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祝涛 粤BA38150 深交罚决第:ZD066262号
2 何康林 粤BDW3522 深交罚决第:ZD066273号
3 深圳市嘉瑞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U4945 深交罚决第:ZD066379号
4 覃志雷 粤BF16508 深交罚决第:ZD066384号
5 周国文 粤B8X75F 深交罚决第:ZD066004号
6 深圳市港诚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粤BJ331V 深交罚决第:ZD066216号
7 姚品强 粤BDU5015 深交罚决第:ZD066210号
8 深圳市金顺通非开挖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222号
9 深圳市新纪元运输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473号
10 深圳市浩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259号
11 深圳市大鹏新区兰姐顺风汽车美容服务中心(经营者:陈华才) / 深交罚决第:ZD066398号
12 深圳市龙岗区五菱汽车配件店(经营者:张民生) / 深交罚决第:ZD066121号
13 深圳市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377号
14 深圳市龙供供电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429号
15 湖南省卓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428号
16 深圳腾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435号
17 深圳市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396号
18 张永良 / 深交罚决第:ZD066263号
19 深圳市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470号
20 深圳市龙之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CC280 深交罚决第:ZD066286号
21 深圳市深发园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粤BHP070 深交罚决第:ZD066298号
22 荆州先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鄂D18706 深交罚决第:ZD066342号
23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X788 深交罚决第:ZD066359号
24 海丰县交通客车运输总公司 粤N02448 深交罚决第:ZD066367号
25 深圳市长途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粤BMJ895 深交罚决第:ZD066358号
26 深圳龙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37913D 深交罚决第:ZD0663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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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圳市亿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S772 深交罚决第:ZD066363号
28 兴宁市客运公司 粤MW3767 深交罚决第:ZD066334号
29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贤兴汽配店(经营者:曾令贤) / 深交罚决第:ZD066364号
30 江西安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302号
31 江西宇力物流有限公司 赣CL1325 深交罚决第:ZD066305号
32 海丰县交通客车运输总公司 粤N02448 深交罚决第:ZD066366号
33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102 深交罚决第:ZD066332号
34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3N288 深交罚决第:ZD066335号
35 杨小林 粤B668VX 深交罚决第:ZD061508号
36 深圳市凯意达实业有限公司 粤BHQ347 深交罚决第:ZD061573号
37 深圳市大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HF388 深交罚决第:ZD061574号
38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S456 深交罚决第:ZD061417号
39 杨保福 粤B4UV69 深交罚决第:ZD061424号
40 祝荣剑 粤BD85670 深交罚决第:ZD061398号
41 中山市振源运输有限公司 粤T48366 深交罚决第:ZD061413号
42 王立国 粤BJL845 深交罚决第:ZD061419号
43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JN650 深交罚决第:ZD061422号
44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GQ240 深交罚决第:ZD061423号
45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0BX37 深交罚决第:ZD061560号
46 东莞市安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SQ7506 深交罚决第:ZD061575号
47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S495 深交罚决第:ZD087380号
48 刘少明 粤BZ5T81 深交罚决第:ZD087383号
49 施泽然 粤BZ385R 深交罚决第:ZD087386号
50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S722 深交罚决第:ZD087393号
51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GP657 深交罚决第:ZD087394号
52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S698 深交罚决第:ZD087397号
53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Q199 深交罚决第:ZD087398号
54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9DE82 深交罚决第:ZD087399号
55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F129 深交罚决第:ZD087410号
56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B156 深交罚决第:ZD087412号
57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M251 深交罚决第:ZD087414号



