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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文）3月29日，苏能
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在南
京举行。苏能股份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成为全国煤炭行业十年来首家主板上市
企业。

当天的南京徐矿广场花团锦簇、红
旗招展，苏能股份股票代码“600925”金
色数字格外醒目。会议中心华灯璀璨、
气氛热烈。江苏省副省长胡广杰、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梁嘉琨、江苏省政府
副秘书长张文浩出席上市仪式，共同见
证百年徐矿梦圆时刻。

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省国资委主
任谢正义，省人社厅厅长张彤，新华社江
苏分社社长刘亢，江苏广电总台党委书
记、台长葛莱，新华日报社总编辑顾雷
鸣，中煤协会副会长王虹桥，省政府原副
秘书长王志忠，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
局局长戚玉松，省国资委副主任何元胜，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崔娟，国家矿山安
监局江苏局副局长汪波，中国证监会江
苏证监局副局长陈刚泰，省社科院副院
长李扬；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苏
能股份董事长冯兴振；徐矿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苏能股份副董事长石炳华
等出席活动。

上午9:30，胡广杰、梁嘉琨、张文浩、
宋乐伟、谢正义、张彤、冯兴振、石炳华共
同为苏能股份鸣锣开市，祝贺苏能股份
开市大吉，祝福苏能股份明天更加美好。

王虹桥、王志忠、戚玉松、崔娟、汪
波、陈刚泰以及交银投资公司、省农垦集
团、苏盐集团、钟山宾馆集团、华泰联合

证券负责人共同见证苏能股份成功上
市。

梁嘉琨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是一个
值得纪念和珍惜，并具有历史意义的日
子。苏能股份成功上市不仅是徐矿集团
全体职工的骄傲，更是全国煤炭行业的
荣耀。徐矿集团是有着141年光荣历史
的企业，是近代中国煤炭工业发展的重
要源头和摇篮。徐矿人胸怀民族复兴的
远大理想，跨越了矿业兴国的艰难历程，
用智慧和汗水为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近年来，徐矿集团在
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新一届领
导班子团结带领下，披荆斩棘、开拓进
取，闯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徐矿之路”，
百年老矿焕发出新的青春和活力，已成
为全煤行业老矿区转型升级的示范，成
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实践标杆。苏能股
份成功上市既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更
是一个新的起点，要继续不畏艰难、努力
前行，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董国群作视频致辞，对苏能股份成功
上市表示祝贺。他说，此次成功上市，不
仅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
近年来徐州市乃至江苏省稳健发展的生
动示范，将激励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
市场。希望苏能股份成功上市后，立足
新起点，培育新优势，不断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徐州市委书记宋乐伟在致辞中表
示，徐矿集团坚持扎根徐州、服务地方，
有效破解了产业接续、人员安置和环境

治理“三大难题”，成功创出全国老工业
基地转型、关闭矿井重生、衰老矿区生态
修复“三大样本”，在徐州发展史上写下
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他说，此次徐矿核
心板块苏能股份上市，标志着徐矿在改
革发展中迈出崭新步伐，企业转型取得
重大突破，希望苏能股份乘着上市东风，
抓住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坚决扛起“服务能源安全保障、融入地方
发展”的使命担当，聚焦主业、聚力转型，
再展企业雄风、再攀发展高峰，早日建成
世界一流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为服务
徐州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全省能源安全
作出更大贡献。

冯兴振向参加仪式的领导嘉宾表示
欢迎和感谢。他说，历史底蕴是苏能股
份前行的不竭源泉，奋斗底色是苏能传
奇的不变亮色。苏能股份即将登陆资本
市场，圆了几代徐矿人的上市梦。百年
传承，苏能书写了无数奇迹；勇毅担当，
苏能释放了无穷能量；愿景宏阔，苏能拓
展了无疆空间；识变求变，苏能创造了无
限可能；家国情怀，苏能彰显了无私品
格。他表示，赓续红色基因、植入活力因
子，新时代的徐矿必将奋发有为、业兴家
旺，新时代的苏能必将逐梦而来，筑梦未
来。苏能股份将与广大投资者同心同
德、齐心协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中书写
更加精彩的华章。

