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深圳市安适捷中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87170D 深交违通第:ZD052951号
2 天一汇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851号
3 天一汇通(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852号
4 深圳市元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AV597 深交违通第:ZD054853号
5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 深交违通第:ZD051409号
6 郑应军 粤B63A63 深交违通第:ZD051108号
7 南昌市友胜物流有限公司 赣AE7855 深交违通第:ZD053976号
8 万载县辉达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82 深交违通第:ZD053977号
9 万载县昌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H0068 深交违通第:ZD053978号
10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R9610 深交违通第:ZD053979号
11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1280 深交违通第:ZD053988号
12 彭泽县聚友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GP2169 深交违通第:ZD053951号
13 南京佳平物流有限公司 苏AU8608 深交违通第:ZD053953号
14 广西荣盛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L3023 深交违通第:ZD053955号
15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J9675 深交违通第:ZD053958号
16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7 深交违通第:ZD053959号
17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0P581 深交违通第:ZD053960号
18 合浦宏鑫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E60037 深交违通第:ZD054925号
19 万载县昌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L6386 深交违通第:ZD054987号
20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H7933 深交违通第:ZD054990号
21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7328U 深交违通第:ZD054998号
22 铜鼓县金鑫汽运有限公司 赣C84458 深交违通第:ZD054984号
23 万载县昌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L1588 深交违通第:ZD054989号
24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H7933 深交违通第:ZD054991号
25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54992号
26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549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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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54994号
28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HS189 深交违通第:ZD054902号
29 深圳实诚物流有限公司 粤BGX296 深交违通第:ZD054903号
30 深圳市德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BR218 深交违通第:ZD054904号
31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H408 深交违通第:ZD054905号
32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N085 深交违通第:ZD054910号
33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V830 深交违通第:ZD054911号
34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049 深交违通第:ZD054912号
35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991 深交违通第:ZD054001号
36 南京佳平物流有限公司 苏AU2503 深交违通第:ZD054915号
37 无锡恒实运输有限公司 苏BW1069 深交违通第:ZD054917号
38 柳州市锦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211 深交违通第:ZD054919号
39 深圳市森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Z19Z8 深交违通第:ZD054920号
40 深圳市众友供应链有限公司 粤BGB703 深交违通第:ZD054921号
41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800 深交违通第:ZD054922号
42 深圳市深宁运输有限公司 粤BGN252 深交违通第:ZD054923号
43 惠州市集鑫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L54866 深交违通第:ZD054924号
44 宜黄县顺大物流有限公司 赣FA7703 深交违通第:ZD054995号
45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9269 深交违通第:ZD054996号
46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1280 深交违通第:ZD054997号
47 陕西鸿辰基建工程有限公司 陕UG8368 深交违通第:ZD052239号
48 深圳市众深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3626号
49 李鑫坤 粤BD59940 深交违通第:ZD053628号
50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53879号
51 南宁树林林运输有限公司 桂AN3372 深交违通第:ZD053880号
52 邢台锋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冀ER8387 深交违通第:ZD053881号
53 万载县锦顺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5913 深交违通第:ZD053882号
54 峡江县锦程物流有限公司 赣DD5213 深交违通第:ZD053883号
55 深圳市梁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AT089 深交违通第:ZD053884号
56 惠州市集鑫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L54391 深交违通第:ZD053887号
57 深圳市金亨达建材有限公司 粤BHQ516 深交违通第:ZD053892号