58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755 深交罚决第:ZD087415号
59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Q435 深交罚决第:ZD087416号
60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FV172 深交罚决第:ZD087423号
61 宜丰县恒丰汽运有限公司 赣CN3022 深交罚决第:ZD087358号
62 深圳市龙之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BQ259 深交罚决第:ZD087360号
63 深圳市星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7445号
64 深圳市东禾运输有限公司 粤BCW768 深交罚决第:ZD087551号
65 凌碧峰 粤BD07237 深交罚决第:ZD087561号
66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975S9 深交罚决第:ZD087570号
67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975S9 深交罚决第:ZD087573号
68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975S9 深交罚决第:ZD087574号
69 深圳市西湖运输有限公司 粤BJB483 深交罚决第:ZD087582号
70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JC270 深交罚决第:ZD087420号
71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5Q664 深交罚决第:ZD087313号
72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5Q664 深交罚决第:ZD087314号
73 深圳市援宇顺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63号
74 紫金县运输公司 粤PR2315 深交罚决第:ZD087300号
75 樊清 粤BDQ1970 深交罚决第:ZD087280号
76 姚文 粤B8R50M 深交罚决第:ZD087258号
77 马庆俊 粤BA36688 深交罚决第:ZD087255号
78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DD1515 深交罚决第:ZD061966号
79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8M6J9 深交罚决第:ZD061967号
80 新余市和顺汽运有限公司 赣K68061 深交罚决第:ZD061937号
81 奉新县柯达物流服务中心 赣C5M651 深交罚决第:ZD061938号
82 余辉 粤BDS4589 深交罚决第:ZD087251号
83 王爱国 粤BDY0606 深交罚决第:ZD061759号
84 林俊然 粤BDF8916 深交罚决第:ZD037314号
85 李开银 粤BD80708 深交罚决第:ZD061613号
86 罗佳冰 粤BDF8813 深交罚决第:ZD037305号
87 代瑞 粤BDJ3558 深交罚决第:ZD037306号
88 张亚超 粤BA10866 深交罚决第:ZD061614号



89 深圳市福田区新深马汽车配件商行(经营者:黄九成) / 深交罚决第:ZD061930号
90 深圳市盐田区衡峰拖架配件店(何朝辉) / 深交罚决第:ZD061931号
91  深圳市罗湖区佳林汽配店(经营者:唐涛) / 深交罚决第:ZD061943号
92 广东蘩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黄贝岭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954号
93 深圳市海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7307号
94 高安市永泰汽运有限公司 赣CT7101 深交罚决第:ZD061617号
95 广西启大运输有限公司 桂AP6578 深交罚决第:ZD061619号
96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GE041 深交罚决第:ZD061775号
97 深圳市镇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773号
98 深圳市深安宏发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97201 深交罚决第:ZD061752号
99 深圳市援宇顺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54号
100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929号
101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B3U70 深交罚决第:ZD061756号
102 深圳市铁力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50号
103 上海林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623号
104 上海林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624号
105 上海林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1625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黑海军 粤BDB4408 深交催告第:ZD003754号
2 赵智斌 粤B6CT21 深交催告第:ZD003728号
3 李浪琴 粤BDZ9558 深交催告第:ZD003878号
4 郭奕雄 粤PZ8006 深交催告第:ZD003869号
5 刘良银 粤L96A56 深交催告第:ZD003867号
6 李荣江 粤B71HB6 深交催告第:ZD003864号
7 深圳市创铭源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794号
8 深圳市美车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790号
9 深圳市顺易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789号
10 深圳市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777号
11 深圳市浩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37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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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深圳市龙岗区祥和汽车维修服务部(经营者:郑春常) / 深交催告第:ZD003745号
13 深圳市通达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09928号
14 钟鑫 粤BA22305 深交催告第:ZD009936号
15 谢玲 粤BDL7450 深交催告第:ZD009929号
16 殷德辉 粤BDW4860 深交催告第:ZD009828号
17 张灿明 粤B6Q8X8 深交催告第:ZD009825号
18 陈川文 粤BD66051 深交催告第:ZD009826号
19 程玉清 粤BX91D9 深交催告第:ZD009833号
20 陈涛涛 赣G89870 深交催告第:ZD009831号
21 梁加峰 粤BX0263 深交催告第:ZD009823号
22 肖国华 粤SH4L73 深交催告第:ZD009926号
23 杨颜 粤B2X52K 深交催告第:ZD009836号
24 王克民 粤BFA1058 深交催告第:ZD009835号
25 王文权 粤B00CC8 深交催告第:ZD009834号
26 高飞飞 粤BDX5838 深交催告第:ZD009922号
27  陈效川 粤BDL3530 深交催告第:ZD009921号
28 钟美才 粤BA33645 深交催告第:ZD009923号
29 王振东 粤SZ8N96 深交催告第:ZD009838号
30 黄虎 粤WFR299 深交催告第:ZD009830号
31 许天胜 粤SM3R88 深交催告第:ZD009830号
32 邱喜创 粤BK6W91 深交催告第:ZD009820号
33 古峰 粤SH595U 深交催告第:ZD009817号
34 洪育盛 粤B489JU 深交催告第:ZD009819号
35 欧宋 粤B6JC63 深交催告第:ZD009930号
36 卢新晶 粤S6N71F 深交催告第:ZD009824号
37 深圳市安轮车制实业有限公司源通汽车配件商店 / 深交催告第ZD027517号
38 永新县德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D65918 深交催告第ZD027494号
39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27507号
40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27505号
41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149 深交催告第ZD027508号
42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149 深交催告第ZD027509号



