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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更名的“是” 与“非”

证券时报记者 陈楚

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当

下， 不少上市公司兴起了一股更

名潮，这股企业更名潮，各种“是”

与“非”夹杂其间。

无论如何， 企业更名的正

向价值， 应该是真正朝着转型

的方向， 把企业业绩做好、做

实，更好地回报投资者，而不应

该是通过改个名，赶时髦、趟潮

流，为所谓“市值管理”需要，借

此忽悠投资者，玩起“假更名、

真忽悠”的把戏。

更名的“是”

在传统经济与新经济新旧交

替的当下， 一些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明显属于夕阳产业， 或者业务

天花板看得很清楚了， 企业转型

到与自己业务相近或者其他领

域， 但只要目标是为了让企业真

正起死回生，或者好上加好，更好

地回报投资者，这样的更名，就是

无可厚非的。

比如有的上市公司原本是

传统的化工行业里某个细分行

业， 现在转型做互联网营销，这

样的企业，虽然一般来说成功的

概率不算很高，毕竟这两个行业

完全没有交接点，但如果公司某

位核心人物决心很大，在这一领

域懂行，又具有很大的资源整合

能力，这样的转型就是值得期许

的。 那么，上市公司为了对外品

牌传播和需要，把公司名称进行

更改，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

必须的。

再比如有家上市公司本来是

做玻璃器材业务的， 但这块业务

天花板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公

司董事长已经慢慢把业务交给他

的儿子了。 这位“富二代”在国外

留过学， 对在线教育这块很感兴

趣，也有互联网思维，公司有意把

主营业务转向在线教育， 如果不

改名，从“顾名思义”的角度来看，

投资者还以为是做建筑建材的，

而公司主业正在转变为在线教

育。这种情况下，进行更名就很有

必要了。

任何一个经济体的转型升

级，总有一批企业会成功，有些

是传统企业向产业链的其他方向

延伸， 有些则完全是另外一个行

业，尤其是在互联网

+

的时代背景

下， 传统企业纷纷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 转型已经成为企业共识和

共同的举动， 让投资者通过企业

名称就知道上市公司是干什么

的， 也有利于传播企业的品牌形

象和投资价值。 还有一些企业通

过并购重组之后， 原来的主业也

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时候，企业

更名也非常自然。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 如果企

业的主营业务已经发生了根本

变化， 或者企业并购重组之后，

涉足了另外的业务，继续维持原

来的名字不改，容易引起投资者

的误导，这也是对投资者的不负

责任。

防止“忽悠式改名”