华泰联合证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江禹在致辞时说，苏能股份今天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站在了跨

越式发展的新起点，开启了推动国有资
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新篇章。
华泰联合证券将一如既往地为公司提供
优质的资本市场服务，切实履行保荐机
构责任，助力苏能股份依托资本市场的
广阔平台，创造更大社会价值，为广大投
资者带来更好回报。

中煤协会，省、市有关部门负责人；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云龙区、贾汪区、
沛县主要负责人；交银金融资产投资公
司、省农垦集团、省农垦投资管理公司、
省盐业集团、钟山宾馆集团、贾汪城投公
司、沛县国资公司等股东方；省国信集
团、江苏交通控股集团、东部机场集团、
省联社、苏豪控股集团、中江国际集团、
省海企集团、省沿海集团、汇鸿集团、省
港口集团、省铁路集团、省环保集团、苏
粮集团、高投集团、金陵饭店集团、省惠
隆公司、江苏水源、苏体产业集团、省国
金集团、省规划设计集团等省属企业兄
弟单位；华泰联合证券等中介机构；国家
开发银行江苏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江苏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江苏分行、交通银行
江苏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兴业银行南京
分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金融机构；
人民日报社、上海证券报、新华网、中国
煤炭报、江苏经济报等新闻媒体相关负
责人出席上市仪式。

徐矿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活动。
上市仪式通过徐矿传媒、新华网“直播中
国”客户端进行现场直播，当天2万余人
收看。

金陵花开季，苏能涌春潮。我们相约春
天、相聚徐矿，共同期待、共同见证、共同庆
祝苏能股份首发上市，迎来发展历程中重要
的里程碑时刻。我谨代表苏能股份全体员
工，向参加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表示
热烈地欢迎和衷心地感谢！

历史底蕴是苏能前行的不竭源泉。北
宋熙宁十年，苏东坡任徐州知州，写下《石
炭》诗，传承千年。140年前的1882年，两江
总督左宗棠力主开发煤铁，胡恩燮寻煤而
来，成立徐州利国矿务总局，成为全国第二
座煤矿，挺起了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1883
年发行股票，成为中国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这就是徐矿集团发起的苏能股份的前世今
生。时空穿越三个世纪，一代代徐矿人矢志
报国、坚守奉献，创造了无数足以让历史和
世人铭记的奇迹。

奋斗底色是苏能传奇的不变亮色。百
年奋斗，圆梦今朝，苏能股份即将登陆资本
市场，成为证券发行核准制下最后一批上市
企业，也是全国煤炭行业十年来首家主板上
市企业，圆了几代徐矿人的上市梦。苏能股
份首发上市是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生动
诠释，凝聚了四万家人的共同努力，实现了
全体煤炭人的共同愿望，这份荣耀不仅属于
徐矿，也属于全煤行业。在此，我要感谢省
委省政府、徐州市委市政府、省国资委等省
直有关部门，感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各位
股东、省属企业各兄弟单位、华泰证券等联
合机构和新闻媒体的关心支持！

知所从来、明知所往；苏能启程、向阳而
行。

百年传承，苏能书写了无数奇迹。从全国率先应用第一台水
力采煤机、第一台薄煤层刨煤机，到全国率先实行经济总承包，率
先放开煤价、走向市场，获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工业大
奖，苏能敢为天下先，创造了无数全国第一。

勇毅担当，苏能释放了无穷能量。在全国富煤省区布局的
“六大能源基地”建设高质量推进，成为江苏省际能源合作重要平
台、区外煤电保供重要渠道、能源结构优化重要引擎。

愿景宏阔，苏能拓展了无疆空间。践行能源安全新战略，打
造原创技术策源地，构建现代化新型能源产业体系，向着建设世
界一流企业坚定进发。

识变求变，苏能创造了无限可能。服务国家战略，聚焦主业
发展，首发上市，A股冲刺，创造了一年混改、两年上市的“苏能奇
迹”，闯出了一条创新强企、资本兴企的新路。

家国情怀，苏能彰显了无私品格。坚守产业报国初心，把服
务能源安全保障作为政治任务、第一责任、核心功能，奋力在全省
经济率先整体好转中挑大梁、作表率、走在前。把职工当亲人，视
股东为家人，共建共维共享美好大家庭，以稳健的经营业绩、务实
的责任担当、广阔的发展未来回报投资者、回报社会。