58 深圳市腾宏物流有限公司 粤B5V27E 深交违通第:ZD053893号
59 惠州新荣程物流有限公司 粤L60167 深交违通第:ZD053901号
60 深圳市天汇通达贸易有限公司 粤BBW035 深交违通第:ZD053902号
61 深圳市鑫超顺物流有限公司 粤BFN031 深交违通第:ZD053903号
62 广州市金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ADX668 深交违通第:ZD053905号
63 深圳市楚翔物流有限公司 粤BCM872 深交违通第:ZD053906号
64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E096 深交违通第:ZD053908号
65 东莞市顺怡搬运装卸有限公司 粤SV0916 深交违通第:ZD053910号
66 惠州市兴宏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L37487 深交违通第:ZD053912号
67 深圳市伟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U366 深交违通第:ZD053913号
68 深圳市利盛物流有限公司 粤BGN477 深交违通第:ZD053914号
69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318 深交违通第:ZD053915号
70 深圳市兴晨物流有限公司 粤BV1142 深交违通第:ZD053921号
71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鼎硕汽运有限公司 赣C566J3 深交违通第:ZD053926号
72 仪征全胜物流有限公司 苏KC8031 深交违通第:ZD053927号
73 柳州市锦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211 深交违通第:ZD053928号
74 邹城市鑫海物流有限公司 鲁H51J31 深交违通第:ZD053929号
75 临沂市盛世运输有限公司 鲁Q777GP 深交违通第:ZD053930号
76 柳州市锦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211 深交违通第:ZD053932号
77 钦州市云天物流有限公司 桂N88731 深交违通第:ZD053934号
78 彭泽县聚友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GP2169 深交违通第:ZD053935号
79 高安市安运汽运有限公司 赣C3C562 深交违通第:ZD053936号
80 柳州市锦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BA8211 深交违通第:ZD053938号
81 江苏双盛物流有限公司 苏AE7773 深交违通第:ZD053939号
82 广州市鼎兴物流有限公司 粤ABX888 深交违通第:ZD053940号
83 广东华强运输有限公司 粤ZDV82港 深交违通第:ZD053941号
84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JL199 深交违通第:ZD053943号
85 深圳市兴亚运供应链有限公司 粤BFG017 深交违通第:ZD053944号
86 深圳市深国瑞物流有限公司 粤BGZ590 深交违通第:ZD053945号
87 深圳市中粤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S6426 深交违通第:ZD053947号
88 江苏双盛物流有限公司 苏AE7773 深交违通第:ZD053962号



89 安徽震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皖AC5178 深交违通第:ZD053963号
90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Q563 深交违通第:ZD053966号
91 深圳市鑫洋物流有限公司 粤BBT378 深交违通第:ZD053970号
92 深圳市鑫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粤BGE495 深交违通第:ZD053972号
93 江苏双盛物流有限公司 苏AE7773 深交违通第:ZD053973号
94 南京佳平物流有限公司 苏AU2503 深交违通第:ZD053975号
95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T2990 深交违通第:ZD053980号
96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0P581 深交违通第:ZD053981号
97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鸿帆汽运有限公司 赣CX6939 深交违通第:ZD053982号
98 常州仁利运输有限公司 苏DJY997 深交违通第:ZD053984号
99 合肥鑫丰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皖AD2418 深交违通第:ZD053985号
100 合浦宏鑫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E13259 深交违通第:ZD053987号
101 广西裕龙物流有限公司 桂NB0363 深交违通第:ZD053992号
102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H7933 深交违通第:ZD053993号
103 万载县昌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H0068 深交违通第:ZD053994号
104 南昌市海峰物流有限公司 赣AE2692 深交违通第:ZD053996号
105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7328U 深交违通第:ZD053997号
106 万载县昌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L6386 深交违通第:ZD053998号
107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54000号
108 广东鸿兴运输有限公司 粤ZYP17港 深交违通第:ZD060157号
109 广州市明顺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AF8640 深交违通第:ZD060158号
110 深圳市亚凡物流有限公司 粤BW3096 深交违通第:ZD060161号
111 深圳市速安惠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粤BGB638 深交违通第:ZD060180号
112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B017 深交违通第:ZD060181号
113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351 深交违通第:ZD060182号
114 深圳市群鑫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粤BEU050 深交违通第:ZD060183号
115 东莞市合兴东消防工贸有限公司 粤SQ7578 深交违通第:ZD060186号
116 深圳市渝洲建材有限公司 粤BE1443 深交违通第:ZD060187号
117 万载县兴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赣CL6308 深交违通第:ZD054999号
118 万载县兴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赣CL6308 深交违通第:ZD053990号
119 万载县兴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赣CL6308 深交违通第:ZD054916号



