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述论

钟春翔

抗战初期,沿海各大盐场面临日军炮火威胁。为维持战时国计

民生, 国民政府调整了盐务政策,由盐务总局组织各种运输工具,

官商并运,抢运沿海存盐。本文拟对此作论述。

一

明清以来,特许盐商凭借引票,控制了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食

盐运销。运有定岸,不能擅改,否则以私盐治罪, 这就是所谓引岸制

度。这种状况迄至民国时期也未有大的改变。七七事变后,长芦、

松江(即上海)盐场沦于敌手, 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

产盐区面临战火威胁, 大批存盐滞留盐场, 亟待内运。由于主要运

输工具已被军队管制,个体盐商运盐倍感困难,不少地方盐运停

顿,加之盐商业盐,重在求利,“向不愿多存盐斤,寻常时期,各区存

盐除有特别情形之一二区外,平均不过足敷二三个月之用”。 内

地如河南、江西、安徽、湖南、贵州和临近前线的一些地方, 战争初

期已出现盐荒。继续囿守旧的引岸制度,无法维持后方食盐供应,

形势要求对盐务政策作出改变和调整。这一任务,是由当时全国盐

业管理的最高机关——盐务总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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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 4月 2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为各区分派总视察协助办理督察运输致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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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7月 28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密呈国民政府财政

部,指出传统的引岸制度在战时已无法维持,单凭盐商无法保证后

方食盐供应。盐政改革,首先是食盐运销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为保证战时民食, 必须调运沿海存盐囤储内地。他把江西、湖北、湖

南、安徽、河南以及河北南部列为“最要区”,由盐务总局分两期,每

期各调运 250万担海盐,供应民食。江苏、浙江、福建、两广及山东

盐区,则列为“次要区”。按照常平盐 办法,责成盐商免税领运,

“至指定离产区较远地区存储”, “平时不能发售,须俟战时缺盐时,

再由公家秤放”。并以免税盐、卤耗、皮重等形式给盐商补贴, 调动

盐商积极性。

8 月 23日,朱庭祺又向财政部上报了《紧急处置盐运办法》,

对战时盐政提出了如下原则: (一)未受战争影响的地区应力求增

产; (二)以移坨 方式将沿海存盐普遍运存内地,内地做好食盐储

备; (三)“所有引岸等制度应斟酌情形变通办理”, “以使官商得各

尽其力”。针对盐商可能趁机哄抬盐价,或借移坨之名走私食盐,建

议“盐价由公家规定限制,以免商人垄断操纵”。为防止私盐泛滥,

盐税流失,盐务总局将“随时设卡征税验收,以防非国家机关所放

盐斤之私销”。!

盐务总局的这两份呈文,表明盐务总局已认识到, 在抗战期

间,食盐作为一种特殊物资,关系国计民生甚大, 故提出了相应的

盐政改革措施。对此财政部先后同意施行,战时盐政初步确立。9

月 13日,财政部密电盐务总局,同意凭盐作抵押,向官方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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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 8月 20日盐务总局朱庭祺为已采行紧急处置盐运办法,并拟变更引岸制

度致财政部密电》,《选辑》,第 12页。

盐坨是盐堆筑成的锥形体。盐场生产出的原盐多以盐坨的形式存放。以移坨形式

运输的食盐可以缓缴盐税。

《1937年 7月 28 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为筹划战时盐政拟实行官运及移坨办法

