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陈豪 粤S171UU 深交违通第:ZD034232号

2 廖毅辉 / 深交违通第:ZD045003号

3 清远市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R39762 深交违通第:ZD049900号

4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79号

5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77号

6 深圳通源宝源二手车中心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45529号

7
深圳市福田区隆顺行汽车服务部(经营者:林志

权)
/ 深交违通第:ZD045528号

8 魏斌 粤BDU8163 深交违通第:ZD048984号

9 刘新士 赣DD5186 深交违通第:ZD048222号

10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6号

11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5号

12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3号

13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2号

14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4号

15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违通第:ZD045657号

16 代克平 粤BY2386 深交违通第:ZD049604号

17 周本书 粤B2U51A 深交违通第:ZD044996号

18 黄伟宣 粤B21JW1 深交违通第:ZD048340号

19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91号

20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92号

21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3号

22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4号

23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5号

24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6号

25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7号

26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8号

27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9号

28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90号

29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2476号

30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2477号

31 深圳市合志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粤BHS097 深交违通第:ZD045658号

32 深圳市六安物流有限公司 粤BHS829 深交违通第:ZD045659号

33 深圳市合志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粤BHS097 深交违通第:ZD045660号

34 深圳市合志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粤BHS097 深交违通第:ZD045661号

35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3号

36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4号

37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5号

38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6号

39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7号

40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8号

41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699号

42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9U80T 深交违通第:ZD045700号

43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76号

44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7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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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0号

46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1号

47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774号

48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775号

49 深圳市六安物流有限公司 粤BHS829 深交违通第:ZD049899号

50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违通第:ZD045682号

51 张卫明 粤BD41360 深交违通第：ZD047793号

52 张卫明 粤BD41360 深交违通第：ZD047791号

53 张卫明 粤BD41360 深交违通第：ZD047792号

54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华南兄弟汽配行(陈丽权) / 深交违通第：ZD047530号

55 谢伟明 闽AQ2921 深交违通第：ZD049366号

56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49190号

57 付占州 粤S6NZ11 深交违通第：ZD048718号

58 江西省江山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赣AE5307 深交违通第：ZD049351号

59 许天胜 粤SM3R88 深交违通第：ZD048721号

60 郭万里 豫R5M538 深交违通第：ZD048699号

61 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署 / 深交违通第：ZD048836号

62 何盛华 赣C1P239 深交违通第：ZD049073号

63 陈玲敏 粤BDH6322 深交违通第：ZD049520号

64 陈利彬 粤BDH8809 深交违通第：ZD047808号

65 魏斌 粤BDU8163 深交违通第：ZD042154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欧阳枝松 粤BDY3608 深交罚决第:ZD067356号

2 林胜威 赣AVL928 深交罚决第:ZD067734号

3 肖聂 粤BDT9665 深交罚决第:ZD068001号

4 四川锦尚云华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7624号

5
深圳市龙岗区骏升轮胎电池经营部(经营者:黄

楷滨)
/ 深交罚决第:ZD067726号

6 深圳市万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K888 深交罚决第:ZD067562号

7 贺全应 粤BJM837 深交罚决第:ZD067551号

8 深圳市昊伟混凝土有限公司 粤BFV860 深交罚决第:ZD067552号

9 吉安市兴骋运输有限公司 赣DD9598 深交罚决第:ZD067520号

10 曾科五 粤BHX359 深交罚决第:ZD067336号

11 高安市锦阳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赣C811J6 深交罚决第:ZD068033号

12 江西宇力物流有限公司 赣C37358 深交罚决第:ZD067563号

13 深圳市诚博物流有限公司 粤BBJ518 深交罚决第:ZD068046号

14 广东粤嘉运输有限公司 粤ZFP75港 深交罚决第:ZD067645号

15 江西省祥旺物流有限公司 赣C636A2 深交罚决第:ZD067560号

16 深圳市新达源物流有限公司 粤BJW591 深交罚决第:ZD068002号

17
深圳市卡车之家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

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7707号

18
深圳市龙岗区兴恰通汽车空调配件部(经营者:

周小龙)
/ 深交罚决第:ZD067709号

19 重庆恒强物流有限公司 渝D27893 深交罚决第:ZD067636号

20 湖北好前程物流有限公司 鄂L1D030 深交罚决第:ZD067647号

21 深圳市兴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D44367 深交罚决第:ZD067712号

22 蒋莲花 粤SP8396 深交罚决第:ZD067425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23 王广坤 粤BJB585 深交罚决第:ZD067455号

24 东源县南翔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PK4143 深交罚决第:ZD068036号

