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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企业 名称登记 管理规 定

颁 布单 位：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
颁 布日期：20050616
实 施日期：20050901

文号：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公告第 52 号
(2005 年 6 月 16 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 通过 )
第一条
为 了规 范企业 名称的登记 注册管理，保护 企业 名称所有人的合法权 益，维 护 公平竞 争秩序，根据《企业 名称登
记 管理规 定》等法律、行政法规 ，结 合本市实 际 情况，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 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 名称的登记 注册以及相关 的管理活动 。
第三条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 责 冠有市级 行政区划名的企业 名称的核准；县 工商分局负 责 冠有该 县 行政区划名的
企业 名称的核准。(上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县 工商分局，以下统 称“登记 机关 ”。)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可以委托各工商分局办 理各自辖 区内企业 名称申请 的受理和初审 。
第四条
企业 名称由行政区划、字号、行业 或者经 营 特点、组 织 形式组 成。
在企业 名称中表述所属行业 或者经 营 特点，应 当根据其主营 业 务 ，依照国家行业 分类 标 准划分的类 别 进 行表
述。
企业 跨行业 经 营 的，可以在其名称中不表述所属行业 或者经 营 特点，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 定。
第五条
申请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应 当便于识 别 ，不得与已在登记 机关 登记 注册的同行业 企业 名称相同或者近似。
本条第一款所称企业 名称相同，是指申请 人申请 的企业 名称与已在登记 机关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完全一致。
本条第一款所称企业 名称近似，是指申请 人申请 的企业 名称与已在登记 机关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存在下列情
形：
(一)企业 名称均含行业 表述，字号相同，行业 表述文字相同，但组 织 形式不同的；
(二)企业 名称均含行业 表述，字号相同，行业 表述文字不同但含义 相同的；
(三)企业 名称均含行业 表述，字号的字音相同且字形相似，行业 表述文字相同或者含义 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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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企业 名称均不含行业 表述，字号相同，但组 织 形式不同的；
(五)企业 名称均不含行业 表述，字号的字音相同且字形相似的。
第六条
企业 名称中的字号，应 当由两个以上的汉 字组 成。
申请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和文字：
(一)违 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
(二)足以使公众对 其资 产 关 系、从事行业 等产 生误 解的；
(三)易与其他法人、组 织 名称混淆，使公众产 生误 解的；
(四)其他可能使公众产 生误 解的。
第七条
申请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除有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本规 定第五条、第六条禁止的情形外，登记 机关 应 当予以核
准。
第八条
申请 企业 名称登记 ，申请 人应 当提交由发 起人或者全体投资 人签 署的企业 名称预 先核准申请 书 。
发 起人或者投资 人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办 理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的，还 应 当提交发 起人或者全体投资 人签

署的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 明以及代表或者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
第九条
登记 机关 或者接受登记 机关 委托办 理企业 名称申请 受理和初审 的工商分局，对 申请 人提出的企业 名称登记 注
册申请 ，应 当根据下列情形分别 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一)申请 材料齐 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 人按

照登记 机关 的要求已提交全部补 正申请 材料的，或者有权 更正人已当场 更正申请 材料中的错 误 的，应 当决定
予以受理。
(二)申请 材料不齐 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 当决定不予受理，并当场 一次告知申请 人需要补 正的全部内
容。
通过 邮 寄、传 真、电 子数据交换 、电 子邮 件等方式提交申请 的，登记 机关 应 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
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第十条
对 受理的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申请 ，除需要对 申请 材料进 行核实 ，或者按照本规 定需要举 行听证 的情况外，登记

机关 应 当当场 作出核准或者驳 回的决定；对 接受委托初审 的各工商分局受理的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申请 ，登记 机
关 应 当自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或者驳 回的决定；需要对 申请 材料进 行核实 的，登记 机关 应 当自受

理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准或者驳 回的决定。
通过 邮 寄、传 真、电 子数据交换 、电 子邮 件等方式予以受理申请 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的，登记 机关 应 当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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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规 定作出核准或者驳 回的决定。
登记 机关 对 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申请 作出核准决定的，应 当出具《企业 名称预 先核准通知书 》；作出驳 回决定的，
应 当出具《企业 名称驳 回通知书 》，并告知申请 人理由及提起行政复 议 、行政诉 讼 的权 利。

第十一条
企业 变 更名称应 当依法向登记 机关 申请 企业 名称变 更登记 。
登记 机关 对 申请 人提出的企业 名称变 更登记 申请 ，应 当依据本规 定以及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 有关 企业 名称登
记 的规 定，作出核准或者驳 回的决定。

第十二条

企业 分支机构的名称应 当冠以其所从属企业 的名称。

企业 分支机构应 当在其所从属企业 的名称变 更登记 核准之日起三十日内，申请 办 理分支机构名称的变 更登记 ；
企业 分支机构变 更名称的，应 当依法向登记 机关 申请 分支机构名称变 更登记 。
第十三条
核准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在法律、行政法规 规 定的保留期届满 后尚未用于企业 设 立登记 的，该 名称自动 失效。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判决企业 停止使用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并向登记 机关 发 出《协 助执 行通知书 》的，登记 机关 应 当通
知该 企业 在三个月内申请 办 理企业 名称变 更登记 。
第十五条
登记 机关 对 企业 名称登记 注册申请 作出决定之前，利害关 系人认 为 申请 人申请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与其已经
登记 注册的企业 名称相同或者近似，并提出听证 申请 的，登记 机关 应 当组 织 听证 。
登记 机关 可以根据需要组 织 专 家、学者和公众代表参与听证 。
第十六条

企业 未按照本规 定第十四条申请 办 理企业 名称变 更登记 的，登记 机关 可以对 该 企业 处 以五千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违 反本规 定的其他行为 ，《企业 名称登记 管理规 定》等有关 法律、法规 有处 罚 规 定的，按照其规 定予以处 罚 。

第十七条

本市个体工商户 的名称登记 ，参照本规 定执 行。

第十八条
本规 定自 2005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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