43 吉安市赣鑫道路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赣D92948 深交催告第ZD027447号
44 广西佳鸿运输有限公司 桂BL5670 深交催告第ZD027463号
45 亳州市谯城区顺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SA4070 深交催告第ZD027476号
46 陈文波 粤B6Y29X 深交催告第ZD027518号
47 六安市启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皖NA0077 深交催告第ZD027493号
48 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 粤L91759 深交催告第ZD027485号
49 崔家玉 粤SD06837 深交催告第ZD027513号
50 宾阳县富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AP5380 深交催告第ZD027495号
51 深圳市鼎通非开挖技术有限公司 粤BDU112 深交催告第ZD027394号
52 邹韶华 粤BDT8980 深交催告第ZD027404号
53 福建荣朝物流有限公司 闽C58732 深交催告第ZD027557号
54 洪铿 粤BD01352 深交催告第ZD027408号
55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1338 深交催告第ZD027500号
56 广西柳州市大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30861 深交催告第ZD027501号
57 吉安八方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DK0620 深交催告第ZD027504号
58 江西海明物流有限公司 赣L57762 深交催告第ZD027514号
59 深圳市安浩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粤BZ0517 深交催告第ZD027519号
60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27520号
61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79177 深交催告第ZD027521号
62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6111 深交催告第ZD027522号
63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27523号
64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7831 深交催告第ZD027524号
65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27525号
66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27526号
67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F2553 深交催告第ZD027527号
68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1338 深交催告第ZD027528号
69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Y9186 深交催告第ZD027529号
70 峡江县领程物流有限公司 赣DK1970 深交催告第ZD027419号
71 南城县华亿物流有限公司 赣F16538 深交催告第ZD027420号
72 峡江县领程物流有限公司 赣D18640 深交催告第ZD027422号
73 阜阳市永利运输有限公司 皖KM5661 深交催告第ZD027424号



74 浙江通远物流有限公司 浙D11861 深交催告第ZD027450号
75 江西省鸿吉实业有限公司 赣CC0182 深交催告第ZD027451号
76 怀远县群发公路材料运输有限公司 皖C38950 深交催告第ZD027452号
77 丰城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赣CB2688 深交催告第ZD027453号
78 丰城市亿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CQ5056 深交催告第ZD027454号
79 柳州市富亿运输有限公司 桂BA7778 深交催告第ZD027455号
80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36857 深交催告第ZD027456号
81 广西艾莱运输有限公司 桂BY5967 深交催告第ZD027457号
82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A8599 深交催告第ZD027459号
83 高安市吉丰汽运有限公司 赣CT9058 深交催告第ZD027460号
84 怀远县群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C39152 深交催告第ZD027462号
85 绍兴市广通物流有限公司 浙DK0528 深交催告第ZD027465号
86 柳州市富亿运输有限公司 桂BA6283 深交催告第ZD027466号
87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29839 深交催告第ZD027468号
88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Z2756 深交催告第ZD027469号
89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29138 深交催告第ZD027471号
90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Z2756 深交催告第ZD027473号
91 江西士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44545 深交催告第ZD027475号
92 丰城市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C5M876 深交催告第ZD027477号
93 广西百色市铭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LD5355 深交催告第ZD027478号
94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36857 深交催告第ZD027479号
95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36857 深交催告第ZD027482号
96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HQ360 深交催告第ZD027486号
97 广西柳州市大和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E6913 深交催告第ZD027487号
98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488号
99 怀远县群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CA1302 深交催告第ZD027489号
100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1338 深交催告第ZD027490号
101 贵港市海润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桂R70791 深交催告第ZD027496号
102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717 深交催告第ZD027497号
103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Z2756 深交催告第ZD027498号
104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29138 深交催告第ZD027499号



