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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地名管理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浅谈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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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规范了命名更名程序，
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
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
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
多方面因素。 而地名管理就涉及
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外交、社会等多个领域，不仅可
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便捷及
时规范的服务，也可为公众参与
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创造良好的
条件。 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
将地名命名更名由原来的 1 条
变为现在的 6 条，对申报主体规
范申请、 管理主体广征民意、第
三方机构综合评估等程序进行
了明确，进一步完善了地名的行
政管理体制， 规范了地名命名、

更名管理，明确了地名审批条件
和程序，这不仅有利于遏制命名
混乱、混淆、重复、怪异、崇洋等
不良现象，提高地名管理的法治
化水平， 还必将为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融合发展、乡村产业布
局奠定坚实基础，避免各项规划
的“卡顿”和“盲区”，推动经济社
会持续、稳定发展。

二是突出了历史文化保护 ，
有助于丰富经济社会发展内涵。
地名就像一扇窗口、 一个标志，
是一个城市的脸面，反映着城市
的历史、文化及其品位，具有广
泛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地
域性和代表性。 新修订的《地名
管理条例》更加突出了地名文化
的保护，对做好地名文化遗产的
保护传承作出了多方面的安排，

其中第四条规定“地名应当保持
相对稳定”，第十条规定“具有重
要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
文脉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这
意味着地名管理要坚持保护、传
承地名文化，不能擅自更名而导
致优秀文化资源的损失，这不仅
有利于句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
革开放的需要，更能凸现一个城
市地名历史底蕴、 地理特征、文
化氛围等状况，彰显城市地名个
性和独特魅力， 提升城市品位，
还对于乡村地名文化遗产的挖
掘、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更容
易让群众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三是强化了地名信息建设 ，
有助于加速经济社会腾飞发展。
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
则退，慢进亦退。 数字化、信息化
正在深刻改变着世界， 冲击着人

类社会各个领域。新修订的《地名
管理条例》强化了地名信息建设，
提出了建立国家地名信息库的要
求， 第十六条中明确规定：“国务
院地名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建立国
家地名信息库， 公布标准地名等
信息”， 这一举措顺应了时代发
展，补齐地名服务的短板，不仅有
利于加快信息城市、数字城市、文
明城市建设步伐， 方便群众生产
生活， 还能为规划建设、 国情普
查、交通管理、消防减灾等政府公
共服务平台提供了辅助支持和便
捷服务，满足不同群体地名需求，
切实发挥地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功能作用， 让经济社会发展插
翅奔飞。

四是强调了部门协作联动 ，
有助于凝聚经济社会发展合力。
地名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服务
全社会的基础性工作，类型繁多,
数量庞大,涉及自然资源、住房和

城乡建设、 交通运输等众多部
门。 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列
明了地名管理工作涉及到的部
门，从执法主体、管理对象、第三
方机构等不同的维度阐述了政
府部门进行地名管理职责和边
界， 明确了地名申报、 审批、备
案、使用、监管等方面的主体责
任和相关义务，为基层工作开展
提供了全流程操作指南，这不仅
有利于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
主抓、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
行业协同、社会组织配合、群众
广泛参与的地名管理工作机制，
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还可
以使地名命名、更名过程成为汇
聚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有利
于防止命名、更名“任性而为”,保
持责、权、利统一一致，避免部门
之间推诿扯皮，提高地名管理工
作效率和水平，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集聚强大合力。

社会责任与品牌建设统一
于企业发展之中。《商业企业品
牌评价与企业文化建设指南》国
家标准（GB/T27925-2011）对品
牌提出了 17 个方面的要求，其
中“社会责任”的权重为 100 分，
仅次于“商品质量”和“服务质
量”，居第三位。通过社会责任与
品牌建设二者的关系可以看
出，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
利于塑造企业良好品牌声誉 ，
提升顾客满意度与忠诚度 ，提
升品牌价值； 有利于企业吸引
优秀人才与组织， 实现企业及
其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有利于
企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树立并维护公正健康的企
业品牌形象。 中国企业家调查
系统一项对 4586 位企业经营
者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首要动因是