25 深圳市博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V610 深交罚决第:ZD068041号

26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南丰分公司 赣F38872 深交罚决第:ZD067715号

27 深圳市新达源物流有限公司 粤BFL629 深交罚决第:ZD067630号

28 深圳赣粤五星物流有限公司 粤BCU366 深交罚决第:ZD067628号

29 河源市源城区广诚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粤P4056学 深交罚决第:ZD067635号

30 海丰县交通客车运输总公司 粤N07557 深交罚决第:ZD067572号

31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粤B00327D 深交罚决第:ZD067702号

32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N707挂 深交罚决第:ZD067701号

33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LN231 深交罚决第:ZD067660号

34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J661挂 深交罚决第:ZD067661号

35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H078挂 深交罚决第:ZD067662号

36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MW822 深交罚决第:ZD067663号

37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MZ232 深交罚决第:ZD067664号

38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CH75挂 深交罚决第:ZD067665号

39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粤B03676D 深交罚决第:ZD067616号

40 赖作泉 / 深交罚决第:ZD067638号

41
深圳市龙岗区兴恰通汽车空调配件部(经营者:

周小龙)
/ 深交罚决第:ZD067708号

42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33436D 深交罚决第:ZD067719号

43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31188D 深交罚决第:ZD067720号

44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S585挂 深交罚决第:ZD067649号

45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GK810 深交罚决第:ZD067650号

46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东联物流有限公司 赣CQ4809 深交罚决第:ZD069733号

47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罚决第:ZD069713号

48  周本书 粤B2U51A 深交罚决第:ZD069710号

49 江西江龙集团宇航汽运有限公司 赣C1763U 深交罚决第:ZD069707号

50 陈祖廉 粤BD98210 深交罚决第:ZD069661号

51 深圳市申安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HD030 深交罚决第:ZD069659号

52 蔡加林 粤BD46772 深交罚决第:ZD069664号

53 柳州欧马可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L6923 深交罚决第:ZD068747号

54 太康县盛开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豫PM9217 深交罚决第:ZD068736号

55 顾四喜 粤BJQ333 深交罚决第:ZD068902号

56 深圳市海诚明威货运有限公司 粤BBP072 深交罚决第:ZD068873号

57 深圳市森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1M0M5 深交罚决第:ZD068874号

58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D011 深交罚决第:ZD068895号

59 阳谷途盛物流有限公司 鲁PM8135 深交罚决第:ZD068864号

60 深圳市车之顺物流有限公司 粤BBZ111 深交罚决第:ZD068644号

61 深圳市易杰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M472 深交罚决第:ZD068976号

62 深圳市捷晟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BBP988 深交罚决第:ZD068722号

63 深圳市捷晟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BEV365 深交罚决第:ZD068732号

64 柳州市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2677 深交罚决第:ZD068734号

65 柳州市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18212 深交罚决第:ZD068746号

66 南城龙祥鑫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赣F88772 深交罚决第:ZD068858号

67 江西省南城县龙翔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F16810 深交罚决第:ZD068861号

68 新余市佳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69821 深交罚决第:ZD068869号

69 抚州市东乡区华利物流有限公司 赣F93319 深交罚决第:ZD068870号

70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D8379 深交罚决第:ZD068877号



71 新余市佳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69821 深交罚决第:ZD068880号

72 怀远县恒盛物流有限公司 皖CB0559 深交罚决第:ZD068881号

73 怀远县恒盛物流有限公司 皖CB0559 深交罚决第:ZD068882号

74 怀远县恒盛物流有限公司 皖C83086 深交罚决第:ZD068883号

75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GT224 深交罚决第:ZD068885号

76 惠州市鑫惠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L99881 深交罚决第:ZD068886号

77 深圳市新涟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BHQ067 深交罚决第:ZD068898号

78 王亮 粤BJN855 深交罚决第:ZD068900号

79 深圳市新涟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BHH603 深交罚决第:ZD068901号

80 深圳崴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JR196 深交罚决第:ZD068907号

81 兰陵县中顺物流有限公司 鲁Q930AB 深交罚决第:ZD068920号

82 高安市巨浪汽运有限公司 赣C3J255 深交罚决第:ZD068932号

83 怀远县宏业物流有限公司 皖CA8799 深交罚决第:ZD068935号

84 怀远县荆涂运输有限公司 皖C81338 深交罚决第:ZD068936号

85 贺州市桂嘉运输有限公司 桂J06529 深交罚决第:ZD068938号

86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BD98210 深交罚决第:ZD069662号

87 深圳市瑞隆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Y486 深交罚决第:ZD069669号

