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2017 年拍卖企业等级评估名单
AAA 级企业（148 家）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中都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盛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中联国际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宸万和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晨至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顶信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海华宏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广业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嘉泉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国信兴业拍卖行有限公司

福建省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福建省贸易信托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鹏翰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瑞平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福建省思进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盛世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新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鑫新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亚特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万泉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峡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中贸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商华博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厦门特拍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兰州国际商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未来四方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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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怡和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信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安华白云拍卖行有限公司

汉海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拍卖行

湖北德润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拍卖行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安宝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省实成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国锤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中山汇金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省拍卖行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大连大拍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大连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泰新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建投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

辽宁诚大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旭通达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茂名市裕海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齐鲁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不动产拍卖行有限公司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正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市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正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拍卖行有限公司

河北搏海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天龙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陕西国衡拍卖有限公司

郑州拍卖总行

陕西信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金利得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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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泰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嘉士利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博华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瑞诚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盈信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达州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

达州市达洲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公益拍卖有限公司

绵阳旗标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海同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嘉盛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诚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黄浦拍卖行有限公司

新疆华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技术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双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信成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金磐拍卖有限公司

昆明星迪嘉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老城隍庙拍卖行有限公司

云南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迈逊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泰运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青莲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晟安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华诚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市房地产拍卖行

温州汇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上海天城拍卖行

温州拍卖行有限公司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国拍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安吉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宝江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三江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成都华联拍卖行有限公司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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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级企业（760 家）
安徽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华伦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建亚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恒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辉彩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鸿泰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龙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隆祥在线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旗标典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一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立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银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拍在线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泰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鼎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东方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苏富尔拍卖有限公司

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沃尔德拍卖有限公司

长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新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安太平（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中宝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银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嘉致诚（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银泰拍卖有限公司

中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嘉合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世界拍卖（北京）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佳富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北汽鹏龙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承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北京勃森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德佳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大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凤翔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公正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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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天宇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国正拍卖行有限公司

甘肃希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鸿远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现代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华兴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众成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汇德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张掖市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泉州云锋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宏达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佳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华泽拍卖有限公司

酒泉市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嘉禾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弘德益利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金盛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拍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开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东莞市俱进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一鼎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立信拍卖行

福建天立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捷顺诚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天友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宝玉石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亿力电力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达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运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潜龙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中文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保利拍卖有限公司

龙岩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崇正拍卖有限公司

宁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大观园拍卖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兴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德立拍卖行有限公司

三明东方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凤凰拍卖有限公司

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福中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厦门会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公正拍卖有限公司

厦门嘉禾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光德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金正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广赛拍卖行有限公司

甘肃九方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国商联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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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珠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中联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浩宏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中人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和合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州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衡益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华鸿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州市皇玛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华骏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市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惠丰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佳士德拍卖有限公司

惠州市百利达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君信拍卖有限公司

马牧都国际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凯利华拍卖有限公司

茂名市富煌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利丰源拍卖有限公司

茂名市明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铭兴拍卖有限公司

梅州市拍卖行

广东南方拍卖行有限公司

清远市顺诚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荣申拍卖行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拍卖行

广东三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韶关市华逸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华拍卖行

深圳市金槌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省物产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际汉威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圣达拍卖有限公司

肇庆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万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中山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万众拍卖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宝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珠海市机电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迅兴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百汇盛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亿海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北海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亿竞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东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正平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中健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国槌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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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华盛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金锤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金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三正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万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通宝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博誉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国威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嘉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中易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嘉拍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泰和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聚升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大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立丰拍卖有限公司

保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乾信拍卖有限公司

保定市诚智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润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市晟元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省拍卖有限公司

沧州市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翔泓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市东方拍卖行有限公司

贵州亚华拍卖有限公司

承德银源拍卖有限公司

遵义春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天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佳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宝都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海天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瀚海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宏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鸿志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华晨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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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盛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公信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华信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冀华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金帝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嘉盛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价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开来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金辉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隆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金正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金字塔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方迪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如意山海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清风拍卖行有限公司

河北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融汇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河南省瑞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省泽融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呈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万源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新兴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一诺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亿利达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正信万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衡水广信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致远拍卖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丰拍卖有限公司

