人们所熟识。

在中国，有关竹盐的历史，有段流传千年

的传说：一队贩盐的商人，晚上借宿于一座寺

庙。盐商将盐包存放于用竹子搭建的装满松

木的柴房之中。不料夜晚柴房失火，盐包被烧

毁了。眼看被烧成灰白色的盐无法售卖，便当

做人情送给了僧人。不料僧人在食用一段时

间后，发现长期困扰的肠胃疾患居然不药而

愈。而且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从此将竹盐

当成至宝，其煅烧技术也被寺庙奉为秘方流

传至今。

时至今日，现代科研人员结合现代医学、

传统中医学、生命学为理论基础，证实竹盐不

仅具有调味的功能，还具有调理人体生理机

能，调节人体酸碱平衡，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增强人体免疫力等作用。

据浙江颂康制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皇

甫创新介绍，竹盐是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的宝

库，是目前世界上矿物质最为丰富的食品之

一。竹盐囊括了大海、陆地、森林等地球上几

十种矿物质及多种微量元素，即使在高温烧

烤下，竹盐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依然保持

着原始、天然的状态和最初的平衡结构。而这

一点恰恰是所有的加工食品都不能够做到

的，也是竹盐的品质与众不同、天下一绝的依

据所在。

他说，竹盐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硒，

是竹盐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还原

力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硒是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而自然界存量稀少，摄入的

途径不多，成年人每天约需 0.4 毫克。硒具有
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的成分，该酶使有毒的过氧化物还原为

无害的羟基化合物，从而保护细胞组织不受

过氧化物的危害。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高级

不饱和脂肪酸在体内可被氧化成脂质过氧化

物，过多的过氧化物可损害机体组织，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可防止对机体组织的损害，从

而达到抗氧化、抗衰老的目的。能使细胞膜中

的脂类免受过氧化物的作用，从而保护了细

胞膜。

此外，竹盐还具有排毒养颜清肠等功能，

种种优势让它越来越被现代人所青睐。正鉴于

此，浙江颂康制盐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开发的竹

盐产品，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市场的极大关注。

据皇甫创新介绍，浙江颂康制盐科技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是浙江省盐业集
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控股公司。公司总投资

2500 万元，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及配套辅助
设施和行业先进的 GMP 级别的生产车间，具
有行业一流的技术装备和检验检测条件，是

国家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之一。

对于颂康公司为何将产品目标市场定位

于多品种盐，皇甫创新表示，当前社会中人们

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如何能让人们吃好

盐、吃上健康盐是我们的追求目标。竹盐是

“盐中黄金”，是自古传承而来的保健调味品，

颂康希望将之发扬光大，为消费者制备出古

老、神奇、纯正、健康的养生调味品及食疗尚

品。

“我们应该重新认识盐的作用，做到用少

盐，用好盐。”他说。

据悉，竹盐作为特殊工艺加工而成保健

盐，是由优质天然海盐、竹子、松木、深山里的

黄土等材料制成。其中竹子里面含有铁、铝、

镁、钙等 20 多种矿物质。优质天然海盐除了
含有氯化钠外，还含有 60 余种矿物质和有机
化合物。黄土中含有大量的氧和必需的微量

元素，而松木本身就是药材，具有一定的疗

效。竹盐独特的煅烧工艺保留了天然海盐中

的各种矿物质成分，又从竹子、黄土、松香等

辅料中均衡地吸收了人体必需的各种微量元

素，可谓“纯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宝库”。

颂康竹盐：
一个高端多品种盐的新领域

本报记者 董秋彤蔡钱英

金赛盐厂吨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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