88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169 深交罚决第:ZD069674号

89 深圳崴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HW479 深交罚决第:ZD067680号

90 刘武 粤BJJ163 深交罚决第:ZD069681号

91 深圳市深铁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H147 深交罚决第:ZD069684号

92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837 深交罚决第:ZD069685号

93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T808 深交罚决第:ZD069686号

94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FC004 深交罚决第:ZD069688号

95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0R1R5 深交罚决第:ZD069693号

96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DZ684 深交罚决第:ZD069695号

97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EL264 深交罚决第:ZD069696号

98 六安市启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皖NA7342 深交罚决第:ZD069712号

99 浙江通远物流有限公司 浙D10586 深交罚决第:ZD069714号

100 阜阳市颍东宏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M0285 深交罚决第:ZD069716号

101 宣城市鹏辉物流有限公司 皖PB3190 深交罚决第:ZD069720号

102 兰陵县中顺物流有限公司 鲁Q8978H 深交罚决第:ZD069721号

103 阜阳市颍州路运有限公司 皖KM6699 深交罚决第:ZD069723号

104 广西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D0959 深交罚决第:ZD069724号

105 邢台佳威运输有限公司 冀ER2448 深交罚决第:ZD069727号

106 郯城丰驰运输有限公司 鲁Q229CU 深交罚决第:ZD069734号

107 怀远县宏顺物流有限公司 皖C83656 深交罚决第:ZD069737号

108 南城华运物流有限公司 赣FA5251 深交罚决第:ZD069738号

109 南城金速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F03991 深交罚决第:ZD069739号

110 翟培海 粤BDF6685 深交罚决第:ZD069634号

111 陈文忠 粤B2A49T 深交罚决第:ZD069628号

112 王武林 粤BDA2303 深交罚决第:ZD069625号

113 杨松凯 粤BDU8915 深交罚决第:ZD069650号

114 马秀锋 粤BDU0738 深交罚决第:ZD069626号

115 杨勇 粤BDM9253 深交罚决第:ZD069637号

116 舒野 粤BDW3259 深交罚决第:ZD069636号

117 岳伟鹏 粤BDZ7572 深交罚决第:ZD069595号

118 李志 粤BDY4375 深交罚决第:ZD069638号

119 熊柏清 粤BDQ0655 深交罚决第:ZD069630号



120 高安市志远汽运有限公司 赣C3N972 深交罚决第:ZD068711号

121 新余市和顺汽运有限公司 赣K68070 深交罚决第:ZD068703号

122 深圳市灰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8841号

123 深圳市福田区华鑫汽配行(经营者:张桂英) / 深交罚决第:ZD068766号

124 深圳市三维都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9641号

125 深圳市华递供应链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176号

126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罚决第:ZD069596号

127 浙江广裕物流有限公司 浙GK0383 深交罚决第:ZD069593号

128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7921 深交罚决第:ZD069592号

129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W2216 深交罚决第:ZD069589号

130 柳州市恒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883 深交罚决第:ZD069585号

131 江西省展达实业有限公司 赣C9692U 深交罚决第:ZD068707号

132 深圳市名车园车辆修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9621号

133 深圳市大三叶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150号

134 李风阳
 粤B2R78R
 深交罚决第：ZD034882号

135
深圳市光明新区玉塘长发汽车服务中心(经营

者:步召燕)
/ 深交罚决第：ZD060803号

136 蔡海岭
 豫P0W693
 深交罚决第：ZD074615号

137 曹六生
 粤B8FH79
 深交罚决第：ZD073509号

138 蒋强
 粤CGQ959
 深交罚决第：ZD073508号

139 王文庆
 粤BDZ2980
 深交罚决第：ZD073507号

140 侯波波
 粤BDY3209
 深交罚决第：ZD074744号

141 深圳市能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粤B99FS0
 深交罚决第：ZD073506号