105 怀远县世纪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皖C38040 深交催告第ZD019025号
106 贺州市辉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J66367 深交催告第ZD019051号
107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丽景汽车服务中心 / 深交催告第ZD027384号
108 深圳市南山区达记汽车精品店(经营者朱和达) / 深交催告第ZD027385号
109 崔友良 粤LX756V 深交催告第ZD028092号
110 曾伟琳 粤BDE6908 深交催告第ZD028094号
111 文举贤 粤BDA9726 深交催告第ZD027649号
112 山晓波 粤BDF5153 深交催告第ZD027650号
113 魏文佳 粤BA39191 深交催告第ZD027656号
114 孙文杰 粤BDF8590 深交催告第ZD027662号
115 卢水明 粤BDT0002 深交催告第ZD027663号
116 徐德荣 粤BDG9687 深交催告第ZD027667号
117 柳州市德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桂BD7668 深交催告第ZD027668号
118 梅小勇 粤BDY9383 深交催告第ZD027669号
119 罗旭 粤BM586B 深交催告第ZD027670号
120 黄石市龙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鄂B5Z689 深交催告第ZD027671号
121 柳州满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W1962 深交催告第ZD027672号
122 六安田园物流有限公司 皖N39273 深交催告第ZD027675号
123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677号
124 柳州兴满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1651 深交催告第ZD027683号
125 高安市华磊汽运有限公司 赣CX7056 深交催告第ZD027684号
126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685号
127 柳州市宏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H1209 深交催告第ZD027686号
128 高安市长辉汽运有限公司 赣C5L679 深交催告第ZD027688号
129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692号
130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693号
131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694号
132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M1515 深交催告第ZD027697号
133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F5936 深交催告第ZD027698号
134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Y8803 深交催告第ZD027699号
135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Z5822 深交催告第ZD027700号



136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A1650 深交催告第ZD027701号
137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Z2122 深交催告第ZD027702号
138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F5153 深交催告第ZD027703号
139 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 粤BDA8115 深交催告第ZD027704号
140  阜南银海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67386 深交催告第ZD027710号
141 柳州市宏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H1209 深交催告第ZD027712号
142 怀远县群发公路材料运输有限公司 皖C36877 深交催告第ZD027713号
143 柳州兴满汇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1651 深交催告第ZD027716号
144 江西省鸿吉实业有限公司 赣CC2061 深交催告第ZD027718号
145 柳州满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W1962 深交催告第ZD027724号
146 柳州市德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桂B28139 深交催告第ZD027730号
147 新余市琼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K51115 深交催告第ZD027734号
148 高安市华磊汽运有限公司 赣C7N631 深交催告第ZD027737号
149 丰城市亿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CQ5056 深交催告第ZD027740号
150 黄石市龙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鄂B5Z689 深交催告第ZD027745号
151 李俊萍 粤BDL0361 深交催告第ZD028099号
152 魏华 粤SK8N57 深交催告第ZD017906号
153 陈明德 粤BF70298 深交催告第ZD017903号
154 祝维强 粤BDA6023 深交催告第ZD027588号
155 曹东 粤BDU8859 深交催告第ZD027587号
156 高安市大城盛物流有限公司 赣C5C950 深交催告第ZD027627号
157 深圳市福田区龙翔汽车用品商行(经营者:陈碧珍) / 深交催告第ZD027615号
158 宾阳县鹏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AP8107 深交催告第ZD027611号
159 深圳市新达源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7604号
160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09607D 深交催告第ZD027665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号
1 四川合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川M6909A 深交强处第:ZD012206号

三、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