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兴顺汽运有限公司 赣CH3882 深交违通第:ZD032533号
2 深圳滴嗒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粤BC2138 深交违通第:ZD001237号
3 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38258号
4 深圳市春润名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0778号
5 深圳市诚信达搬运有限公司 粤BZ4479 深交违通第:Z0107256号
6 吉安瑞丰物流有限公司 赣D17258 深交违通第:ZD021636号
7 涡阳县志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S65387 深交违通第:ZD010224号
8 涡阳县志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S61913 深交违通第:ZD010223号
9 阜阳市优阳物流有限公司 皖KQ8925 深交违通第:ZD010219号
10 阳谷永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鲁PM1583 深交违通第:ZD021542号
11 阜阳市优阳物流有限公司  皖KQ8925 深交违通第:ZD021627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广东华穗兴机动车技术有限公司  粤AH719学 深交罚决第:ZD088341号
2 深圳市华辅汽车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粤BAY111 深交罚决第:ZD088339号
3  深圳市南翔物流有限公司 粤BEQ495 深交罚决第:ZD088337号
4 惠东县平山王跃华手机店(经营者:王跃华) 粤L519XH 深交罚决第:ZD088336 号
5  惠东县平山蔡乐华电子商务服务部(经营者:蔡乐华) 粤L9513G 深交罚决第:ZD088335号
6 深圳市文平物流有限公司 粤BRE08挂 深交罚决第:ZD088322号
7 深圳市吉安全货运有限公司  粤BAP107 深交罚决第:ZD088321 号
8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740 深交罚决第:ZD088302 号
9 深圳市元象实业有限公司 粤BGT084 深交罚决第:ZD088195号
10 深圳市元象实业有限公司 粤BKH152 深交罚决第:ZD088194号
11 东源县惠源方程式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8893学 深交罚决第:ZD088180号
12 河源市源城区广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9308学 深交罚决第:ZD0881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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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东源县顺源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8127学 深交罚决第:ZD088178号
14  吴理定 粤BD07695 深交罚决第:ZD088144号
15  邢勇 粤BN06H1 深交罚决第:ZD088112号
16 合浦运兴物流服务部 桂E82632 深交罚决第:ZD088105号
17 合浦运兴物流服务部 桂E98085 深交罚决第:ZD088104号
18 合浦运兴物流服务部 桂E61563 深交罚决第:ZD088103号
19 汪海洋 / 深交罚决第:ZD088290号
20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JL199 深交罚决第:ZD088286号
21 黄钦海 / 深交罚决第:ZD088283号
22 吴京卫 / 深交罚决第:ZD088279号
23 邓博文 粤BDD1883 深交罚决第:ZD088264号
24 常林海 粤BD80716 深交罚决第:ZD088262号
25  杨涛 粤BDD7180 深交罚决第:ZD088261号
26 郝燕萍 粤BDT4460 深交罚决第:ZD088247号
27 张爱军 粤BDX9526 深交罚决第:ZD088246号
28 许昌万里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外事旅游分公司 豫K70999 深交罚决第:ZD088224号
29 桂林骏达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全州汽车总站 桂CK3626 深交罚决第:ZD088222号
30 深圳市正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268 深交罚决第:ZD088219号
31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KH359 深交罚决第:ZD088218号
32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LV877 深交罚决第:ZD088217号
33 深圳市正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268 深交罚决第:ZD088214号
34 东源县八达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848学 深交罚决第:ZD088211号
35 东源县八达通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C2926学 深交罚决第:ZD088210号
36 英德市荣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7596学 深交罚决第:ZD088207号
37 深圳市宗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Z967 深交罚决第:ZD088205号
38 深圳市宗智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Z967 深交罚决第:ZD088204号
39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P845 深交罚决第:ZD088201号
40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Y055 深交罚决第:ZD087996号
41  陈红卫 粤BDC8382 深交罚决第:ZD060680号
42 深圳市高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W443 深交罚决第:ZD088278 号
43 深圳市华程交通有限公司 粤BD85517 深交罚决第:ZD069863号



