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茂名市众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粤G57082 深交违通第:ZD041314号
2 张如香 粤BK6073 深交违通第:ZD047258号
3 东莞市迪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S22601 深交违通第:ZD047281号
4 覃家成 粤BF31038 深交违通第:ZD041812号
5 罗海涛 粤BF4195 深交违通第:ZD041809号
6 刘欢 粤BA6W98 深交违通第:ZD039635号
7 深圳市龙岗区来者发汽车配件店(经营者:邓佳风) / 深交违通第:ZD038851号
8 李志彬 粤BD02828 深交违通第:ZD039637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深圳市正茂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粤B2U3T8 深交罚决第:ZD066264号
2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H078挂 深交罚决第:ZD066271号
3 深圳市速维汽车生活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270号
4 深圳市车莱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257号
5 深圳市圣威宝混凝土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482号
6 深圳市平安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471号
7 深圳市宏展土石方有限公司 粤BGN235 深交罚决第:ZD066183号
8 深圳市合丰源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粤BJW936 深交罚决第:ZD066176号
9 东源县华翔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619学 深交罚决第:ZD066038号
10 东源县华翔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619学 深交罚决第:ZD067761号
11 深圳市弘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L1045 深交罚决第:ZD067765号
12 深圳市森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6H7Z5 深交罚决第:ZD067757号
13 深圳市中粤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Y6216 深交罚决第:ZD066175号
14 深圳市奥特尔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粤BCS430 深交罚决第:ZD066236号
15 深圳市新瑞梓建材有限公司 粤BFY224 深交罚决第:ZD068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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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N707挂 深交罚决第:ZD068218号
17 深圳市港深通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B1J19A 深交罚决第:ZD066047号
18 湖南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靖州分公司 湘N81170 深交罚决第:ZD066078号
19 深圳市越兴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粤BHW439 深交罚决第:ZD066048号
20 深圳市金泰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5352D 深交罚决第:ZD066172号
21 深圳市金泰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6800D 深交罚决第:ZD066171号
22 深圳市大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HV252 深交罚决第:ZD066080号
23 河源市源城区鸿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625学 深交罚决第:ZD066187号
24 广西运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博白汽车总站 桂KL9621 深交罚决第:ZD068186号
25 深圳市宝华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B0X87N 深交罚决第:ZD066229号
26 深圳市金凯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K343 深交罚决第:ZD066244号
27 深圳市金凯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V550 深交罚决第:ZD066094号
28 广东合韵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096 深交罚决第:ZD066058号
29 陈雄 赣L30399 深交罚决第:ZD066041号
30 深圳市凯意达实业有限公司 粤BHK457 深交罚决第:ZD066155号
31 深圳市凯意达实业有限公司 粤BJA447 深交罚决第:ZD066156号
32 深圳市深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粤BHB871 深交罚决第:ZD066215号
33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KR172 深交罚决第:ZD066081号
34 深圳市恒信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Z015 深交罚决第:ZD066084号
35 惠州市忠记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L8032学 深交罚决第:ZD066190号
36 惠州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中心 粤L5622学 深交罚决第:ZD066184号
37 英德市华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6720学 深交罚决第:ZD066191号
38 深圳市达裕投资有限公司 粤BHV949 深交罚决第:ZD066178号
39 深圳市达裕投资有限公司 粤BJV055 深交罚决第:ZD066179号
40 深圳市达裕投资有限公司 粤BHD933 深交罚决第:ZD066180号
41 深圳市达裕投资有限公司 粤BJZ607 深交罚决第:ZD066181号
42 深圳市华杰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粤BGL536 深交罚决第:ZD066173号
43 深圳市金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380 深交罚决第:ZD066029号
44 深圳市鼎盛乾坤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X705 深交罚决第:ZD066032号
45 黄国发 粤BDR8809 深交罚决第:ZD066042号
46 深圳市金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380 深交罚决第:ZD066028号