致财政部长、次长密签呈》,《选辑》,第 10—11页。

常平盐: 唐中叶以后,官府在缺盐的远僻地区设立仓库,储备食盐,以调节食盐供

需,平衡盐价,这种盐叫常平盐。见《新唐书·食货志》。



款,并要求“应极严令各运商及垣商、廒商 等刻速移存。倘各该商

力量不胜,或故为违延, 即由公家代运, 统筹保管, 先为酌定盐价,

俟售出时再行付给”。 官商并运,逐渐成为抢运沿海食盐的主要

方式。

9月 25日,朱庭祺再次上呈财政部,把抢运沿海存盐, 上升到

“实侧重于国课民食,后方治安及维持战时财政”的高度。再次指

出,引岸制度必须突破,战时运盐应“全视交通情形为转移,不拘限

于旧时章则”。由盐务总局代表国家全面负责食盐调运, 征发交通

工具,并在徐州、蚌埠、西坝、郑州等处派专员,设运输办事处, 督促

海盐内运,分散内地。运盐资金“除由少数节余项下先行垫付外,并

与中、中、交、农四行商借1千万元”,分配各盐区使用。在肯定盐务

机关对内运海盐负有组织、督促之责的同时,也强调个体盐商的作

用,“运盐之人应尽先责商承办,商力不足则以官运济之”, 官运还

仅仅是商运的补充。根据战事的发展, 又重新调整了食盐储备方

案。把“不产盐之区,运道远而难”的河南、扬子四岸(即江西、湖南、

湖北、安徽)列为重要区,要求储备足够军民一年之用的食盐。把

“产盐之区, 运道近而易”的河北、山东、两淮、浙江、松江、福建、两

广列为次要区,要求储备“足六个月之用”的食盐。河北已成战场,

则暂时只储“足三个月之用”的食盐。为满足供应,由盐务总局调拔

淮盐至河南 100万担,至蚌埠 50万担,至安徽 50万担,至江西 50

万担, 至鄂东 30万担,至鄂西 20万担, 调青岛盐 50万担至河南,

调川盐 30万担至鄂西。还估计了各销区的年销量, 决定由盐务总

局筹款、组织运销,满足十二个销区每年 2500万担食盐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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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 9月 25 日盐务总办朱庭祺为呈报战时各区办理存盐情形致财政部次长

签呈》,《选辑》,第 13—15页。

《1937年 9月 13日财政部为沿海各产区存盐由“公家”内运,希速筹办致盐务总局

电》,《选辑》,第 13页。

取得运销食盐特权,凭引票在专岸运盐行销的盐商叫做运商。在指定盐场向盐户

收盐卖给运商的中间商叫做场商。两淮贮盐的地方叫垣,其场商称为垣商;浙江盐

区贮盐的地方叫廒,其场商叫做廒商。



在 1939年 10月召开的衡阳盐粮会议上, 盐务总局再次要求

“充裕各地存盐, 除增加盐产外”, 必须加快沿海存盐内运, 并强调

主要运销方式为“官商并运”。

财政部、盐务总局直接领导组织了抢运沿海存盐。财政部出面

担保,筹集运盐资金。盐务总局出面筹集车船, 为海盐内运提供种

种便利, 同时还购置车辆一千多辆,增添大小车船万余艘 ,以增

加运力。盐务总局还派出官员分赴各盐区, 指挥、督促海盐内运:派

缉私督察长顾建中及督察员分赴盐区,“协助各区管理人员办理督

察运输及与军政当局交涉事务”, 派刘宗翼兼任淮盐区总视察,陈

如金、窦溥思为淮盐区副总视察,姚天纶兼两广区总视察, 曾仰丰

兼闽浙区总视察, 缪秋杰兼川、滇、陕、甘区总视察, “以便统筹盐

运,酌济盈虚,藉应非常”。 

国民政府十分重视海盐内运。最高当局蒋介石一再关照, 场存

盐斤应较煤米尽先赶运。! 1939年 10月,衡阳战时盐粮会议就战

时盐运作出如下决议: “(一)各区运输工具,盐务机关力难征雇时,

由军事机关予以最大之协助; (二)各区盐运事, 须由交通机关或地

方政府尽力协助,分线分段或分类各负专责, 分头协助; 征雇之运

盐夫役如在 36 岁以下业已受雇在前, 在盐运未终了时暂缓兵役

⋯⋯由盐务机关仿照以前驿站办法,组织盐运队, 设立食宿站,招

集男女老弱共同运输, 以期增进效能; (四)省政府代雇民夫。”∀ 国

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抢运海盐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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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 11月 4日财政部致盐务总局代电》,《选辑》,第 27页。