洛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唐山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信阳天源公物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兴华拍卖有限公司

中拓拍卖（河南）有限公司

唐山市中宇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安吉拍卖有限公司

邢台融德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祥拍卖有限公司

邢台市诚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哈尔滨龙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国融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民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拍卖行

河南德惠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翔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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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农垦宝隆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融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广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赛德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旭升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三友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三源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鑫宏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昌大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银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岳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拍卖公司

牡丹江信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华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全库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欣缔源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成德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点石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华垚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嘉隆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中拓京海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岳洲拍卖有限公司

常德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政旭拍卖有限公司

衡阳市金锤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金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兴泰拍卖有限公司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

邵阳市昭阳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公信环宇拍卖有限公司

湘潭市三湘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浩鑫拍卖有限公司

湘潭市中和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吉德拍卖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华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佳仕得拍卖有限公司

岳阳创益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嘉雨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嘉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格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土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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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信发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省天衡拍卖有限公司

中科鑫锤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苏天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天诚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华艺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天勤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江苏五爱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三公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星海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天池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中博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洲际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南京经典拍卖有限公司

延边吉安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海宏拍卖有限公司

南京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豪威拍卖有限公司

常州正德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江海拍卖有限公司

淮安市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尚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淮安市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淮安市五鑫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鼎丰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富皇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金腾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广聚源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娄江产权交易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汉唐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富城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和信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淮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泰和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金腾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天龙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门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瑞信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省常产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物华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省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泰州市苏中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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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九州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大众金融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国大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鼎嘉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

徐州市金兴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瀚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南洋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和盛祥拍卖有限公司

盐城市如意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虹霖拍卖有限公司

扬州润扬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华安拍卖有限公司

镇江市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赣州翠微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赣州民生物资拍卖行有限公司

辽宁金茂拍卖有限公司

江西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名成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西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天华拍卖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天启拍卖有限公司

大连古金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天泽佳润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宏基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友田拍卖有限公司

朝阳宏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志和拍卖有限公司

朝阳拍卖行有限公司

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

大连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中山拍卖有限公司

大连金硕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中天拍卖有限公司

大连三江源拍卖有限公司

盘锦金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大连物华拍卖有限公司

沈阳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

大连中金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华夏拍卖行有限公司

富佳斋拍卖有限公司

沈阳市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宝德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金信园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诚恩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万典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崇源拍卖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信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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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德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中立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国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市大亨拍卖有限公司

内蒙古冀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内蒙古嘉得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厚德拍卖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市盛大拍卖有限公司

通辽市通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产权交易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德州德嘉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辰易拍卖有限公司

东营光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有限公司

菏泽拍卖行有限公司

宁夏金谷拍卖行（有限公司）

菏泽市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三环拍卖有限公司

菏泽新大新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济宁恒诺得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正通达拍卖有限公司

济宁天成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

济宁天和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

济宁运河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纵横拍卖有限公司

莱芜市九洲拍卖行有限公司

银川万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青岛安泰拍卖有限公司

青海省拍卖行

青岛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广运达拍卖有限公司

西宁市公物拍卖中心

青岛华诚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华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恒诚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金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鸿运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原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普阳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启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世诚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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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世纪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和信国际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青岛泰和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恒昌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恒古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鑫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恒生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鑫宜达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宏博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益亨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宏泽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泽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华和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振伟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中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佳恒拍卖有限公司

日照陆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佳益拍卖有限公司

日照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日照拍卖中心

山东金海岸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传奇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大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润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大恒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正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大义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精诚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鼎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龙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方正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龙头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非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陆元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丰泰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名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富通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沛丰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山东公正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三升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国储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三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国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省康乾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翰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盛达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瀚坤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太斗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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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平洋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鑫源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烟台嘉利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天恒星拍卖行有限公司

烟台顺安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天乙拍卖有限公司

枣庄元宏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鑫泉拍卖有限公司

淄博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

淄博意诚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信义德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泰源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银典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鑫汇银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元宏拍卖有限公司

