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18年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公告名单（第一批）

共计：173个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1 北京市 北京市国宏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10003

2 天津市 恒大（天津）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20002

3 天津市 中特价格评估（天津）有限公司 中J020003

4 天津市 天津万达评估有限公司 中J020004

5 河北省 河北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2

6 河北省 河北驰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3

7 河北省 遵化天昊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4

8 河北省 唐山嘉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5

9 河北省 河北禹希农业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中J030016

10 河北省 邢台维公价格评估中心（普通合伙） 中J030017

11 河北省 邯郸市玉德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8

12 河北省 保定佳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30019

13 山西省 山西高瑞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40008

14 山西省 吕梁市众托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40009

15 山西省 大同市魏都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J040010

16 山西省 吕梁兴顺价格评估事务所 中J040011

17 山西省 大同市合誉盛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40012

18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万宝隆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050005

19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融合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050006

20 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正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J050007

21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科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050008

22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国宏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50009

23 辽宁省 辽宁铭威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060004

24 辽宁省 本溪市众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60005

25 辽宁省 阜新通途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60006

26 辽宁省 辽宁众诚价格鉴证评估有限公司 中J060007

27 辽宁省 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J060008

28 吉林省 吉林市大林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05

29 吉林省 延边敖林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06

30 吉林省 延边吉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07

31 吉林省 吉林省国证机动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08

32 吉林省 吉林市汇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09

33 吉林省 白城市永信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中J070010

34 吉林省 长春国信机动车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11

35 吉林省 吉林省太阳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12

36 吉林省 长春东达价格评估中心（普通合伙） 中J070013

37 吉林省 吉林荣邦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70014

38 黑龙江省 大庆市博众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080005

39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安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80006

40 黑龙江省 黑龙江法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080008

41 黑龙江省 黑龙江辰星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8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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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上海市 上海江海船舶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090005

43 上海市 上海昌德价格评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J090006

44 江苏省 无锡国信德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00013

45 江苏省 南通金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00014

46 江苏省 扬州兴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00015

47 江苏省 盐城市锐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00016

48 江苏省 南通和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00017

49 江苏省 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 中J100019

50 江苏省 江苏宁价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中J100020

51 江苏省 江苏国衡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00021

52 浙江省 浙江天和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2

53 浙江省 台州市远恒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10013

54 浙江省 义乌市众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4

55 浙江省 杭州众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5

56 浙江省 诸暨宇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6

57 浙江省 浙江海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7

58 浙江省 宁波市华弘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10018

59 浙江省 宁波全景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19

60 浙江省 杭州中诚健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10020

61 安徽省 六安昌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06

62 安徽省 安徽诚信房地产土地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07

63 安徽省 安徽笑天木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08

64 安徽省 安徽汇众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09

65 安徽省 安徽天源价格房地产土地评估经纪有限公司 中J120010

66 安徽省 淮南荣智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11

67 安徽省 安徽安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20012

68 安徽省 安庆经纬房地产土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20013

69 山东省 安丘市嘉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42

70 山东省 山东省大公价格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J150043

71 山东省 山东鲁伟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 中J150044

72 山东省 青岛中商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中J150045

73 山东省 山东广发永正价格评估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中J150046

74 山东省 山东泰安华信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50047

75 山东省 寿光市鑫兴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48

76 山东省 日照昊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49

77 山东省 山东方瑞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0

78 山东省 潍坊华祥保险公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1

79 山东省 临沂信合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2

80 山东省 聊城市大公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150053

81 山东省 日照国际海洋城创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4

82 山东省 东营市永信旧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150055

83 山东省 潍坊铭威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6

第 2 页，共 5 页



附件一：

 2018年价格评估机构资质登记公告名单（第一批）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84 山东省 山东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7