120 深圳市中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46996号
121 深圳市申航物流有限公司 粤BBF755 深交违通第:ZD053306号
122 江西鸿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赣DK3228 深交违通第:ZD053989号
123 江西鸿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赣DK3228 深交违通第:ZD053991号
124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违通第:ZD053954号
125 安徽省万向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M3390 深交违通第:ZD053956号
126 江西江龙集团晨启物流汽运有限公司 赣C9N002 深交违通第:ZD053957号
127 武汉市山恩运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鄂AFF651 深交违通第:ZD053961号
128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00 深交违通第:ZD055000号
129 河北鑫华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冀FN4080 深交违通第:ZD054985号
130 亳州市谯城区陆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皖SA1601 深交违通第:ZD054988号
131 广西迅景运输有限公司 桂B77619 深交违通第:ZD054913号
132 深圳市星隆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839号
133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 / 深交违通第:ZD051393号
134 李娟丽 赣CDW625 深交违通第:ZD052770号
135 深圳市盐田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 深交违通第:ZD050392号
136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0347号
137 深圳市君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Y2386 深交违通第:ZD050207号
138 舒振元 粤BD43185 深交违通第:ZD051634号
139 邓富强 / 深交违通第:ZD037879号
140 深圳市同方电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粤BD3V89 深交违通第:ZD050607号
141 深圳市深港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JX485 深交违通第:ZD054876号
142 深圳市化轻危险品配送有限公司 粤B2JZ95 深交违通第:ZD054863号
143 高安市巨浪汽运有限公司 赣C3J255 深交违通第:ZD053876号
144 江西江龙集团天佑汽运有限公司 赣C7761U 深交违通第:ZD053877号
145 江西江龙集团晨启物流汽运有限公司 赣C3X302 深交违通第:ZD053878号
146 深圳市恒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G5635 深交违通第:ZD053885号
147 深圳市恒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D2939 深交违通第:ZD053891号
148 东莞市安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粤SB5613 深交违通第:ZD053904号
149 深圳市东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粤BFE640 深交违通第:ZD053917号
150 固镇县安顺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皖CA6757 深交违通第:ZD053931号



151 钦州市云天物流有限公司 桂N93178 深交违通第:ZD053933号
152 钦州市云天物流有限公司 桂N99753 深交违通第:ZD053937号
153 深圳市天堃物流有限公司 粤BW6262 深交违通第:ZD053942号
154 江西江龙集团晨启物流汽运有限公司 赣C9N002 深交违通第:ZD053964号
155 钦州市云天物流有限公司 桂N88731 深交违通第:ZD053965号
156 深圳市鑫恒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JR972 深交违通第:ZD053967号
157 东莞市汇百铭物流有限公司 粤S98329 深交违通第:ZD053968号
158 深圳市长青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FQ456 深交违通第:ZD053971号
159 万载县兴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赣CL2736 深交违通第:ZD053983号
160 江西鸿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赣DK3228 深交违通第:ZD053986号
161 阜阳市三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M6873 深交违通第:ZD053995号
162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E7716 深交违通第:ZD053999号
163 惠兴隆运输行 粤ZDD42港 深交违通第:ZD060159号
164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FQ501 深交违通第:ZD060160号
165 惠州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LP3875 深交违通第:ZD060177号
166 黄明 / 深交违通第:ZD049290号
167 深圳市海之韵运输有限公司 粤BHP113 深交违通第:ZD051481号
168 彭茂祥 皖KL9626 深交违通第:ZD052181号
169 符辰亮 粤P7473学 深交违通第:ZD052469号
170 梁赞 粤BF75169 深交违通第:ZD054749号
171 深圳市盐田区老赵油泵增压器配件店(实际经营者:赵国千) / 深交违通第:ZD052959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A13029 深交罚决第:ZD091767号
2 张朝宏 粤BDM9155 深交罚决第:ZD088066号
3 王志昭 粤BDZ0106 深交罚决第:ZD091777号
4 马春林 粤BDP5756 深交罚决第:ZD091776号
5 李洪 粤BDV234 深交罚决第:ZD091769号
6 杨承泉 粤BQ4429 深交罚决第:ZD091770号
7 徐艳通 粤S3R62M 深交罚决第:ZD091762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8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JT015 深交罚决第:ZD091760号
9 深圳市福田区建龙洗车场(经营者:肖华英) / 深交罚决第:ZD091764号
10 柳江县佳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L7111 深交罚决第:ZD091759号
11 东莞盛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SBV988 深交罚决第:ZD091755号
12 刘剑兵 粤BS2932 深交罚决第:ZD091498号
13 深圳市鑫鸿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495号
14 深圳车马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491号
15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488号
16 姜鑫 粤BDW5766 深交罚决第:ZD091473号
17 陕西青草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775号
18 陕西青草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774号
19 深圳市滨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266号
20 张春敏 粤B7QU02 深交罚决第:ZD087905号
21 韩坤 粤BDZ6508 深交罚决第:ZD087343号
22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0二车队 粤G45437 深交罚决第:ZD087333号
23 深圳市正利勘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084号
24 徐厚彬 粤BDT3632 深交罚决第:ZD087723号
25 杜进华 闽JCP185 深交罚决第:ZD087297号
26 马小强 粤BA07135 深交罚决第:ZD070135号
27 庄木勇 粤B7U04R 深交罚决第:ZD070131号
28 深圳市龙岗区来顺汽配行(经营者:徐春景) / 深交罚决第:ZD073789号
29 郑浚梃 粤BDN6055 深交罚决第:ZD073791号
30 王远英 粤BDZ7077 深交罚决第:ZD070133号
31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 / 深交罚决第:ZD070130号
32 欧阳文涛 粤BDN0381 深交罚决第:ZD070134号
33 刘鸿满 粤BDV9855 深交罚决第:ZD070140号
34 李国华 粤ST08E1 深交罚决第:ZD070142号
35 深圳市德奥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493号
36 安中来 粤BDL3282 深交罚决第:ZD091497号
37 魏斌 粤BDU8163 深交罚决第:ZD091753号
38 清远市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R39762 深交罚决第:ZD091754号