晋中亿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德昌圆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鼎和正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中正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国信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健行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西金凯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市鲁岳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晋宝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天瑞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龙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金桥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潞州拍卖有限公司

威海市房地产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融易达拍卖有限公司

威海市茂银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西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威海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西兴晋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中地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兴源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广大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中立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广元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卓信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华兴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昌盛永恒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苏佳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汉拍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潍坊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佳仕德拍卖有限公司

— 14 —

陕西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中富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君正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理舜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锐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瑞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首尔迪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盛大拍卖有限公司

巴中市宏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成都翰荣轩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西部拍卖有限公司

成都和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正和拍卖有限公司

成都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物拍卖行

成都市金沙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金太阳拍卖有限公司

成都亚华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金正拍卖有限公司

德阳东和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圣融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富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德阳市诚实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壹信拍卖有限公司

德阳同益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敬华（上海）拍卖股份有限公司

广元市拍卖有限公司

荣宝斋（上海）拍卖有限公司

广元市朋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元市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驰翰拍卖有限公司

广元市鬻商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大公拍卖有限公司

广元市正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海派拍卖有限公司

泸州市佳诚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捷利拍卖有限公司

绵阳天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金沪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巴中凯利达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景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诚鑫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奇贝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德葆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兴恒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鼎易拍卖有限公司

— 15 —

四川罡仪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炳鑫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港茂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天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国联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三禾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海富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上和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恒昌国际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盛世龙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宏盛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通利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宏兴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天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吉安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天源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佳瑞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新动力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嘉州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亚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杰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永泰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金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志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金泰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金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中天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竞驰拍卖有限公司

宜宾市和佳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君汇德拍卖有限公司

宜宾市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乐山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宜宾市巨声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乐山瑞星拍卖有限公司

自贡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联拍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眉山鼎鑫拍卖有限公司

广元市嘉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绵阳合力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鼎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银海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蓝天国际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内江黑马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盘龙企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内江圣典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鹏润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商品拍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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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汇绅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机动车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天津市九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隆天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事达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民源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嘉富尔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拍卖总行有限责任公司

楚雄金信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同方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温州市佳得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中财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晟昌行产权交易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诺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

嘉兴市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嘉兴市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阿勒泰地区鑫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嘉兴市金平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博隆拍卖有限公司

嘉兴市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德冠拍卖有限公司

嘉兴市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广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金华市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宏祥吉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市武阳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佳正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市祥泰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九鼎轩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市信天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天纬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市正得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众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丽水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伊犁赞成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华谊拍卖有限公司

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宁波佳和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银鼎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精华拍卖有限公司

昆明弘旭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康瑞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六禾拍卖有限公司

— 17 —

宁波亚德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山水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之江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衢州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省省直拍卖行

衢州市弘宝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绍兴市拍卖商行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天恒拍卖有限公司

绍兴市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绍兴中国轻纺城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八方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大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产权交易拍卖行有限公司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开诚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市恒大拍卖行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丰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市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舟山市华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杭州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诚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城乡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汇融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集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光大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北城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广润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三峡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皓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恒腾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万丰源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华业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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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级企业（591 家）
安徽华鑫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博益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略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博正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东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宏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鸿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通正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嘉仕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安徽皖华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安徽万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特拍拍卖有限公司

滁州市宏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信达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众信拍卖有限公司

黄山市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龙岩市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铜陵金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盈胜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芜湖银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中胜拍卖行有限公司

安徽哲高拍卖有限公司

漳州市鼎新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银座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鼎泰拍卖有限公司

华拍（北京）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甘肃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祥荣拍卖有限公司

兰州新发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安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正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恒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远拍卖行有限公司

福建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泽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炬龙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骏富拍卖行有限公司

福建浚源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康业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力普拍卖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来拍卖有限公司

福建三福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汇浚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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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金正翔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市银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佛山市京信拍卖有限公司

江门市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佛山市荣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拍卖行有限公司

佛山市睿德拍卖有限公司

揭阳市拍卖行

佛山市顺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茂名市拍卖行

佛山市中盈拍卖有限公司

茂名市信宜拍卖行

广东博古拍卖有限公司

茂名市中圣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潮法拍卖行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拍卖行