85 山东省 山东金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8

86 山东省 山东浩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59

87 山东省 潍坊鑫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0

88 山东省 泰安信诚价格评估事务所 中J150061

89 山东省 烟台易平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2

90 山东省 山东泰安泰山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50063

91 山东省 临朐新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4

92 山东省 商丘百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5

93 山东省 山东泰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6

94 山东省 临沂市中邦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7

95 山东省 山东华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8

96 山东省 临沂市正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50069

97 山东省 山东众智价格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中J150070

98 山东省 烟台天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50071

99 河南省 洛阳市盛久翔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13

100 河南省 郑州天成价格事务有限公司 中J160014

101 河南省 郑州明丰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60015

102 河南省 焦作市必成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60016

103 河南省 虞城县信誉价格事务所 中J160017

104 河南省 漯河市鑫诚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60018

105 河南省 商丘至诚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60019

106 河南省 商丘市诚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0

107 河南省 河南省万佳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1

108 河南省 平顶山市顺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中J160022

109 河南省 河南省润弘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3

110 河南省 漯河市一帆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中J160024

111 河南省 洛阳泰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5

112 河南省 三门峡顺得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6

113 河南省 许昌市金诚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7

114 河南省 焦作市至信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28

115 河南省 三门峡市正平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60029

116 河南省 河南亚宇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60030

117 河南省 商丘大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1

118 河南省 平顶山市文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2

119 河南省 河南众友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3

120 河南省 河南张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4

121 河南省 河南西力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60035

122 河南省 商丘双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6

123 河南省 濮阳正大资产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7

124 河南省 河南省晋鑫价格评估服务有限公司 中J160038

125 河南省 洛阳康民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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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河南省 焦作市万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40

127 河南省 新乡市万丰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60041

128 湖北省 湖北循其本价格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170004

129 湖南省 湖南公信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80003

130 湖南省 长沙天时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80004

131 湖南省 湖南公立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180005

132 广东省 佛山市广盛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190012

133 广东省 佛山市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90013

134 广东省 佛山市政凯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90014

135 广东省 广东证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190015

136 广东省 深圳市南方华信财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J190016

137 广东省 佛山市三水区华正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190017

138 广西自治区 广西广源资产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00002

139 广西自治区 广西评值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J200003

140 广西自治区 广西诚德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00005

141 广西自治区 百色德公资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00006

142 广西自治区 中望集团艺术品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200008

143 广西自治区 百色华辉资产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00009

144 广西自治区 广西中硕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00010

145 广西自治区 中望集团广西评估有限公司 中J200011

146 广西自治区 宜州鼎正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00012

147 广西自治区 广西南宁启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00013

148 重庆市 重庆市路道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220004

149 四川省 四川荣诚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中J230007

150 四川省 四川国佳价格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J230008

151 四川省 四川正建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30009

152 贵州省 贵州恒祥宏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40007

153 贵州省 贵州资信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40008

154 贵州省 贵州慧泉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40009

155 贵州省 黔东南名阳价格评估事务有限公司 中J240010

156 贵州省 贵州中正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40011

157 贵州省 贵州祥仕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J240012

158 云南省 云南诚业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50004

159 陕西省 渭南市昌鹏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70005

160 陕西省 西安盛宇价格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J270006

161 甘肃省 甘肃世纪东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J280005

162 甘肃省 张掖市金润资产评估事务所 中J280006

163 甘肃省 甘肃博文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280007

164 甘肃省 酒泉市信海评估有限公司 中J280008

165 甘肃省 兰州立正价格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J280009

166 青海省 青海华信评估规划咨询有限公司 中J290002

167 新疆自治区 乌鲁木齐达飞合信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3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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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新疆自治区 新疆昊天利华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310009

169 新疆自治区 新疆佳益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310010

170 新疆自治区 新疆华正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310011

171 新疆自治区 塔城新光价格鉴证服务有限公司 中J310012

172 新疆自治区 新疆信佳价格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中J310013

173 新疆自治区 哈密新浩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中J3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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