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感召着苏能人！赓续红色基因、植入
活力因子，新时代的徐矿，必将奋发有为、业兴家旺；新时代的苏
能，必将逐梦而来，筑梦未来。我们期待，苏能股份与广大投资者
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江苏新实践中书写更加精彩的华章。

预祝苏能股份上市仪式圆满成功。
祝愿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

事如意。
百年徐矿，业兴家旺；苏能苏能，携手共赢！
谢谢大家！

冯兴振
2023年3月29日

◎本报记者 李毅 实习记者 王乃顺

春潮涌动万象新，百年奋斗圆梦
时。3月29日，全国煤炭行业十年来首
家煤炭主板上市企业——江苏徐矿能源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苏能股份）正式登陆
A股市场，在徐矿集团上下引起强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新起点，把握
新机遇，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推动高质
量发展走在前列，续写百年徐矿逐梦华
章。

赓续百年传承，上市追梦成真

有着“矿山铁人”美誉的全国劳模陆
金龙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频频点头：

“非常了不起，十分不容易！近年来徐矿
聚焦主业主责，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办成
了许多大事、喜事。希望咱徐矿人能以
此为契机，坚定不移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把徐矿大
家庭建设得更好。”

梦想的实现是接续奋斗的结果。如
今，新一代产业工人接过了老一辈手中
的接力棒。2020年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的张双楼矿机电维护员马奔刚刚上井，
就拿出手机看到这则好消息。“我要乘着
新时代的‘东风’，做精做细本职工作，尽
职尽责当好煤机‘护航员’！”

推进转型发展，不负使命重任

从古彭大地到天山南北、从建设工
地到百米井下，“苏能股份首发上市”的
捷报响彻徐矿集团每个角落。

“作为一线职工，能够在重点项目建
设现场见证这一‘大喜事’，我倍感振
奋。”在“蒙电送苏”重点推进项目——内
蒙古乌拉盖百万千瓦褐煤发电机组工程
项目建设现场，苏能（锡林郭勒）发电公

司安监部部长朱小路与同事们通过直播
观看了这一历史时刻，“下一步，我们将
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不断
取得新突破，更高效服务能源安全保
障。”

在江苏省能投公司新能源开发部，
部长李丹与同事们正就光伏发电新项目
的规划设计进行讨论。得知“苏能股份
首发上市”的消息，李丹非常振奋：“开发
新能源也要有这股闯劲与韧性。我们将
聚焦‘光、风、氢、储’多联供链条，立足省
内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抢抓省际能源合
作机遇，以‘绿色动能’助力徐矿争当全
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立足崭新起点，共赴美好明天

“企业上市是我们几代徐矿人的共
同期盼。作为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

我倍感自豪。”随着上市钟声的敲响，苏
能股份公司总经理顾士亮难掩激动之
情。他表示，苏能股份将以融入资本市
场为契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
和融资功能，高质量做好上市后公司规
范治理工作，提高治理效能，不断提高企
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加快推动高质量绿色转型，以
稳健的经营业绩、务实的责任担当、广阔
的发展未来回报投资者、回报社会。

“一年混改、两年上市，我们以徐矿
硬实力跑出苏能加速度，创出了‘苏能奇
迹’。”苏能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朱涛回忆起上市之路上
无数个默默坚守的日夜，他语气坚定地
说，“立足新起点，展现新作为。我们将
不忘初心，不负重托，谱写高质量发展崭
新篇章，向着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全力迈
进。”

苏能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仪式在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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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能股份正式登陆A股市场，在徐矿集团上下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

立足发展新起点 续写逐梦新华章

上市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崔兆玄 摄

苏能启程 携手共赢
——与会嘉宾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选登

………………………………………………………… ▶▶详见详见33版版

苏能启程 向阳而行
——苏能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上市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