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拍卖企业 2021 年度信息公示（年审）情

况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管理办法》（商务部

2004 年第 24 号令）、《安徽省拍卖企业经营资格监督核查暂行办

法》（皖商建字〔2006〕63号）的规定，经拍卖企业申报，各市商

务局初审，安徽省商务厅复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

有 362 家拍卖公司。现将年审合格的 253 家企业、未通过年审                         

28 家企业及未年审 81 家企业，予以公告，名单如下： 

一、年度审核合格企业（227 家） 

（一）合肥市拍卖企业名单（99 家）

安徽省金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物华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澄道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新艺占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新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中徽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观复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宝实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银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盘龙企业拍卖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三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祯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苏富尔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盛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鸿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邵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蓝天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中财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鸿晨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恒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银拓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龙裔玉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瀚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皖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观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圣大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东歌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锦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文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和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一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玉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皖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银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星汉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嘉胜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招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安徽

分公司 

安徽哲高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风之星机动车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朗坤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新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中泰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金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经纬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沃尔德拍卖有限公司 

巢湖市诚信拍卖事务有限公司 

安徽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拓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鸿图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易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盛茂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政通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途育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绝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大都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邓通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启点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国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天源辅拍网络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安徽兴创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京徽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钻一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聚合发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瑞英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法瀛法助网络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安徽未来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智慧龙图腾知识产权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轩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鼎轩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助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蜀山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合肥胜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安徽正生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重楼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德艺斋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冬雅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润徽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房讯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好玩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恩福第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墨雨阁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荣楚斋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寻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聚拍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国斛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谦谦之道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泽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肥广联拍卖服务有限制责任公

司 

安徽一锤定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十竹斋拍卖有限公司 

 

 

 



（二）淮北市拍卖企业名单（17 家） 

淮北市鑫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宝盛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金龙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龙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金帆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汉风拍卖事务有限公司 

淮北市金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毅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市金瑞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三）亳州市拍卖企业名单（4 家） 

亳州市天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亳州市恒生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四）宿州市拍卖企业名单（7 家） 

宿州市胜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人杰拍卖有限公司 

宿州市恒泰拍卖有限公司 

宿州市伯合拍卖有限公司 

（五）蚌埠市拍卖企业名单（8 家） 

安徽金德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协和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龙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信佳拍卖有限公司 

淮北市亿隆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亿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壮才拍卖有限公司 

淮北中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一拍拍卖有限公司 

淮北市宽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首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坤盛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和禾拍卖有限公司 

宿州市金兴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辅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金锤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成德恒信拍卖有限公司 

蚌埠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瑞拍卖有限公司 

（六）阜阳市拍卖企业名单（21家） 

阜阳市元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正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九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市永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海天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市诚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阜阳市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阜阳市金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财信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康桥拍卖有限公司 

（七）淮南市拍卖企业名单（9 家） 

淮南市同鑫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禹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舜龙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禄洋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富鼎拍卖有限公司 

（八）滁州市拍卖企业名单（5 家） 

安徽九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新世纪拍卖有限公司 

蚌埠百和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诺金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弘昌峰宇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乐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三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川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广源拍卖有限公司 

阜阳市盛市拍卖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阜阳微众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跃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千和拍卖有限公司 

 

淮南富伟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达亨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纳德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随行拍卖有限公司 

 

 

滁州古今天元拍卖有限公司 

滁州市宏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滁州市汇金拍卖有限公司 

（九）六安市拍卖企业名单（8 家） 

安徽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金六和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一品斋拍卖有限公司 

（十）马鞍山市拍卖企业名单（6家）

马鞍山市远程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天成拍卖有限公司 

马鞍山常顺拍卖有限公司 

（十一）芜湖市拍卖企业名单（22 家）

芜湖市皖江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佳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安徽华鑫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天龙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银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市盛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钱塘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金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新天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艺观拍卖有限公司 

 

 

六安市加和拍卖有限公司 

六安市源亨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邦德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帮拍卖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政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马鞍山市东南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多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嘉能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华海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市濡须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泰德隆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市泰嘉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瑞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正祥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恒邦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市美华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金桔科技有限公司 



（十二）宣城市拍卖企业名单（9家） 

安徽金马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银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银泰拍卖有限公司广德分公

司 

（十三）铜陵市拍卖企业名单（8家） 

安徽银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盛赢拍卖有限公司 

铜陵金诺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市嘉合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十四）池州市拍卖企业名单(10家)

安徽省池州市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池州市鑫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典拍卖有限公司 

池州金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贵尊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双江拍卖有限公司 

 (十五)安庆市拍卖企业名单(16 家) 

安庆市振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宏昌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信诚拍卖有限公司 

 

宣城市国诚拍卖有限公司 

宣城龙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国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天平产权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锦泰拍卖有限公司 

 

铜陵市阳光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万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大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银河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池

州分公司 

安徽神爵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全悦拍卖有限公司 

池州汉武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乾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富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中信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鑫驰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万达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市鑫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鸿达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宇虹拍卖有限公司 

（十六）黄山市拍卖企业名单（4家） 

黄山市金槌拍卖有限公司 

黄山嘉泰拍卖有限公司 

二、年度审核未通过企业(28家) 

淮北市天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淮北平源拍卖有限公司 

淮北兴科网络拍卖有限公司 

亳州市广源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承昌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滁州市大地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滁州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永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宏正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皖天拍卖有限公司 

淮南市太耀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盛唐拍卖有限公司 

六安多成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市钱钧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中拍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诚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巨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枞信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通正拍卖有限公司 

黄山陶宝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国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永兴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浩瀚拍卖有限公司 

阜阳市铭元拍卖有限公司 

阜阳久利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盛佳拍卖有限公司阜阳分公

司 

安徽仲泽拍卖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大成拍卖有限公司 

淮南市鑫桥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六安市通宝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汇商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世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正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三、年度未参加年审企业（81 家） 

安庆市金锤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古今天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银信拍卖有限公司 

黄山市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安庆市仁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恒兴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艺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亿升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嘉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世联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金锐拍卖有限公司 

淮南市吉祥拍卖有限公司 

池州市同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正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艺语天下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儒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嘉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安徽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晨飞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上善原拍卖有限公司 

 池州智德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秦汉阁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宇神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多辉拍卖有限公司 

宣城市一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九闲君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拍得利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百桐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探宝猎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车竞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利君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先后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携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德艺坊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种芸山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舟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汇亿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升誉禾正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众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祥泰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池州市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市鸿纯商贸有限公司 

安徽聚名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众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中锤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磅皓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典传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东海久拍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彼得潘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安徽韵沃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鑫雨源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芜湖东方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万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融合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恒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精业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文锦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神古笔科技有限公司           

蚌埠商周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八斋拍卖有限公司 

蚌埠阁藏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佰峰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玺维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时时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点点点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林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艺道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佰仁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梦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安徽瞬息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清浊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鑫选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君桓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楚国酒业有限公司 

阜南聚禾艺拍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全鑫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省东艺拍卖有限公司 

安徽三禹拍卖有限公司 

合肥市慕言行拍卖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