39 深圳市福田区车勇朋汽车美容中心(经营者:朱参勇) / 深交罚决第:ZD091765号
40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DV3578 深交罚决第:ZD091768号
41 余辉 粤B760XW 深交罚决第:ZD066829号
42 深圳市江佳鸿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868号
43 郭利伟 粤B0D4T2 深交罚决第:ZD066865号
44 深圳市粤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856号
45 深圳市隆盛鑫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粤J8758挂 深交罚决第:ZD066853号
46 全海 粤BDK3887 深交罚决第:ZD066824号
47 黎日新 粤BDJ0832 深交罚决第:ZD066823号
48 林海泉 粤BDN2372 深交罚决第:ZD066815号
49 钟元雄 粤B7H01D 深交罚决第:ZD066811号
50 深圳市嘉海达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81号
51 尹文琴 粤BDT1610 深交罚决第:ZD095016号
52 陈武豪 粤BDY2992 深交罚决第:ZD095009号
53 陈万金 粤BDY7876 深交罚决第:ZD095063号
54 深圳市南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62号
55 苏生权 粤BDN2330 深交罚决第:ZD095043号
56 祝自强 粤BDZ0668 深交罚决第:ZD095041号
57 深圳市南山区湛方自动波箱配件店(经营者:洪林养) / 深交罚决第:ZD095037号
58 钟叶川 粤BDG2133 深交罚决第:ZD066680号
59 深圳市德鑫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8号
60 深圳市龙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09号
61 深圳市爱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139号
62 付健超 粤BDB9918 深交罚决第:ZD066685号
63 深圳市龙岗区鑫顺汽修店(经营者:蔡兰香) / 深交罚决第:ZD066684号
64 深圳市德鑫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6号
65 深圳市德鑫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7号
66 深圳市宝驰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54号
67 深圳市坤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4号
68 深圳市漠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5号
69 深圳市创丰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69号



70 林达亮 粤BDZ9695 深交罚决第:ZD073825号
71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铭驰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张炳衡) / 深交罚决第:ZD066648号
72 深圳市龙岗区优洁汽车美容店(经营者:韦少财) / 深交罚决第:ZD066636号
73 谢青华 / 深交罚决第:ZD066634号
74 深圳市龙岗区丰通盛汽车维修服务部(经营者:刘永枝) / 深交罚决第:ZD070015号
75 深圳市悦龙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24号
76 刘学明 粤BD46920 深交罚决第:ZD091879号
77 深圳市和圳汽车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795号
78 孙斌 粤BDK9838 深交罚决第:ZD091793号
79 张欢 粤BDY5100 深交罚决第:ZD091786号
80 张利平 粤BDZ5987 深交罚决第:ZD091785号
81 秦浩 粤BA21852 深交罚决第:ZD091783号
82 申江 粤BA85605 深交罚决第:ZD091787号
83 何欢 粤BDJ2375 深交罚决第:ZD091790号
84 深圳市翰巍汽车美容有限公司中心城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791号
85 王海岚 粤B31AE1 深交罚决第:ZD091792号
86 深圳市深港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J6118 深交罚决第:ZD091799号
87 深圳砖一建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877号
88 深圳市深广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15JN6 深交罚决第:ZD091880号
89 钟同兵 粤BY3P76 深交罚决第:ZD091884号
90 范学泉 粤BDF9130 深交罚决第:ZD091889号
91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15号
92 深圳市惠翔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16号
93 深圳市正恒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17号
94 深圳市正恒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18号
95 侯仰波 粤L96248 深交罚决第:ZD091923号
96 深圳市恒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粤L032ZZ 深交罚决第:ZD091895号
97 董康平 粤BA29073 深交罚决第:ZD091896号
98 深圳市盐田区黎海电器商店(黎海) / 深交罚决第:ZD091900号
99 金立军 粤BDY3308 深交罚决第:ZD091905号
100 袁方敏 粤B812FH 深交罚决第:ZD091906号