44 广西博白县第二运输有限公司 桂KY2931 深交罚决第:ZD069866号
45 东莞彩森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粤SC1125 深交罚决第:ZD069869号
46 深圳市七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JP810 深交罚决第:ZD069889号
47 佛山市顺德区行顺物流有限公司  粤X39348 深交罚决第:ZD087993号
48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HJ529 深交罚决第:ZD087994号
49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JA233 深交罚决第:ZD088001号
50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JA233 深交罚决第:ZD088003号
51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陆川分公司 桂KT0003 深交罚决第:ZD088005号
52  深圳市长青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DH75挂 深交罚决第:ZD088008号
53 福建闽通长运股份有限公司建宁分公司 闽GY1691 深交罚决第:ZD088013 号
54 江西江龙集团中龙汽车融资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赣CX3172 深交罚决第:ZD088014号
55 广州禧臻运输有限公司 粤ADN471 深交罚决第:ZD088206号
56 东莞市长城客运有限公司 粤SE6131 深交罚决第:ZD088213号
57 张申武 粤BD07153 深交罚决第:ZD088228号
58 深圳市吉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EV205 深交罚决第:ZD088233 号
59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B622 深交罚决第:ZD088073 号
60  李进 鄂L1H585 深交罚决第:ZD088239号
61 李涛 粤BDV3711 深交罚决第:ZD088244号
62  刘学 粤BD44902 深交罚决第:ZD088260号
63 李英伟 粤BF82505 深交罚决第:ZD088265号
64 李洪武 粤BDD1551 深交罚决第:ZD088270号
65 深圳市信誉鑫运输有限公司 粤BJH609 深交罚决第:ZD088271号
66 王海波 粤BD94148 深交罚决第:ZD088273号
67  张申申 豫P7C690 深交罚决第:ZD088274号
68 吴昌俊 / 深交罚决第:ZD088280号
69 深圳市义庄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8287号
70 焦作交运集团鑫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豫HM5130 深交罚决第:ZD088289号
71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成兴汽车服务中心(赵玲凤 ) / 深交罚决第:ZD088291号
72 韩笋 粤BD88310 深交罚决第:ZD088293号
73 韩笋 粤BD88311 深交罚决第:ZD088295号
74 深圳市金华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粤BW2891 深交罚决第:ZD088297号



75 阳敏 粤BDA9223 深交罚决第:ZD088298号
76 黄祝盛 粤B8ZC39 深交罚决第:ZD088299号
77 怀远县凯旋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皖CA6025 深交罚决第:ZD087881号
78 邢台市宏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冀EM8521 深交罚决第:ZD087883号
79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00 深交罚决第:ZD087889号
80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00 深交罚决第:ZD087890号
81 高安市豪顺物流有限公司 赣CU6436 深交罚决第:ZD087892号
82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00 深交罚决第:ZD087893号
83 江西广运汽运有限公司 赣CQ8802 深交罚决第:ZD087894号
84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罚决第:ZD087897 号
85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罚决第:ZD087898号
86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罚决第:ZD087899号
87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8023 深交罚决第:ZD087900号
88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罚决第:ZD088106号
89 南阳盛世同兴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豫RX1365 深交罚决第:ZD088107号
90 阜阳大运物流有限公司 皖KJ9889 深交罚决第:ZD088108号
91 阜阳大运物流有限公司 皖KN6888 深交罚决第:ZD088109号
92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罚决第:ZD088113 号
93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罚决第:ZD088114号
94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00 深交罚决第:ZD088115 号
95 江西广运汽运有限公司 赣CQ8802 深交罚决第:ZD088116号
96 广西世纪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桂A96573 深交罚决第:ZD088117号
97 安徽省万向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M3390 深交罚决第:ZD088118号
98 柳州市泳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7559 深交罚决第:ZD088119号
99 柳州市泳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7559 深交罚决第:ZD088120号
100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H977 深交罚决第:ZD088128号
101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Q977 深交罚决第:ZD088131号
102 李正东 粤BFX863 深交罚决第:ZD088134号
103 东莞市嘉多宝贸易有限公司 粤SM3997 深交罚决第:ZD088141号
104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Y480 深交罚决第:ZD088153号
105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GP610 深交罚决第:ZD088161号