在资本市场， 一些企业改名是

名正言顺的，但也有不少企业，改名

纯粹是为了蹭热点， 是所谓市值管

理的需要。 这样的企业，改名是假，

忽悠投资者是真。

首先是一些企业改名太频

繁。 一会儿是这个业务，一会儿又

是那个业务， 有的企业为了在名

称上追求时尚感， 时不时也来个

更名，这样的企业，主营业务如此

飘忽不定， 只能说企业管理层没

有定力， 或者压根儿没想把主业

做好， 纯粹是什么概念热就追赶

什么热点。 有的企业上市不到十

年，名字就改了三四个，一会儿搞

游戏，一会儿又去做新能源汽车，

一会儿又去搞芯片， 反正什么容

易引起资本市场的关注就蹭什么

热点，这样的企业，怎能让投资者

安心持有你的股票？ 以芯片业务

为例，不仅投资金额巨大，而且投

资周期很长， 哪是一般企业说干

就能干的！ 有的企业以此为噱头

进行宣传， 其实连起码的芯片研

发能力都没有， 或者甚至连生产

装置都没有， 无非是管理人脑袋

里一个设想而已。 还有的企业动

辄宣称要做大健康业务， 又是打

通线上和线下， 又是实体医院和

医疗保健业务并驾齐驱， 大健康

业务哪有那么容易打通线上线下

的，这些企业走马灯似的换名，只

能说明不是老老实实做实业，纯

粹是资本运作。

其次是改名太过于离谱。 有的

企业为了赶互联网金融的热潮，把

名字改得甚至有点“邪乎”，比如有

的企业居然改为“匹凸匹”，这样就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 企业改名是

为了品牌形象和方便投资者辨识，

绝不是为了扯眼球就取些耸人听

闻的名字，这样的改名行为，只能

是闹剧。

无论如何，在资本市场，企业

改名都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企业

改名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是

为了企业自身更好更快地发展，而

不是讲故事、玩概念，或者因为一

些传统企业景气度下降了，于是企

业改个“新潮”的名字，这样的改

名，都离企业自身良性发展越来越

远。 企业名字是企业的形象标识，

轻易不应该改动，因为一个企业的

名字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个企业

的形象，企业形象的积累绝非一朝

一夕之功，改个名，改起来容易，积

累品牌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遑论

那些忽悠式改名，更应该受到市场

的唾弃！

龙头房企“去地产”为哪般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今年越来越多的房企加入

到更名的行列中来。

近日，保利地产（

600048

）

披露称，保利地产正式更名为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保利发展）。 与此

同时，万科也确认公司将更名

为 “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

司”。 事实上，在保利、万科之

前，不少地产公司在更名上已

先行一步。 早在

2016

年，恒大

已选择为其多元化布局更名，

将名称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 变更为 “中国恒大集

团”。 而在今年

1

月，朗诗绿色

地产也正式更名为朗诗绿色

集团。

3

月初，时代地产宣布更

名为时代中国。 之后两家大型

地产公司加入了更名潮，

7

月

龙湖宣布由“龙湖地产有限公

司”更名为“龙湖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

8

月， 万达更名为了

“万达商业管理集团”。 截至目

前，国内排名前十的房企名字

中仍带有“地产”字样者已所

剩无几。

对于为何房企要去掉 “地

产”二字。保利和万科两家头部

房企对外表态相当一致， 均明

确表示，更名并非“去地产化”，

而是基于更加多元的美好生活

需求。 以保利为例， 公司认为

“保利地产”的企业名称，已无

法涵盖当前的业务布局， 更名

也是为了体现公司多元化的发

展方向， 进一步加快两翼业务

市场化发展。所谓“两翼”，是指

综合服务与不动产金融， 包括

保利金控、 保利科创、 保利建

筑、保利物业、保利经纪、保利

商业、保利公寓、保利会展、保

利文旅、保利康养、保利教育等

11

个业务单元。前两个归属于

“两翼” 中的房地产金融翼，后

九个归属于社区消费翼。 在升

级为保利发展后，这

11

个业务

单元将与保利地产构成对等平

行发展的格局。

对于万科而言，更名并非

“去地产化”，而是扩大经营范

围的需求。 万科集团副总裁、

董秘朱旭此前公开表示过，万

科只是面对新的时代，将战略

升级迭代为城乡建设和生活