101 湖北淼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10号
102 高安市巨浪汽运有限公司 赣C3G813 深交罚决第:ZD091914号
103 金良三 粤BDQ7766 深交罚决第:ZD091917号
104 冯建国 粤BDT7578 深交罚决第:ZD091918号
105 步伟桥 粤BDX9727 深交罚决第:ZD091938号
106 郭豪 粤BDE4625 深交罚决第:ZD091945号
107 深圳中港万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47号
108 深圳市华荣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627号
109 深圳市福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502号
110 肖继伟 粤BA14919 深交罚决第:ZD066503号
111 深圳市东立鹏通讯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507号
112 范宇 / 深交罚决第:ZD066513号
113 范宇 / 深交罚决第:ZD066515号
114 范宇 / 深交罚决第:ZD066518号
115 高能 / 深交罚决第:ZD066519号
116 江汝刚 粤BDU0669 深交罚决第:ZD066521号
117 深圳市盛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0Q55R 深交罚决第:ZD066525号
118 黎宇青 粤BDV2080 深交罚决第:ZD070071号
119 深圳市粤辉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83号
120 杜流德 粤BL485Z 深交罚决第:ZD070096号
121 郑敬耀 粤BF59432 深交罚决第:ZD070097号
122 致野(深圳)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41号
123 深圳市车部落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40号
124 陈春 粤BM86Z0 深交罚决第:ZD091930号
125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罚决第:ZD091924号
126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国标汽运有限公司 赣C3K230 深交罚决第:ZD091922号
127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罚决第:ZD091919号
128 龚裕民 粤BED942 深交罚决第:ZD091915号
129 蒋勤刚 粤BDR8892 深交罚决第:ZD091898号
130 何美红 粤BDX9292 深交罚决第:ZD091897号
131 深圳市玉清龙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58号



132 深圳市玉清龙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57号
133 钟作稳 粤BDE4442 深交罚决第:ZD066510号
134 徐定平 粤SP547X 深交罚决第:ZD066637号
135 深圳市龙岗区张传汽车美容店(经营者:张传国) / 深交罚决第:ZD066652号
136 深圳市绿建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683号
137 李小俊 粤B5822L 深交罚决第:ZD066687号
138 黄永兵 粤B2690Z 深交罚决第:ZD066691号
139 梁永树 粤BDQ0298 深交罚决第:ZD070049号
140 蒋桂保 粤BDY3389 深交罚决第:ZD070030号
141 雷笑 粤BDM3180 深交罚决第:ZD070048号
142 罗天文 粤BF41073 深交罚决第:ZD070050号
143 何得三 粤BA00905 深交罚决第:ZD070054号
144 谢春生 粤BF818R 深交罚决第:ZD070057号
145 张立 粤BDJ8291 深交罚决第:ZD070061号
146 深圳市赣坤达汽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58号
147 何建辉 粤BA07088 深交罚决第:ZD070088号
148 黄勇攀 粤BDH7775 深交罚决第:ZD070092号
149 深圳市鑫超顺物流有限公司 粤BER556 深交罚决第:ZD070091号
150 黄升根 粤B49F19 深交罚决第:ZD070080号
151 林目国 粤B619V9 深交罚决第:ZD070089号
152 深圳贵族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73号
153 深圳贵族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72号
154 谢振声 粤B5R83F 深交罚决第:ZD066630号
155 古新荣 粤BDB2670 深交罚决第:ZD066677号
156 深圳市龙岗区名顺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陈旭猛) / 深交罚决第:ZD066663号
157 深圳市龙岗区沙湾鑫惠汽车维修中心(经营者:黄志惠) / 深交罚决第:ZD066660号
158 深圳市龙鸿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656号
159 颜双发 粤BDM8521 深交罚决第:ZD066653号
160 周斌 粤BDY9726 深交罚决第:ZD066650号
161 深圳市云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05号
162 深圳市云龙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06号