《1939年 10月,在衡阳盐粮会议上盐务总局关于近年来食盐产运情形的报告》,

《选辑》,第 20—25页。

《1938年 4月 2日盐务总局总办朱庭祺为各区分派总视察协助办理督察运输致财

政部电》,《选辑》,第 16—17页。

丁长清主编:《民国盐务史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44页。

《1939年 10月在衡阳盐粮会议上盐务总局关于近年来食盐产运情形的报告》,《选

辑》,第 20—25页。



二

在盐务总局领导、各地盐务机关组织、协调下,沿海各场食盐

源源内运。

在山东, 1937 年 9月 29日,山东省盐务管理局发出通令, 转

达盐务总局训令, 要求各分局“派员接洽车辆及兼用帆运等办法”,

分别举办官运、商运,迅速组织食盐内运。沿海易受日军炮火攻击

的盐场, 应立即“将其盐产限期赶运至安全地带存储,万一敌人侵

扰时, 其不及运清之盐斤应即设法使其销毁或溶化”,同时毁坏制

盐、存盐工具,“免资敌用”。各分局每日须将内运数量按时报告,以

备掌握内运进度。并警告“将来并不得藉口车辆缺乏,致误运输”,

否则“移送军事机关讯办”。

山东省盐务管理局还一再命令各分局“督饬赶办商运存盐,并

斟酌情形,兼办官运,以济共勉”。至于盐本、运费,则由各分局设法

筹措, “必要时准由税款项下暂垫后” , 上报省局备案。盐税属于

国家税,擅自挪用将被处以大罪。现在居然明令可以用于内运食

盐,盐务管理机关对内运的关注,对商运的扶持可见一斑。沿胶济

线、津浦线,鲁盐源源内运, 至 1938年月徐州陷落被迫中止,大约

共运出 100余万担。

两淮盐区遍及豫、赣、湘、鄂、皖、苏数省,又地近南京, 淮盐内

运,得到盐务总局的直接领导。七七事变前夕, 盐务总局已计划组

织淮盐 100万担由轮船内运汉口,但只运出三个班次,长江被日本

飞机封锁,只得暂停。

1938 年 1月, 两淮盐务管理局在信阳设办事处(后移驻汉

口) ,各盐场设办事处, 办理淮盐抢运和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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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年鉴续编》中册,第七篇盐政,第一章总叙。

山东省档案馆藏民国山东盐务档案《战前准备应变》,卷号 12—12—593。



抢运淮盐主要困难在缺乏运输工具。当时火车、轮船、帆船都

已被军队征用。青壮年也被征召。淮盐沿西坝、十二圩运销扬子四

岸的传统运输线基本停顿, 江西、安徽的个别地区已发生盐荒。盐

务总局决定出面解决:由朱传晋负责, 将已出场的盐商已税之盐,

由盐务总局派船运至西坝、十二圩;派唐传滔与军队方面接洽,调

拔车皮,所有运盐车皮, 由盐务总局统一掌握、调配, 盐商可“索车

配运”;电令汉口、扬州盐务分局,征租轮船,统一使用, 抢运淮盐。

同时强调,不拘泥官运、商运,“无论官商运均采步步为营办法,以

期海滨存盐早日移出”。 火车运输的食盐集中于徐州,长江船运

的食盐集中于西坝, “尽交通工具之可能竭力赶办”,然后再由徐

州、西坝向内地分运,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盐务总局根据运商、垣

商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对策:“运商存盐归其负责自运,准予缓

税出场, 并由公家代筹车船; 垣商存盐, 则由公家官收, 代运出

场。” 这样,保证盐商有较高的利润率,调动其积极性。

淮盐内运客观条件很差,除了邻近淞沪战区,敌机不时骚扰

外, 两淮盐场“附近铁轨曾经拆除, 修复之后, 仅存单轨, 又无支

道”,运力严重受限。但经盐务总局一再与交通、铁道、运输各部门

接洽、协商,加拨车辆。经与陇海线铁路当局多次交涉, 终于获准

“组织有二列车专运坨盐出场至许昌,常川往返。一面利用其他空

车,将许昌之盐再行长途转运至汉口、西安各地”。淮盐内运, 以火

车运输为主, 兼及轮船、帆船,乃至人背肩挑。徐州失陷后,火车运

输中断,盐务总局打算租用外国轮船,沿海道抢运,但外商怯敌,只

得作罢。在抢运淮盐的过程中,盐务总局“为谋盐运畅通, 除关于火

车、轮船随时与各关系方面洽商利用外,对于可以运盐之工具,靡

不设法尽量搜求, 并一面购置汽车、制造胶皮轮车,设立运输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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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运盐船夫,发给护照,并组织肩挑队”, 发挥了政府行政机关的