142 卢宏林
 粤BDY3263
 深交罚决第：ZD064587号

143 新国线集团(桂林)运输有限公司
 桂C21716
 深交罚决第：ZD064584号

144 李伟沅
 / 深交罚决第：ZD064595号

145 王文庆
 粤BDZ2980
 深交罚决第：ZD064592号

146 陈长
 粤BDG1612
 深交罚决第：ZD064590号

147 李劲辉
 粤BJS170
 深交罚决第：ZD064589号

148 廖金芝
 粤S2QZ42
 深交罚决第：ZD074691号

149 李民太
 / 深交罚决第：ZD064488号

150 苏温航
 粤BDN5872
 深交罚决第：ZD064583号

151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爱心车友会汽车服务中心

(曾伟忠)
/ 深交罚决第：ZD064399号

152 罗楚丰
 赣D90270
 深交罚决第：ZD074661号

153 李小航
 粤BA00079
 深交罚决第：ZD074717号

154 深圳市鹏优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4703号

155 吴辉平
 / 深交罚决第：ZD064493号

156 廖勇
 粤BDH5743
 深交罚决第：ZD074712号

157 陈明
 粤BDL0563
 深交罚决第：ZD064471号

158 王叶平
 粤SE16U6
 深交罚决第：ZD074612号

159 张伟权
 粤B6ZN30
 深交罚决第：ZD074713号

160 何嘉毓
 粤BDT1778
 深交罚决第：ZD074716号



161 湛江市麻章区湛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G46486
 深交罚决第：ZD064524号

162 王帆
 粤BDP1642
 深交罚决第：ZD064248号

163 湛江市麻章区湛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G46486
 深交罚决第：ZD064523号

164深圳市光明区起点车管家汽车维修中心(经营者:廖千里))
 / 深交罚决第：ZD064479号

165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佳盛建材经销部(周明佳)
 / 深交罚决第：ZD074720号

166 钟美才
 粤BA33645
 深交罚决第：ZD064521号

167 陈志斌
 粤BDY8633
 深交罚决第：ZD074628号

168 高锐科
 赣DK8039
 深交罚决第：ZD074676号

169  任康
 粤BD00019
 深交罚决第：ZD074678号

170 侯保玉
 粤MLB576
 深交罚决第：ZD074672号

171 深圳市朋顺达交通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4456号

172 王傲值
 粤B3Z21N
 深交罚决第：ZD074660号

173 王帆
 粤BDP1642
 深交罚决第：ZD074598号

174 陈华明
 鄂A21D7N
 深交罚决第：ZD074688号

175 王福胜
 粤BDQ1727
 深交罚决第：ZD074527号

176 深圳市恒富源建材设备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4451号

177 中海立业(北京)建筑有限公司深圳第一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4395号

178 钟美才
 粤BA33645
 深交罚决第：ZD074662号

179 深圳市国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329
 深交罚决第：ZD064470号

180 王福胜

 粤BDQ1727

 深交罚决第：ZD060933号

181 廖安强
 粤BJS790
 深交罚决第：ZD064369号

182 伊川县昌利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4260号

183 肖汉龙
 粤BDN2218
 深交罚决第：ZD074687号

184 王国珍
 / 深交罚决第：ZD064491号

185 吴信超
 粤BX1909
 深交罚决第：ZD060588号

186 孟永贵
 / 深交罚决第：ZD060742号

187 深圳市瑞隆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H677
 深交罚决第：ZD060735号

188 广西运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博白汽车总站 桂KY9901 深交罚决第: ZD032696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S576挂 深交催告第:ZD003585号

2 李汉军 粤S69326 深交催告第:ZD003358号

3 李平忠 粤BDM8415 深交催告第:ZD003443号

4 严志云 粤L7769P 深交催告第:ZD003580号

5 刘海 粤BBC783 深交催告第:ZD003444号

6 深圳市七大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JG950 深交催告第:ZD003452号

7 梧州市骏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桂D00391 深交催告第：ZD014974号

8 梧州市骏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桂D63953 深交催告第：ZD014975号

9 龙南县龙达运输有限公司 赣B58638 深交催告第：ZD014951号

10 温县佳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HH8616 深交催告第：ZD014925号

11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昌万汽运有限公司 赣C6N779 深交催告第：ZD014976号

三、催告书



12 高安市中钰物流有限公司 赣C7959U 深交催告第：ZD014931号

13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国标汽运有限公司 赣C3K230 深交催告第：ZD014957号

14 高安市中钰物流有限公司 赣C7167U 深交催告第：ZD014944号

15 高安市中钰物流有限公司 赣C7167U 深交催告第：ZD014934号

16 高安市中钰物流有限公司 赣C7167U 深交催告第：ZD014938号

17 深圳市车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14632号

18 阜南县中原物流有限公司 皖K61317 深交催告第：ZD014967号

19 广西明威物流有限公司 桂N90057 深交催告第：ZD014643号

20 吴成文 粤BDE9358 深交催告第：ZD014636号

21 彭泽县远龙运输有限公司 赣GP3618 深交催告第：ZD014958号

22 彭泽县远龙运输有限公司 赣GP3618 深交催告第：ZD014923号

23 深圳市深长宏源液化气有限公司 粤BE691N 深交催告第：ZD015149号

24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JF011 深交催告第：ZD014625号

25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FH684 深交催告第：ZD014629号

26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DZ234 深交催告第：ZD014630号

27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D984 深交催告第：ZD014631号

28 钱卫锋 / 深交催告第：ZD014917号

29 广西柳州市大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7099 深交催告第：ZD014918号