163 曾俊威 粤BDD9135 深交罚决第:ZD070045号
164 尹小平 粤B7265D 深交罚决第:ZD070042号
165 祝利华 粤BA05860 深交罚决第:ZD070039号
166 李波 粤BE29S9 深交罚决第:ZD070028号
167 深圳市潮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27号
168 广州市伟利运输有限公司 粤AN2337 深交罚决第:ZD070065号
169 深圳市广运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粤AV3176 深交罚决第:ZD070064号
170 刘正茂 粤BA06239 深交罚决第:ZD070059号
171 王士成 粤BDF2966 深交罚决第:ZD070051号
172 杨斌 粤BDQ5397 深交罚决第:ZD070046号
173 深圳市三通商务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6R75N 深交罚决第:ZD0035807号
174 深圳市龙岗区胎窝子轮胎店(经营者:胡永平) / 深交罚决第:ZD070001号
175 深圳市豪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03号
176 深圳市鹏诚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04号
177 深圳市龙岗区鼎威自动变速箱维修养护中心(经营者:张金良) / 深交罚决第:ZD070022号
178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新金圣旅馆(经营者:罗月华) / 深交罚决第:ZD070020号
179 河南恩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54号
180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金宏顺汽车服务部(经营者:林建群) / 深交罚决第:ZD066747号
181 廖道海 粤BA19788 深交罚决第:ZD066745号
182 徐小民 粤BDQ2876 深交罚决第:ZD066744号
183 深圳市兴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Z2577 深交罚决第:ZD066740号
184 深圳市华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27号
185 深圳市驭九洲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ER542 深交罚决第:ZD066725号
186 深圳市翔鹏岩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16号
187 深圳市华宗晖商贸有限公司 粤B8G133 深交罚决第:ZD066715号
188 何继辉 粤BBE795 深交罚决第:ZD066706号
189 深圳市铧锋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01号
190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82号
191 深圳市炫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76号
192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81号
193 邱志华 粤BA35488 深交罚决第:ZD066771号



194 姚广德 粤BDH8390 深交罚决第:ZD066762号
195 周喜男 粤BM85G6 深交罚决第:ZD066759号
196 周建元 粤BDU9923 深交罚决第:ZD066749号
197 唐爱国 粤SZ00N1 深交罚决第:ZD066736号
198 深圳市粤中联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23号
199 黄远均 粤BT26R1 深交罚决第:ZD066714号
200 深圳市宏发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19号
201 深圳市港安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3371号
202 深圳市路安发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71号
203 房宜兴 粤BDC9979 深交罚决第:ZD066808号
204 惠州市鹏辉兴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806号
205 深圳市大鹏新区嘉洁汽车维修养护中心(经营者:魏德明) / 深交罚决第:ZD066801号
206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事处 / 深交罚决第:ZD066779号
207 深圳市三维半广告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50号
208 深圳市南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1948号
209 刘海龙 粤BDM2858 深交罚决第:ZD066777号
210 深圳市全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97号
211 深圳麦芽口腔门诊部 / 深交罚决第:ZD066799号
212 任小将 粤BDZ9391 深交罚决第:ZD091949号
213 深圳市隆兴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66792号
214 彭家栋 粤BDN9621 深交罚决第:ZD087704号
215 江西省展达实业有限公司 赣C9692U 深交罚决第:ZD087706号
216 黄石市龙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鄂B5Z689 深交罚决第:ZD087717号
217 深圳市深南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7719号
218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LY276 深交罚决第:ZD070204号
219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LY276 深交罚决第:ZD070203号
220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Y727 深交罚决第:ZD070191号
221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D485 深交罚决第:ZD070179号
222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D049 深交罚决第:ZD070176号
223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S139 深交罚决第:ZD070175号
224 陆河县第二运输公司  粤N04946 深交罚决第:ZD066958号



225 深圳市立帆运输有限公司 粤BJA179 深交罚决第:ZD066961号
226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16622 深交罚决第:ZD066964号
227  桂林泓顺运输有限公司 桂C16622 深交罚决第:ZD066965号
228 陈钦文 粤BDZ164 深交罚决第:ZD066974号
229 刘天恩 粤L7S548 深交罚决第:ZD066986号
230 六安市启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皖NB3772 深交罚决第:ZD066994号
231 尹彦恒 粤BDY9835 深交罚决第:ZD074047号
232 深圳市勇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M255 深交罚决第:ZD074054号
233 刘志超 粤BDG3231 深交罚决第:ZD074063号
234 梁家强 粤B74371D 深交罚决第:ZD066905号
235 徐海 粤BGR167 深交罚决第:ZD066908号
236 李红 粤BJP782 深交罚决第:ZD066909号
237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12BX2 深交罚决第:ZD066911号
238 覃绪航 粤B70759D 深交罚决第:ZD066917号
239 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兴宁客运分公司 粤ME8697 深交罚决第:ZD066918号
240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X412 深交罚决第:ZD066925号
241 刘烈明 粤B46787D 深交罚决第:ZD066929号
242 张全德 粤BFC871 深交罚决第:ZD066934号
243 惠州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 粤L44932 深交罚决第:ZD066941号
244 周为华 粤BD02971 深交罚决第:ZD066943号
245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粤BD46791 深交罚决第:ZD066950号
246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716 深交罚决第:ZD066951号
247 陆河县第二运输公司 粤N04946 深交罚决第:ZD066956号
248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T848U 深交罚决第:ZD074077号
249 龙富春 粤BJW837 深交罚决第:ZD074087号
250  深圳市国汇中天运输有限公司 粤B78227D 深交罚决第:ZD074089号
251 李颖 粤BJA433 深交罚决第:ZD074104号
252 汪芮 深交罚决第:ZD074105号
253 深圳市金华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粤BW2817 深交罚决第:ZD074108号
254 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 粤KP8962 深交罚决第:ZD074109号
255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司 豫R87756 深交罚决第:ZD074115号