组织协调职能。截至 1938年4月,“官商已运出场者凡二百数十万

担”。 为免资敌,未运出的淮盐大多被倾入大海。

徐州失陷后, 鲁、淮盐内运中断, 江西、湖南、贵州等地食盐供

应再度紧张。尽管盐务总局已认识到“产盐运盐所可利用之物资,

大抵重在西南与西北各区, 而此各区产制手续之繁复,固已多与沿

海晒盐迥殊”,而且,机车汲卤之钢绳、汲桶所用之镔铁全部依赖进

口,煤炭和劳力又严重不足,加上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纵令增产,

仍鲜实益” ,无法全面保证内地食盐供应。盐务总局于是下令尚

未沦陷的浙、闽、粤三省增加产盐,供应内地。

在浙江, 1937年 9月由两浙盐务管理局负责抢运浙东余姚、

钱清等盐场的存盐。1938年后,专门成立浙江战时食盐收运处接

办浙盐内运, 同时负责将温州、台州各场存盐官运,输入内地。盐场

周围地区销售的低税食盐则由盐商继续承运。同年, 盐务总局批准

浙江盐场尽量增产,余姚、钱清两场封存的私板  9万余块准予启

封开晒,暂以一年为限,增产 200余万担,全部“济销淮区”,供应皖

南、湖南、江西。到 1939年,每月至少有 40万担食盐由余姚场起

运。内运浙盐,经浙赣路运至江西南昌、萍乡等地。11月, 湖南食盐

供应告磬,萍乡存盐 20万担,“先行拨济”!, 同时将后续食盐经萍

乡转运湖南, 稳定了湖南食盐供应,到年底,将余姚场存盐全部运

出。1939年一年中,浙盐每月向江西提供 8万担食盐,由吉安向湖

南提供 6万担食盐,占两省月需食盐的 100%和 40% ,同时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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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省和皖南 200余万担的食盐供应。

浙江内运食盐由两浙盐务管理局、浙江战时食盐收运处负责,

全部官运,本省和皖南食盐供应则由商运。

广东原来每年产盐 500万担, 1938年奉命增产 200万担, 以

“修复荒癟、增辟盐田、督促耙晒、围堵场私、盐民贷款及统制配

运” 等措施,力求增产,主要供应湖南、江西、广西和本省。广州未

沦陷前,粤西各场盐道畅通,商运活跃,大批存盐内运湘赣桂三省,

官运仅仅是“囤储备荒而已”。 1938年 10月,广州沦陷后,交通受

阻,商运困难重重。1939年,粤盐内运湖南郴县食盐 20万担, “为

鼓励商人大量移运起见”, 准许盐商“记帐起运, 所有场税、统税均

俟在郴县出仓时再行缴纳, 并规定车运之盐,每商须一次报运十

卡”。至于经水路内运乐昌的盐,则“照案加耗并不限盐数”。!但盐

商资金有限, 无力承担全部内运计划。广东当局为“适应环境”,组

织成立两广运输处, 抢运双恩、电博、乌石、白石等场存盐, 内运湖

南,“湘省食销得以供应不匮者,百分之七十均赖粤西官运盐接济

之力”。∀

1939年,粤东也开始组织存盐内运。决定内运江西的食盐“改

交鼎兴盐号办运”。但“至年底止, 尚在筹划中”#,商运计划流产。

于是组织官运,将粤东各场存盐、粤西坐配盐内运江西。后又专设

汕(头)韶(关)督运专员,接运闽盐,内运湖南。1940年夏后归粤东

盐务管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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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粤盐每月供应广西 11万担,湖南 3万担,贵州 2万担,满

足了广西全部、湖南 20%、贵州 25%的食盐供应。另外, 它还供应

本省未沦陷地区 16. 6万担食盐。

福建原来年产盐 140万担, 1938年起, 奉盐务总局命令,年增

产 100万担,并计划按每担 2角的价格由官方筹款收买, 运入内

地。后广州沦陷,粤中告急, 闽南各场盐道被封锁,大批食盐滞存盐

场。福建盐务管理局就将存盐一部分留于本身作为食盐储备, 其余

大部分经海道转运内地。海道分为两路:一路经由广州湾,转运广

西、湖南。1938年底,云霄东坑盐 1800吨自东山起运广州湾。另一

路,经浙江取道浙赣路,转运江西、湖南,由闽、浙两局“积极商洽赶

速起运”。 1938年至 1940年, 每月供应湖南 4万担食盐,江西 2

万担,占两省食盐月需量的 26%和 25%。 

福建省内也进行了盐政改革。1937年福建取消包商制,改办

食盐官运,闽北招商代运。1938年 8月, 闽北改为商民自运。闽东、

闽南等地兴办自运与代运“并进”,以调动商民积极性,加快闽盐内

运。福建食盐运销方式多, 变化大,但“要皆适应环境,因时制宜之

措施”!, 主要目的是为了加速食盐内运。

浙、粤、闽三省存盐内运时, 海盐内运困难很大, “鲜复有轮船

火车之便利, 即汽车因辆数缺乏、用费高昂,亦不能充分利用”,只

得依赖木船、手车、驴骡驼马,乃至人背肩挑。运盐的社会环境也十

分恶劣,土匪、军队、地方当局都在打盐的主意,干扰正常运盐,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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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困难重重。 商运“多形停顿” ,官运比重随之增加。浙盐全部官

运,粤、闽盐大部分官运, 至 1941年,共运往大后方食盐 2500万

担。浙、粤、闽盐官运除满足三省本身食盐供应, 还满足赣、桂、皖南

全部、湖南 86%、贵州 25%的食盐需求 ,在鲁、淮盐南来中断,内

地食盐告急, 井盐区一时无法大量增产的情况下,成为接洽大后方

食盐的重要来源。

在抢运沿海食盐的过程中, 各地先后形成了一些食盐集散地:

抢运鲁、淮盐时, 如徐州、蚌埠、汉口、许昌; 抢运浙、粤、闽盐时,如

萍乡、南昌、长沙、衡阳、乐昌等。内运的沿海食盐在这些地方集中,

再“分运各地”。

三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织抢运沿海存盐,具有积极意义。

一、抢运沿海存盐有利于增强国民政府的经济实力, 充实财

政,从而有利于坚持长期抗战。盐税向来是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的重

要收入。三十年代,盐税和关税、统税并列为国民政府三大税源。抗

战初期,沿海沦丧,海关落入敌手, 工矿企业受创, 关税、统税大大

下降。而盐税则不同。只要有盐可卖,有人吃盐,盐税就可实现。关

键问题是要拥有充足的食盐,而内运沿海存盐提供了物资保证。据

统计, 1937年—1938 年, 共运出鲁、淮盐 400 余万担, 1938 年—

1941年, 运出浙、粤、闽盐 2500万担,合计近3000万担。即以 1937

年国内食盐平均税每担 5 元 9角 8 分计!, 仅场税就可获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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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0万元。战争状态下物价必然飞涨,出售时还会赢得价格差

价,这对国民政府不啻为一大财源。尽管由于海盐区先后沦丧,

1937年盐税收入不及预算的一半 , 但盐税在国民政府税收中都

一直占有较高的比例。1937年、1938年、1939年,盐税占国民政府

税收总额的比例分别居 29. 89%、29. 54%和 21. 58% 。因此,抗

战初期抢运沿海存盐,已不同于抢运一般物资,而是抢救税源,维

持税源。这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不仅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国

民政府抢运沿海存盐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抢运沿海存盐有利于打击日本侵略。日本是个岛国, 海岸

崎岖,不利产盐。近代中国, 食盐是政府控制下的特殊商品,日本进

口中国食盐一直受到严格限制。对此,日本十分不满。盐可以直接

提制用作化学武器、火药制造原料的氯气、芒硝;以盐为原料制碱,

可用于石油、化工、医药、制铝等军事工业, 因此,盐与棉、煤、铁(铁

矿石) , 并列为日军掠夺的四大主要原料。中国海盐色白质纯, 日本

侵略者早已垂涎。早在 1936年 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会议纪要

就提出: “鉴于碱及其它各种化学工业进展之现状,预料今后五年

之内, 我国工业用盐之需要, 将达 1700000 吨之谱, 其中约八成

( 1350000 吨)之供给, 须由外地及邻邦——如下所列——设法保

证, 即‘华北方面’,‘满洲国’,‘关东州’,‘台湾’。” 九一八事变、

七七事变后, 日本立即开始掠夺我国东北、华北的海盐资源。1937

年 10月, 日本大藏省提出了一个全面掠夺我国海盐资源、支持法

西斯侵略战争的完整计划, 大肆掠夺我国的海盐资源。国民政府组

织沿海存盐内运, 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抗战初期 , 遏制了日本

帝国主义的强盗式掠夺,合乎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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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抢运沿海存盐有利于维持后方军民的生活需要。随着日军

侵略的深入, 除川滇井盐和西北少量盐区外,我国其它盐区几乎全

部先后被日军侵占, 大后方食盐供应十分紧张。在偏僻的秦岭地

区, 食盐竟成为“稀世之宝”,“普通家庭一年之内不过吃几次有盐

味的食物而已”。 川滇食盐产量抗战前约占全国的 15% ,尽管

1938年初,国民政府取消限产,尽量帮助井盐区扩大生产, 但限于

资金、技术,井盐的大规模生产难以一蹴而就。1938年、1939年国

统区食盐供应形势严峻, 产销缺口高达 187. 5万担 , 工业用盐、

渔业用盐尚不计在内。但大后方并未出现大面积的盐荒,“各地食

需尚能勉敷供给”。!其原因就在于抗战初期,沿海大批存盐“分途

内运”,并作为常平盐在大后方各主要城市储备, 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了食盐生产的严重不足。

勿庸讳言,由于国民党政权的严重腐败,抢运沿海存盐过程中

也出现了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的不法现象。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

重要交通枢纽的迅速沦陷, 也严重限制了海盐内运的数量。但这毕

竟是相对次要的。抢运沿海存盐本身是积极的,有利于抗战的。

总之,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组织沿海存盐内运,有利于战时国

计民生,有利于遏制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具有进步意义。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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