服务商。 新时代万科的转型，

将围绕城乡发展和居民消费

升级两条主线布局业务。 笔者

认为，求变是互联网和信息时

代下各行业的生存法则，房地

产业也不例外。 在市场环境遭

遇严控，行业面临新常态的情

况下，房企们被推促着求新求

变，只是房地产是十万亿市场

的大生意，没有哪家企业会去

放弃，更名也确实并非“去地

产化”， 而是契合了未来的转

型趋势。

房企们的新出路也显而

易见，在市场需求正日益多元

的背景下，广大消费者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消费需求

和空白的市场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 因此，房企对自身的定位

自然发生转变，不再满足于建造

房子，而是围绕着不动产转型为

美好生活的服务商。 例如，万科

提供的服务依旧围绕不动产：长

租公寓、商业地产、物流地产、养

老教育等等，都是围绕住宅开发

而衍生开来的一系列业务。龙湖

划定了四大主航道业务：地产开

发、商业运营、长租公寓和物业

管理，同样是围绕不动产开展的

一系列多元化举措。从转型方向

来看， 克而瑞发布的报告显示，

房企创新领域或多元化的细分

产业共约有

12

个业态或门类，

类似长租、 医养

/

康养、 特色小

镇、 联合办公等空间类的产品，

前

30

强房企的介入度非常高，

均在

70%

以上。对于标杆房企而

言， 前

10

强多元化布局的格局

已经形成。

前景固然美好，“更名” 也仅

是开始， 但房企未来多元化转型

显效尚需时日。 从当下房企其他

主要转型方向的盈利情况来看，

除了物业管理领域给企业带来的

业绩贡献在不断增加；长租公寓、

特色小镇、 共享办公等 “风口业

务” 的布局， 目前仍处在摸索阶

段，部分新业务初期尚为亏损。尽

管房地产市场的形式和社会需求

使得房企的多元转型已经成了发

展趋势， 但这条转型之路并非一

蹴而就。

最近， 房地产行业明

显感受到了秋意。 一向干

着买地卖房生意的房地产

开发企业， 不约而同地纷

纷改名， 在新名字中去掉

原有的“地产” 二字。十年

前各路资本争相涌入房地

产行业， 现在正以更快的

速度争相涌出。

企业换“马甲” 折射行业变迁

证券时报记者 刘凡

今年以来， 房地产行业流行起

“换马甲”之风。笔者粗略统计，今年

以来已有

7

家房地产公司集体改

名，近期的就有龙湖、万科、保利等

多家公司更名。 更名意味着公司业

务和发展思路的重大变化， 背后更

折射了时代变迁，其中冷暖，恐怕也

难为外人道也。

来看看这

7

家房地产公司的情

况，大概可分为实名派、集团派和发

展派。 实名派就是实实在在主营业

务发生了变化， 更名后根据主营业

务来命名，如万达商业地产，名称中

非常具体：商业

+

地产，今年

3

月，

更名为商业管理集团。这期间，万达

另外成立了万达地产， 这一举动意

味着万达正加速剥离地产业务，推

进

A

股上市。

集团派就比较多了，如龙湖地产

更名为龙湖集团，时代地产更名为时

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朗诗地产更名

为郎诗集团等。 从地产到集团，一方

面是公司的经营主体可能确实有变

化，但更多地是公司正从单一的业务

走向多元化的综合性集团。名称其实

也蕴含着这些公司希望走综合型、集

团型发展之路的愿景。

发展派以万科和保利为代表，

从地产公司更名为发展有限公司。

虽然 “发展” 两个字多少有些形而

上，没有具体的含义，但也是一种姿

态， 就是公司认为主营业务不应再

局限在地产，而是围绕“发展”这个

结果开展业务。

综合来看， 三种派别的更名

企业都在走扩张之路， 且具体的

扩张方向都比较相似，从几家房地

产公司的财报可看出， 物业服务、

长租公寓、教育培训等几个方向的

拓展都是房企们现在正在努力的

方向。

某种程度上，地产公司纷纷在未

改主业前先更名，多少有点“兵马未

动 品牌先行”的味道。 如目前保利物

产的主营业务来自于房地产销售。 这

项业务

2017

年为保利创造了

94%

的

营收。 而保利的新业务包括物业管

理、基金、资产管理等，在总营收当中

的比重不高，目前更多地是处于培育

阶段。 因此，保利的更名，更多地是对

公司发展思路和版图扩容的描述。 万

科应该也是这种想法。 万科更名后，

市场认为地产公司都在“去地产化”，

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万科还在做

房地产业务， 但万科也明确表示，会

“扩大经营范围”。

名字于人和企业都是非常重要

的，且更名不只是换个“马甲”那么简

单，一般还伴随着更换企业

LOGO

、更

改品牌体系等等诸多调整， 甚至在公

司内部架构、 人员安排等也需要相应

的变化。 就在

9

月

17

日，哈啰单车正

式更名为哈啰出行。据其

CEO

杨磊表