广东德宝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韶关市仁杰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丰厚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方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昊天祥拍卖行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达拍卖行有限公司

广东华士德(深圳)拍卖行有限公司

深圳市公平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聚宝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康顺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鹏志拍卖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融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荣天拍卖行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财公物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省古今拍卖有限公司

中山市康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税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康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泰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中山市银山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翔实拍卖有限公司

中山市正诚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银瑶拍卖行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昊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盈晖拍卖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宇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粤钧拍卖行有限公司

珠海高德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中旺拍卖有限公司

珠海嘉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东金磊拍卖有限公司

珠海经济特区飞鸿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东方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珠海市金得拍卖有限公司

广州市恒燊拍卖行有限公司

珠海市凯德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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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联华拍卖有限公司

黔南州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百源汇拍卖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天鼎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春生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遵义市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大西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丰裕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桂资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利盛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得宝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龙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盛隆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华中源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世隆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京友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万方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鑫邦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鑫盛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中拍联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桂林华泰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

桂林市天宇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柳州市阳光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广西万泰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合瑞信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嘉恒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黔坤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仁乙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省铜仁市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贵州紫东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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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亿诚拍卖有限公司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亿嘉拍卖有限公司

保定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泽润拍卖有限公司

承德嘉德利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众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廊坊公正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大德拍卖有限公司

廊坊市聚得利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德诚拍卖有限公司

廊坊市天正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鼎立拍卖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仕邦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福成拍卖有限公司

秦皇岛天诚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翰达拍卖行

唐山达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恒贞拍卖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华富拍卖有限公司

唐山市利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嘉世纪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邢台北方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张家口同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金圆拍卖有限公司

张家口正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利友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瑞光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人和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圣润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鑫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首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大易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天响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东风拍卖行有限公司

河北通智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公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万诚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汇源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万嘉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维信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龙天拍卖有限公司

河北物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河南清华拍卖行有限公司

河北信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三益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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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鼎发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宇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公诚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信和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省顺德拍卖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鑫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新恒丰拍卖行有限公司

伊春市伊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盛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博恩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远东拍卖有限公司

湖北广圣达拍卖有限公司

河南中昊拍卖有限公司

武汉量达拍卖有限公司

鹤壁拍卖行有限公司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焦作市乾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市拍卖行

焦作市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安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鹏程拍卖有限公司

信阳市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市万通拍卖有限公司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衡阳金恒拍卖有限公司

郑州万嘉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衡阳市得天拍卖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衡阳市明仁拍卖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鹏程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诚环拍卖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瑞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中兴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德士佳拍卖有限公司

大庆庆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东进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四通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宏泰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通易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汇源拍卖有限公司

哈尔滨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金田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奥克神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龙城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凯越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龙腾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佳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三宸拍卖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深泰丰拍卖有限公司

— 23 —

湖南省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白山市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广维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拍卖行

吉林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大陆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华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鼎诚正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鑫鑫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贯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一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惠泽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价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首信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民生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天径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名世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一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星大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致尚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希尔得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意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湘军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市房政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鑫城兴盛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市衡胜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思科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市金地拍卖有限公司

邵阳市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拍卖商行有限公司

湘潭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市天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湘西自治州嘉德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伟达拍卖有限公司

永州市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亿达拍卖有限公司

株洲市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正则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松原市拍卖商行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市圣鑫拍卖有限公司

长春市煦航拍卖有限公司

吉林市正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拍卖有限公司

白山市拍卖商行

常州市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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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中天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紫琅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博大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恒昌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邦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恒诚拍卖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轩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虎甲拍卖有限公司

泰州板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暨阳拍卖有限公司

泰州市锦泰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佳信拍卖有限公司

泰州市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金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泰州泰杏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金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泰州祥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振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东华伟业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华东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双益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嘉元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洋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市双赢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天德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市万顺博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通力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无锡左校拍卖有限公司

江苏扬子拍卖有限公司

宿迁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溧阳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金诺拍卖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实德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德音拍卖有限公司

南京恒力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汉都拍卖有限公司

南京金泽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彭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市苏北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大地拍卖有限公司