“提升企业品牌形象”。 也就是
说， 通过品牌建设可以推动企

业跟社会发生更多有益的关联，
促进企业参与到社会责任建设
中，用影响力丰富企业的价值维
度。 值得关注的是，在推进共同
富裕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大背
景下，社会各方面对企业社会责
任和企业公众形象越来越重视，
企业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
已日益成为公众与媒体借以评
价企业品牌好坏的重要尺度，承
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愈加
重视的发展方向。

优秀的社会责任文化是锻
造企业品牌的着力点。 事实上，
任何一个不断成长的企业，都能
强烈地感受到社会责任不动声
色的推动力。 通过品牌背后富含
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赢得消费
者和公众对品牌的认同，已成为
一种深层次、高水平和智慧型的
竞争选择。 企业惟有重视社会责
任，才能够逐渐锻造出企业的品
牌，并使品牌走向世界而立于不

败。 因此，企业品牌建设应该深
度融入社会责任，以社会责任为
抓手，合理界定企业与各利益相
关方的关系， 确立品牌定位，将
社会和环境因素置于战略核心
位置，以此提高企业品牌声誉和
社会价值。 与此同时，良好的企
业文化能够作为激发员工上下
游供应商共同奋斗的内在驱动
力，使企业成为一个社会、股东、
员工的利益共享平台。 通过积极
培育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文化，
培养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履
行社会责任与企业愿景相结合，
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获得
公众对企业的认可，使品牌建设
为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提高附加
价值，是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式。

探索社会责任与品牌规划
融合发展是企业创造社会价值
的应有之义。企业可以探索将社
会责任与企业品牌规划融合发

展， 以社会议题作为品牌入口，
连接到产品信息，积极主动发布
社会责任报告、ESG 报告， 主动
披露相关信息，从而通过企业社
会责任将品牌维度丰富起来，提
升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从而使企
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也
提升品牌社会价值， 得到更多
用户的尊重。 惠普前首席执行
官卡莉·菲奥瑞钠曾表示：企业
社会责任不是独立于商业目标
的事， 而是商业目标的重要组
成部分。 也从侧面说明了商业
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共生共
赢。 塑造充满社会责任和文化
内涵的精神品牌， 提升商业价
值的同时，提升品牌与社会的共
享价值，才是企业品牌建设者最
应该努力的方向。

比起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
论中着眼于事后“分蛋糕”思维，
伦敦商学院金融学 Alex Edmans
教授构想了一种优先选择在事
前“做大蛋糕”的思维方法，是一
种全新的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
来创造利润的商业方法，以更大
的格局俯瞰公平与发展和谐共
生的“大同”，很值得持续关注。
而我认为完美的状态是，以企业
社会责任为抓手提升品牌建
设———在提升品牌影响力的进
程中履行社会责任，在承担社会
责任的过程中提升品牌影响力。
可以想象，未来，品牌与社会责
任将融为一体。 世界也更加需要
中国品牌的智慧，所有品牌都将
致力于打造成可持续发展的企
业公民。

社会责任应成为品牌建设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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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 2022 年 4 月 21 日，国务院颁布了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总

结了过去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回应了当前社会关切和需求，对 30 多年来地名管理
的范围、对象、任务、方式、环境等作出了新的调整。《地名管理条例》内容全面、职
责明确、指向具体、体系完备、操作性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地名命名更名工作提
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地名管理及优秀地名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必将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硬核支撑”。

今年 5 月 10 日是第 6 个国家品牌日。众所周知，品牌是大众消费者的偏爱与
尊重；产品品牌能够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保证；企业品牌

有利于客户黏性的生成，培养客户忠诚度和信任感。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品牌
溢价能力和美誉度，促进品牌发展，已经成为企业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的重要
战略之一，品牌的生命力与价值成为引领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