示，未来哈啰出行将围绕哈啰单车、哈

啰助力车业务纵深发展，联动首汽、嘀

嗒、 高德和饿了么等合作伙伴提供更

广泛的出行服务， 并开放流量和入口

实现行业互惠，构筑多元、融合的智慧

出行生态。

出行领域的“独角兽”滴滴也经

历了好几次更名，最开始是“滴滴打

车”，后更名为“滴滴出行”，今年又改

名为“礼橙专车”。 从最开始的手机打

车软件起家，到后来的打造出行全平

台，再到如今的去滴滴、强化专车品牌

为业务分拆做准备等等， 每一次名称

的改变， 都是滴滴在发展战略上的重

大调整。

频繁更名并非好事。 更名频繁容

易影响到公司品牌的稳定性， 对商业

信誉带来损耗， 更需要为此支付更换

名称和

LOGO

等的费用， 其成本是实

实在在的。 因此如果不是在发展和成

本之间做了很好的权衡， 相信很多公

司不会更名。 尤其是一些经历过资产

重组、业务变更的公司，名称变更之时

往往伴随着高管人员离职、 内部管理

震荡等等事件， 一段时间公司的稳定

性也受到影响。投资者也该擦亮眼睛，

仔细甄别， 观察下公司更名背后还有

没有其他的变动。 对于不爱惜自己的

“羽毛”、 频繁更名或者更换主营业务

的上市公司，最好慎重对待。

官兵/漫画

换汤不换药，

还是旧瓶装新酒？

证券时报记者 张杨

古人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

一艺，不如赐子好名。” 《水浒》里也常有好汉

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可见古人对

于姓名的重视程度。姓名是一个人的代号、名

称，以及区别于他人的一个特征。

企业也是一样。企业的名称，往往可以体

现自身的主营业务， 有的可以反映企业所在

地，有的打着企业大股东的“烙印”。 企业改

名，也不那么容易，同样需要到工商部门核准

公司新名称、变更营业执照、组织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银行信息等等。 尽管如此，伴随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企业

更名也是常有之事。 统计显示，

A

股上市公司

中，每年都有数百家公司变更公司名称，有的

还多次变更。

近年来比较有名的上市公司改名， 如号

称 “史上最强的

P2P

翻译”———多伦股份在

P2P

市场火爆的

2015

年改名为“匹凸匹”，摇

身一变成为“金融信息服务公司”，更名后的

几个交易日，股价大涨。然而，两年后，公司因

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责令改正， 时任董事长

也遭终身市场禁入。此后不久，公司再次更名

为岩石股份，而这已经是这家公司第

11

次更

换股票简称，公司自身经营也是问题重重。市

场中诸如此类因为蹭热点、 吸引眼球而更名

的公司并不鲜见。 也有不少公司因为行业的

衰退，把打着行业标签的字眼删掉的，如近期

一批从事买地卖房生意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悄悄将公司名称中的“地产”二字隐去，预示

着整个行业的冷却。

当然，公司更名的原因不仅限于此。有的

公司重新调整战略方向，抛弃原有业务，开辟

新业务， 公司名称也是根据主营业务的改变

而改变。 如有“中国餐饮第一股”之称的湘鄂

情，因餐饮业的低迷而计划转向其他行业，并

更名为“中科云网”。改名并未能挽救颓势，公

司业绩持续低迷，并落入

*ST

阵营。

也有的公司因为重大资产重组、 卖壳等

原因，变更名称，如

360

公司借壳江南嘉捷回

归

A

股市场，后将公司名称改为“三六零”；或

者由于经营范围的扩大而更名， 如苹果电脑

公司改名为苹果公司； 又或者公司大股东变

更，“任性”更换公司名称，如麦当劳中国，更

名为极具中国特色的“金拱门”。

公司更名原因五花八门。 但在产品、技

术、所处行业等方面没有变动的情况下，频

繁变动，并非是好事。 观察发现，频繁更名

的公司， 一般以中小企业居多， 因为一方

面，公司本身没有名气，因更名带来的潜在

成本很小；另一方面，公司更名本身就是为

了吸引眼球，或者蹭热点。 而有了一定地位

和行业影响力的公司，一般不会轻易改名，

因为公司名称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价值。 而

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 其经营关乎千千

万万投资者的利益，更名就更须谨慎。 频繁

更名，会对市场中的投资者造成误导，也会

使消费者对公司经营失去信任。 尤其“换汤

不换药”、“挂羊头卖狗肉”的更名，更是应

该整治的不正之风。 针对此，监管机构和交

易所也纷纷出台相关文件， 对上市公司更

名进行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