106 深圳市新涟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BHU527 深交罚决第:ZD088172号
107 和平县广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经营者:黄焕然) 粤P3M293 深交罚决第:ZD088173号
108 惠州市惠城区战友驾驶员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粤L19Z00 深交罚决第:ZD088174号
109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273 深交罚决第:ZD088175号
110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273 深交罚决第:ZD088176号
111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273 深交罚决第:ZD088177号
112 荆州先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鄂D18709 深交罚决第:ZD088190号
113 东源县南翔交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PK4143 深交罚决第:ZD088191号
114 深圳市七大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HC778 深交罚决第:ZD088310号
115 深圳市七大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HC778 深交罚决第:ZD088311号
116 深圳市来逞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HL266 深交罚决第:ZD088312号
117 深圳市来逞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HL266 深交罚决第:ZD088313号
118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M716 深交罚决第:ZD088318号
119 深圳市鹏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74577D 深交罚决第:ZD088326号
120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HH949 深交罚决第:ZD088329号
121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S698 深交罚决第:ZD088330号
122 林晓勉 赣C3X405 深交罚决第:ZD088338号
123 深圳市飞安冷藏配送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BGM153 深交罚决第:ZD088342号
124 深圳市飞安冷藏配送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BEW692 深交罚决第:ZD088343号
125 黄五俚 粤BD81273 深交罚决第:ZD079465号
126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罚决第:ZD087886号
127 江西广运汽运有限公司 赣C5H959 深交罚决第:ZD088102号
128 抚州富旺物流有限公司 赣F91750 深交罚决第:ZD087887号
129 吉安市赣鑫道路运输发展有限公司 赣D8B596 深交罚决第:ZD079325号
130 程王剑 粤BL8648 深交罚决第:ZD079323号
131  付梅根 粤BDJ2812 深交罚决第:ZD079319号
132 紫金县永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廖振业) 粤P6451学 深交罚决第:ZD079731号
133 惠州市新里程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粤K9X891 深交罚决第:ZD079734号
134 惠州市新里程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粤K9X891 深交罚决第:ZD079732号
135 深圳市宝路华新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R0888 深交罚决第:ZD028044号
136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19 深交罚决第:ZD088478号



137 奉新县江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C45093 深交罚决第:ZD088476号
138 柳州市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D0919 深交罚决第:ZD088461号
139 广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ZHF84港 深交罚决第:ZD088430号
140 柳州市泳威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28600 深交罚决第:ZD088427号
141 郑小辉 粤BDD7797 深交罚决第:ZD088423号
142 何光钦 粤BGE397 深交罚决第:ZD088417号
143 河源市源城区九洲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赖镜平 ) 粤L2E277 深交罚决第:ZD088409号
144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CX703 深交罚决第:ZD069923号
145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C4896 深交罚决第:ZD069909 号
146 深圳市平安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5N270 深交罚决第:ZD088491号
147 南城县祥顺物流有限公司 赣FB8738 深交罚决第:ZD088487号
148 徐闻县湛闻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粤GJ2377 深交罚决第:ZD088486号
149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36 深交罚决第:ZD088485号
150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19 深交罚决第:ZD088473号
151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05 深交罚决第:ZD088472号
152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91 深交罚决第:ZD088471号
153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23 深交罚决第:ZD088470号
154 深圳市合志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粤BHS097 深交罚决第:ZD088469号
155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91 深交罚决第:ZD088468号
156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91 深交罚决第:ZD088467号
157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23 深交罚决第:ZD088466号
158 深圳市源车坊汽车服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143 号
159  深圳市新纪元运输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133号
160 深圳市宏途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FR122 深交罚决第:ZD091123号
161 深圳市源达成实业有限公司 粤BJW467 深交罚决第:ZD091118号
162  深圳市源达成实业有限公司 粤BJW467 深交罚决第:ZD091117号
163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LB831 深交罚决第:ZD091114号
164 深圳市七大洲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JG950 深交罚决第:ZD091105号
165 郑少团 粤B8283T 深交罚决第:ZD088399号
166 深圳市源达成实业有限公司 粤BHX643 深交罚决第:ZD088396号
167 蒋能军 粤BT288Q 深交罚决第:ZD088390号