256  陈绿谊  粤N68258 深交罚决第:ZD074120号
257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HW075 深交罚决第:ZD074123号
258  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 粤KP6916 深交罚决第:ZD074125号
259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粤B09339D 深交罚决第:ZD070164号
260  深圳市东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粤B76373D 深交罚决第:ZD070167号
261 吉安赣汇鑫运输有限公司 赣D6K762 深交罚决第:ZD070171号
262 合浦惠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E61259 深交罚决第:ZD066998号
263 深圳市嘉应环球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粤BN479挂 深交罚决第:ZD070320号
264 深圳市坤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E023 深交罚决第:ZD066919号
265 荆州先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鄂D07298 深交罚决第:ZD074086号
266 深圳市华宗晖商贸有限公司 粤BHA292 深交罚决第:ZD074053号
267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N419 深交罚决第:ZD074094号
268 深圳市融臻运输有限公司 粤BGW740 深交罚决第:ZD074096号
269 李洪银 粤J5996S 深交罚决第:ZD074032号
270 胡红四 粤BDN7195 深交罚决第:ZD092247号
271 张新培 粤BDD3376 深交罚决第:ZD073928号
272 陈仁活 粤BDQ4346 深交罚决第:ZD092236号
273 钟培瞬 / 深交罚决第:ZD074002号
274  李启兴 / 深交罚决第:ZD074005号
275  邝志华 粤WN2003 深交罚决第:ZD092232号
276 周口市鑫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3C533 深交罚决第:ZD074008号
277 深圳市元象实业有限公司 粤BKS628 深交罚决第:ZD073895号
278 何荣 粤L39J46 深交罚决第:ZD073965号
279 深圳市中天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H001 深交罚决第:ZD070173号
280 深圳市锦鑫建设有限公司 粤BJR173 深交罚决第:ZD066977号
281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HL273 深交罚决第:ZD074072号
282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N419 深交罚决第:ZD074093号
283 深圳市综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R4503 深交罚决第:ZD066936号
284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A390 深交罚决第:ZD074092号
285 深圳市伟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A946 深交罚决第:ZD074097号
286 深圳市燕山燕鹏石化有限公司 粤BP8X01 深交罚决第:ZD074076号



287 合浦运兴物流服务部 桂E82632 深交罚决第:ZD067000号
288 合浦惠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E98028 深交罚决第:ZD066992号
289 合浦宏鑫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E59877 深交罚决第:ZD066990号
290 合浦惠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E98028 深交罚决第:ZD066999号
291 合浦运兴物流服务部 桂E98085 深交罚决第:ZD066991号
292 合浦惠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E62089 深交罚决第:ZD066995号
293 合浦宏鑫货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E13259 深交罚决第:ZD066997号
294  深圳市鸿祥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粤B76128D 深交罚决第:ZD074039号
295 阳耀联合运输公司 粤ZFZ48港 深交罚决第:ZD070153号
296 深圳市中天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Z269 深交罚决第:ZD070188号
297 深圳市龙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180号
298  荆州先行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鄂D07298 深交罚决第:ZD074085号
299  游钦鸿 / 深交罚决第:ZD073879号
300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D8379 深交罚决第:ZD091372号
301 阳新县胜隆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鄂B65623 深交罚决第:ZD092155号
302 新余市中高投汽运有限公司 赣K83599 深交罚决第:ZD092139号
303 龙川苏记福怡货运有限公司 粤ZHC50港 深交罚决第:ZD091968号
304 南昌方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赣AC0257 深交罚决第:ZD092111号
305 袁前荣 川A25SR8 深交罚决第:ZD091744号
306 峡江县鑫盛物流有限公司 赣DH2852 深交罚决第:ZD092136号
307 深圳市吉鑫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Z925 深交罚决第:ZD092036号
308 深圳市正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M291 深交罚决第:ZD092027号
309  深圳市六安物流有限公司 粤BHS829 深交罚决第:ZD092113号
310  毛勇 贵DD1016 深交罚决第:ZD091969号
311 深圳市明融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BFR372 深交罚决第:ZD091965号
312 深圳市坤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V865 深交罚决第:ZD092008号
313 深圳市坤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X901 深交罚决第:ZD092009号
314  何毅 粤NMW503 深交罚决第:ZD091805号
315 深圳市瑞美运输有限公司 粤B41858D 深交罚决第:ZD091714号
316 深圳市华宗晖商贸有限公司 粤BHD052 深交罚决第:ZD073914号
317 深圳宜顺晟建设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2172号