徐州长信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恒源拍卖有限公司

盐城市嘉德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金凯拍卖中心

盐城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南通兴鑫拍卖有限公司

盐城市神通拍卖有限公司

南通中兴拍卖行有限公司

盐城市神舟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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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旭日拍卖有限公司

本溪市拍卖有限公司

盐城市悦诚拍卖有限公司

丹东市拍卖业有限公司

盐城市众信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大陆拍卖有限公司

盐城市众元拍卖有限公司

赤峰宏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天元拍卖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联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恒世天拍卖行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益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龙川拍卖有限公司

内蒙古国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扬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内蒙古及时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壹平台拍卖江苏有限公司

内蒙古三合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铭鎏拍卖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拓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诚兴拍卖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万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赣州市瑞京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盟新岸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华众二手车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鼎诚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西省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锦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洲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圣中源拍卖有限公司

江西物华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信德拍卖有限公司

江西泽钦拍卖有限公司

宁夏正茂拍卖有限公司

鞍山市金鸣拍卖行有限公司

青海省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锦州运通拍卖有限公司

东营拍卖行

辽宁宝锋拍卖有限公司

烟台阳光拍卖行有限公司

辽宁东方画廊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宜坤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非凡拍卖有限公司

滨州市正德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国宏拍卖有限公司

德州市恒泰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东营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中顺拍卖行有限公司

菏泽维誉拍卖有限公司

辽宁中翔拍卖有限公司

济宁市永成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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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外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中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青岛金典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筑意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金手槌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金山拍卖行有限公司

青岛盛德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世嘉拍卖有限公司

青岛同声拍卖有限公司

泰安市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日照港城拍卖行有限公司

泰安市嘉德拍卖行有限公司

日照海川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威海市华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滨海拍卖有限公司

威海市鑫林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诚成拍卖有限公司

威海新荣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川汇拍卖有限公司

烟台德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方圆拍卖行有限公司

淄博路路通车辆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阜康拍卖有限公司

淄博一致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泓源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新世纪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华通拍卖行有限公司

济宁天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盛世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金昆仑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莱芜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东华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联信拍卖有限公司

潍坊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绿洲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启琳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财智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瑞泽拍卖有限公司

晋中国兴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省大统拍卖行有限公司

山西百业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舜鑫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博奥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同亨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华信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信煜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山东银发拍卖有限公司

山西佳悦得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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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嘉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德阳新天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金阳拍卖有限公司

乐山市恒上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中拓拍卖有限公司

泸州嘉源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宝隆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眉山市加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衡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眉山市众鑫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绵阳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公诚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南充百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陕西开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凯业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省中宝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南充市富利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盛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市新开源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延安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达通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华伦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中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杰源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蓝盾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宣诚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乐山万邦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昊宇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乐山新纪元拍卖有限公司

陕西金网联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眉山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嘉禾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眉山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众益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联合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南充宏盛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莘闵拍卖行有限公司

四川内江公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天星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内江拍卖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信元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国立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中财拍卖行有限公司

四川省民生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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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信拍卖有限公司

杭州永信拍卖行有限公司

四川元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远景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安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西昌和润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昆仑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省永宏拍卖有限公司

湖州莫干山拍卖有限公司

德阳市长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浙北拍卖行有限公司

天津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金华市宝丰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高格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金华市正泰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磐桓拍卖有限公司

金华义产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特尔拍卖有限公司

丽水市路通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华信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鑫成拍卖有限公司

天津市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宁波永为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宏科拍卖有限公司

台州市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佳艺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华大拍卖有限公司

新疆平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远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市金益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玮元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华凯拍卖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珺轲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明泰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诚嘉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省广衢拍卖有限公司

云南骏宇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万江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融华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银合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佳宝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永健拍卖有限公司

海宁市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中财拍卖行有限公司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温州市天诚拍卖有限公司

杭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

丽水市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丽水市元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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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江源拍卖有限公司

绍兴市同济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金汇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竞风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创毅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德信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国汇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公得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沪渝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天力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华夏文物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市新益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钇烽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思源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汇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正大国友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加盛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博诚拍卖有限公司

重庆嘉禾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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