47 深圳市凯意达实业有限公司 粤BHK457 深交罚决第:ZD066154号
48 深圳市新兰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193号
49 杨海杰 / 深交罚决第:ZD066040号
50 刘时洁 / 深交罚决第:ZD067775号
51 邓以江 赣C8292X 深交罚决第:ZD079235号
52 深圳市顺途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BW68Y9 深交罚决第:ZD079723号
53 深圳市恒信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C192 深交罚决第:ZD079649号
54 卓金练 / 深交罚决第:ZD079636号
55 沈红义 粤BDD6643 深交罚决第:ZD079621号
56 罗纪茂 粤SE2W11 深交罚决第:ZD073701号
57 周志成 粤BDR3292 深交罚决第:ZD073710号
58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友海货运代理服务部 / 深交罚决第:ZD0004094号
59 陈定城 粤BD82545 深交罚决第:ZD079640号
60 汤四海 粤B9U94S 深交罚决第:ZD079455号
61 平潭综合实验区金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628号
62 汕尾市深联小汽车有限公司 粤NSL926 深交罚决第:ZD079537号
63 王广明 粤BJY179 深交罚决第:ZD079581号
64 吉安市兴骋运输有限公司 赣D9D811 深交罚决第:ZD079622号
65 广州市宇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DF352 深交罚决第:ZD079637号
66 深圳市佳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627号
67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鑫达轮胎店 / 深交罚决第:ZD079617号
68 深圳市交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粤B74326D 深交罚决第:ZD073700号
69 深圳市乾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626号
70 连平县佳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粤P9099学 深交罚决第:ZD079638号
71 深圳市双彩虹广告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62号
72 苏土华 粤B2RX05 深交罚决第:ZD079526号
73 陈启栋 粤BDQ7526 深交罚决第:ZD079549号
74 深圳市国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K570 深交罚决第:ZD079585号
75 深圳市捷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43158D 深交罚决第:ZD079532号
76 深圳市捷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3123D 深交罚决第:ZD079531号
77 罗俊 粤BDZ8586 深交罚决第:ZD079619号



78 瞿宗福 粤BDB0025 深交罚决第:ZD073721号
79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46号
80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44号
81 陈瑞涛 粤BDX5300 深交罚决第:ZD079618号
82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40号
83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38号
84 阳胶 粤BDM9449 深交罚决第:ZD073715号
85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723号
86 赖广明 粤BDS966 深交罚决第:ZD073716号
87 邓建雄 桂C26027 深交罚决第:ZD073718号
88 深圳市宝供供电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717号
89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37号
90 肖新红 / 深交罚决第:ZD079633号
91 深圳市碧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9436号
92 深圳市锦鑫建设有限公司 粤BJJ076 深交罚决第:ZD061516号
93 吉安市赣鑫道路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赣D91143 深交罚决第:ZD061555号
94 卿新星 粤BKZ157 深交罚决第:ZD061531号
95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277 深交罚决第:ZD061503号
96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277 深交罚决第:ZD061504号
97 林筑凯 / 深交罚决第:ZD061505号
98 陈色林 粤NFF190 深交罚决第:ZD061506号
99 陈少景 粤BY613E 深交罚决第:ZD061507号
100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W666 深交罚决第:ZD061515号
101 深圳市鸿亿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粤BKT702 深交罚决第:ZD061533号
102 深圳市深发园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粤BJU706 深交罚决第:ZD061534号
103 深圳市深发园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粤BJU706 深交罚决第:ZD061535号
104 深圳市斯为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05153F 深交罚决第:ZD061539号
105 孔维珂 粤BDS6968 深交罚决第:ZD061350号
106 罗云 粤BF22863 深交罚决第:ZD061205号
107 林敬财 粤B23HH5 深交罚决第:ZD061577号
108 杨小冰 粤BDJ9293 深交罚决第:ZD061579号



109 龙友清 粤B9E76H 深交罚决第:ZD061368号
110 深圳市筑梦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584号
111 深圳市鑫顺翔物流有限公司 粤B4A13Y 深交罚决第:ZD061611号
112 深圳市鑫顺翔物流有限公司 粤B9K1F8 深交罚决第:ZD061612号
113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 深交罚决第:ZD061597号
114 深圳市罗湖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 深交罚决第:ZD061596号
115 深圳市捷航通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47号
116 深圳市捷航通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48号
117 深圳市捷航通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608号
118 深圳市斯为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T7382 深交罚决第:ZD061589号
119 兴宁市客运公司 粤MW3966 深交罚决第:ZD061586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874号
2 深圳市宝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892号
3 康辉 / 深交催告第:ZD009857号
4 叶元勇 粤BF70349 深交催告第:ZD009679号
5 深圳市鑫顺翔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770号
6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V146 深交催告第:ZD009888号
7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A807 深交催告第:ZD009893号
8 深圳市深源汇建筑建材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899号
9 皮振志 粤BQ7F00 深交催告第:ZD009870号
10 李福源 / 深交催告第:ZD009803号
11 苏洪亚 / 深交催告第:ZD009809号
12 刘付勇 粤B56AH6 深交催告第:ZD009753号
13 王福胜 粤BDN8986 深交催告第:ZD009811号
14 深圳市安圳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FR108 深交催告第:ZD009798号
15 深圳市安圳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FR180 深交催告第:ZD009841号
16 钟美才 粤BA33645 深交催告第:ZD009762号
17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浪淘沙建材商行 / 深交催告第:ZD009640号