30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537 深交催告第：ZD014919号

31 信丰华洲物流有限公司 赣B79262 深交催告第：ZD014920号

32 奉新伟达货运中心 赣C5F278 深交催告第ZD014921号

33 柳州市富亿运输有限公司 桂BA6296 深交催告第ZD014926号

34 兰陵县中顺物流有限公司 鲁Q799BF 深交催告第ZD014930号

35 抚州市东乡区佳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F59281 深交催告第ZD014932号

36 南城县安康物流有限公司 赣F06602 深交催告第ZD014936号

37 兰陵县中顺物流有限公司 鲁Q03H48 深交催告第ZD014937号

38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87256 深交催告第ZD014940号

39 奉新县华信物流服务中心 赣CU7403 深交催告第ZD014941号

40 樟树市创鑫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4P539 深交催告第ZD014946号

41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87256 深交催告第ZD014950号

42 南城县文华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F71856 深交催告第ZD014952号

43 广西贵港市奔马运输有限公司 桂R72219 深交催告第ZD014954号

44 广西贵港市奔马运输有限公司 桂R03262 深交催告第ZD014955号

45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催告第ZD014961号

46 阜阳市万恒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J2618 深交催告第ZD014962号

47 柳州市富亿运输有限公司 桂BA6301 深交催告第ZD014963号

48 奉新县安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45935 深交催告第ZD014964号

49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6111 深交催告第ZD014965号

50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14966号

51 浙江通远物流有限公司 浙DS6626 深交催告第ZD014968号

52 贺州市广运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桂J65661 深交催告第ZD014969号

53 柳州市富亿运输有限公司 桂B35858 深交催告第ZD014970号

54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7911 深交催告第ZD014971号

55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537 深交催告第ZD014972号

56 湖北恒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鄂B66399 深交催告第ZD014979号

57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催告第ZD014980号

58 怀远县恒运运输有限公司 皖C95993 深交催告第ZD017791号

59 杨小林 粤B668VX 深交催告第ZD014274号

60 赵卫东 粤BDS8360 深交催告第ZD014788号



61 莫崇根 粤B6P7T8 深交催告第ZD014765号

62 李丹龙 粤BDY3777 深交催告第ZD014796号

63 叶明振 粤BDN9650 深交催告第ZD014770号

64 李成军 粤BW3V86 深交催告第ZD014767号

65 胡太光 粤BDW3251 深交催告第ZD014764号

66 黄东顺 粤BDY2113 深交催告第ZD014781号

67 深圳市安浩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粤BY7626 深交催告第：ZD014774号

68 新余市隆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K59513 深交催告第：ZD014772号

69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 深交催告第:ZD014689号

70 王旭强 粤S6B2Y1 深交催告第:ZD009115号

71 柯昆鹏 粤BM7S86 深交催告第:ZD009289号

72 钟兴 粤BDJ1933 深交催告第:ZD009189号

73 李英伟 粤BF82505 深交催告第:ZD008437号

74 韦梓晓 粤BDP3743 深交催告第:ZD009214号

75 深圳市聚英达实业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342号

76 丁青富 粤BDQ3981 深交催告第:ZD009205号

77 深圳市哲众壹建材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337号

78 罗德生 粤BCP009 深交催告第:ZD009162号

79 杨飞 粤BDL2945 深交催告第:ZD009220号

80 王巍 粤BDQ6577 深交催告第:ZD009212号

81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新源鑫汽车维修中心(经

营者:黄展平)
/ 深交催告第:ZD009359号

82 廖传明 粤L42199 深交催告第:ZD009285号

83 梁秋荣 粤LD00196 深交催告第:ZD009283号

84 深圳市世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6225D 深交催告第:ZD009287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决定书号

1 深圳市鹏犀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Y2245 深交强处第：ZD008229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决定书号

1 陈利彬 粤BDH8809 深交证保第：ZD003383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保存清单号

1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 深交协查第Z0004746号

2 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建设中心 / 深交协查第Z0004745号

3 谭小华 / 深交协查第Z0004574号

4 东莞市东顺客运有限公司 粤SV8298 深交协查第Z0004573号

5 深圳市粤盈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协查（2020）003号

6 王占红 粤BD02297 深交协查第Z0006616号

六、协助调查通知书

四、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

五、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