168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988 深交罚决第:ZD088377号
169 河源市源城区九洲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赖镜平 ) 粤L2E277 深交罚决第:ZD088352号
170 深圳市盛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W257 深交罚决第:ZD071525号
171 深圳市盛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D180 深交罚决第:ZD071579号
172 广西陆川华宇物流集团长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KV0869 深交罚决第:ZD071439号
173 深圳市金穗泰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粤BJV257 深交罚决第:ZD071524号
174 深圳市金穗泰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粤BJM938 深交罚决第:ZD071520号
175 深圳市金穗泰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粤BJC030 深交罚决第:ZD071522号
176 深圳市金穗泰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粤BHP637 深交罚决第:ZD071523 号
177 惠民县宏通冷藏物流有限公司 鲁MAS975 深交罚决第:ZD071784 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尹晓雄 粤B9WQ09 深交催告第:ZD036870号
2 王现锋 赣G57T81 深交催告第:ZD036894号
3 赵伟 粤B5A138 深交催告第:ZD036867号
4 曾祥冲 粤BA65G2 深交催告第:ZD036895号
5 吴盛渊 粤SZ62X7 深交催告第:ZD036863号
6 蔡伟填 粤BA10213 深交催告第:ZD036896号
7 罗俊 粤BDZ8586 深交催告第:ZD036893号
8 马耀忠 粤BDC7827 深交催告第:ZD036889号
9 谢林浩 粤BDY3520 深交催告第:ZD036901号
10 曾艺 / 深交催告第:ZD036892号
11 韦荣外 粤BDN6080 深交催告第:ZD036899号
12 刘俊 粤BDV3009 深交催告第:ZD036900号
13 彭伟 粤BA50203 深交催告第:ZD036862号
14 杨虎 粤BDP3057 深交催告第:ZD036897号
15 杨净 粤BDV5575 深交催告第:ZD036898号
16 邓阳雄 粤S3X3W9 深交催告第:ZD036858号
17 朱俊威 粤S7L9K6 深交催告第:ZD036859号
18 杨兵 粤S67092 深交催告第:ZD036902号

三、催告书



19 蔡金华 / 深交催告第:ZD036871号
20 深圳市恒通强物流有限公司 粤BEZ607 深交催告第:ZD019055号
21 阜南县振宇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67080 深交催告第:ZD019101号
22 深圳市广集源物流有限公司 粤BBF929 深交催告第:ZD019107号
23 高安市友福汽运有限公司 赣C4M662 深交催告第:ZD019108号
24 江西抚州长运有限公司南城分公司 赣F91291 深交催告第:ZD019110号
25 邢台犇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冀ER0337 深交催告第:ZD019111号
26 阜阳市永利运输有限公司  皖KL2888 深交催告第:ZD019112号
27 怀远县恒盛物流有限公司 皖C84569 深交催告第:ZD019113号
28 邢台犇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冀EP6331 深交催告第:ZD019115号
29 阜南县永远物流有限公司 皖KP5785 深交催告第:ZD019126号
30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16622 深交催告第:ZD019129号
31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16622 深交催告第:ZD019130号
32 深圳市福田区伽马威盛汽车用品店(经营者:方旭) / 深交催告第:ZD019131号
33 古学宾 豫ND6272 深交催告第:ZD019631号
34 深圳市赣顺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Y677 深交催告第:ZD019632号
35 广西驰程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那坡汽车总站 桂L80333 深交催告第:ZD019635号
36  广西合浦泛珠运输有限公司 桂E61935 深交催告第:ZD019636号
37 永福县速辉运输有限公司 桂CM1389 深交催告第:ZD019644号
38 博白县永发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KR7233 深交催告第:ZD028055号
39 深圳市飞腾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BBZ838 深交催告第:ZD028064号
40 蔡耀惶 粤BDR9797 深交催告第:ZD028072号
41  深圳市豪业物流有限公司 粤BS839挂 深交催告第:ZD028004号
42  深圳市豪业物流有限公司 粤BME072 深交催告第:ZD028007号
43 吉安市精越物流有限公司 赣DH2153 深交催告第:ZD028012号
44  广东省信宜市信用运输发展公司  粤KX2533 深交催告第:ZD028014号
45 余景清 粤BDT2651 深交催告第ZD008939号
46 深圳市远发混凝土有限公司 粤BEJ900 深交催告第ZD008934号
47 柳江县佳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L5656 深交催告第ZD014029号
48 泗县中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L37380 深交催告第ZD017489号
49 深圳市盛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U597 深交催告第ZD01413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