三、催告书



18 深圳市高路东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7558号
19 深圳市广昌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EE431 深交催告第ZD027400号
20 深圳市喜多多物流有限公司 粤BFQ387 深交催告第ZD027545号
21 深圳市德晟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7572号
22 深圳市易杰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E120 深交催告第ZD027562号
23 深圳市易杰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Y278 深交催告第ZD027401号
24 深圳市吉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A211 深交催告第ZD027399号
25 上海传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沪DR9671 深交催告第ZD017887号
26 上海传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沪DR5925 深交催告第ZD015883号
27 南宁市日千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AE3206 深交催告第ZD027544号
28 南阳市腾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RR6622 深交催告第ZD027347号
29 深圳市中南服务巴士有限公司 粤BEZ040 深交催告第ZD027390号
30 万载县金安运输有限公司 赣CJ7456 深交催告第ZD017897号
31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149 深交催告第ZD027570号
32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27569号
33 江西省志飞物流有限公司 赣C3E819 深交催告第ZD027571号
34 唐红平 湘M9AB88 深交催告第ZD027566号
35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Z738 深交催告第ZD027579号
36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Q699 深交催告第ZD027576号
37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S456 深交催告第ZD027577号
38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002 深交催告第ZD027563号
39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183 深交催告第ZD027578号
40 深圳市龙之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CC227 深交催告第ZD027574号
41 深圳市衡威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 粤BDE351 深交催告第ZD027407号
42 深圳市锦鑫建设有限公司 粤BHZ737 深交催告第ZD027565号
43 江西轩安物流有限公司 赣CN6649 深交催告第ZD027402号
44 高安市中钰物流有限公司 赣C7959U 深交催告第ZD027403号
45 阜南县生辉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67268 深交催告第ZD027410号
46 深圳市申安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JV988 深交催告第ZD027546号
47 深圳市路海物流有限公司 粤BHS222 深交催告第ZD027397号
48 董茂龙 粤B589DZ 深交催告第ZD027315号



49 深圳崴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JA449 深交催告第ZD027393号
50 深圳市南山区粤好车族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黄惠平) / 深交催告第ZD027398号
51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E040 深交催告第ZD027406号
52 于辉 粤BC0P51 深交催告第ZD027560号
53 陈汉育 粤B5P6B5 深交催告第ZD027561号
54 新余市和顺汽运有限公司 赣K68061 深交催告第ZD027575号
55 李剑 川Y08A72 深交催告第ZD027581号
56 邱成浩 粤BDP3620 深交催告第ZD017913号
57 金华善 粤BDQ3338 深交催告第ZD017931号
58 肖强 粤BDW3933 深交催告第ZD017929号
59 郭北武 粤BDD0862 深交催告第ZD017909号
60 钟荣玉 粤BDG1901 深交催告第ZD017912号
61 王翔 粤BDS9092 深交催告第ZD017911号
62 深圳市高路东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8078号
63 深圳市路顺鑫货运有限公司 粤B5L8X9 深交催告第ZD017941号
64 深圳市易杰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S848 深交催告第ZD017910号
65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17916号
66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17917号
67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17918号
68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17919号
69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17925号
70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149 深交催告第ZD017920号
71 柳州军运贸易有限公司 桂BL0538 深交催告第ZD017921号
72 新余市佳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69821 深交催告第ZD017950号
73 广东省湛江市交通运输集团客运有限公司 粤G45470 深交催告第ZD017939号
74 深圳市深南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17935号
75 奉新县安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45935 深交催告第ZD017928号
76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15867号
77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7543号

四、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号
1 深圳市洲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M9073 深交强处第:ZD000645号
2 中科鹏龙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粤B35973D 深交强处第:ZD000560号
3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09607D 深交强处第:ZD002118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协助调查通知书号
1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建设管理中心 / 深交协查第:Z0005579号
2 东莞市东顺客运有限公司 粤SV8298 深交协查第:Z0003929号
3 桂林市笛笛运输有限公司 桂C62227 深交协查第:Z0005634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证据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号
1 深圳市湘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粤B9JC25 深交证保决第:ZD007048号
2 东莞市明成电镀有限公司 粤SL2V73 深交证保决第:ZD007042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号
1 东源县八达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848学 深交证保第:ZD001514号
2 珠海市安顺康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C2926学 深交证保第:ZD001488号

七、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六、证据登记保存处理决定书

五、协助调查通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