318 东莞市鹏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粤S1921学 深交罚决第:ZD092181号
319 东莞市鹏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粤S3362学 深交罚决第:ZD092178号
320 东莞市鹏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粤S3362学 深交罚决第:ZD092179号
321 东莞市鹏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粤S1921学 深交罚决第:ZD092180号
322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U305 深交罚决第:ZD092213号
323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927号
324 深圳市中天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669 深交罚决第:ZD073921号
325 深圳市斯为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3971号
326 深圳市嘉瑞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EF411 深交罚决第:ZD073877号
327 陈文星 粤L032ZZ 深交罚决第:ZD092046号
328 广西马山永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AL1999 深交罚决第:ZD092098号
329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LQ730 深交罚决第:ZD092198号
330 黄勇攀 粤BDH7775 深交罚决第:ZD092240号
331 深圳市亿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723 深交罚决第:ZD073900号
332 深圳市明锋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2184号
333 深圳市汇安绿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粤B35485D 深交罚决第:ZD073995号
334 东莞市安凯运输有限公司 粤SSR427 深交罚决第:ZD073915号
335 吴可燎 粤BHD678 深交罚决第:ZD092044号
336 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粤B09207D 深交罚决第:ZD073926号
337 合浦惠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E61259 深交罚决第:ZD074033号
338 荆门万里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鄂H05182 深交罚决第:ZD074006号
339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787 深交罚决第:ZD092196号
340 朱海漩 粤B66JC9 深交罚决第:ZD073970号
341 江西江龙集团华枫汽运有限公司 赣C3K072 深交罚决第:ZD074034号
342 周口市鑫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Y1450 深交罚决第:ZD074031号
343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GM473 深交罚决第:ZD073934号
344 广东景海运输有限公司 粤ZYM27港 深交罚决第:ZD092049号
345 广州信捷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粤AAY389 深交罚决第:ZD092050号
346 蔡正伟 粤BDA6538 深交罚决第:ZD092244号
347 李英 粤SD26118 深交罚决第:ZD092241号
348 深圳市众腾物流有限公司 粤BHP887 深交罚决第:ZD091967号



349 深圳市臻之恒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EL970 深交罚决第:ZD092079号
350 江剑清 粤ADV533 深交罚决第:ZD092072号
351 江剑清 粤ADV533 深交罚决第:ZD092078号
352 深圳市满盈运输有限公司 粤BAS849 深交罚决第:ZD092141号
353 陈必力 粤BA28228 深交罚决第:ZD069974号
354  深圳市满盈运输有限公司  粤BAS849 深交罚决第:ZD092149号
355 高安市鹏锦物流有限公司 赣C2M612 深交罚决第:ZD092156号
356 林益弟 赣DK8039 深交罚决第:ZD069993号
357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488 深交罚决第:ZD091964号
358 莫爵德 粤BDA3413 深交罚决第:ZD091719号
359 高安市巨浪汽运有限公司 赣C3J255 深交罚决第:ZD092130号
360 葛朋 粤BDJ3081 深交罚决第:ZD077212号
361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罚决第:ZD092158号
362 梁山县祥通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鲁H28F50 深交罚决第:ZD092134号
363 怀远县融创物流有限公司 皖CA7020 深交罚决第:ZD092131号
364 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兴宁客运分公司 粤MW4306 深交罚决第:ZD092109号
365 南昌时通物流有限公司 赣AG1508 深交罚决第:ZD092108号
366 南城国邦物流有限公司 赣FA1551 深交罚决第:ZD092107号
367 柳州市诚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D0919 深交罚决第:ZD092097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香港星逸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粤BS5806 深交催告第:ZD037546号
2 深圳市公明研创谷孵化器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26号
3 深圳市恒兴鼎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赣CG6536 深交催告第:ZD037427号
4 洛阳泰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28号
5 邱喜创 粤BK6W91 深交催告第:ZD037429号
6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GK820 深交催告第:ZD037431号
7 深圳市益华盛世建材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32号
8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S550挂 深交催告第:ZD037433号
9 罗永芝 粤B665EY 深交催告第:ZD037434号

三、催告书



10 冯斯康 粤P5449学 深交催告第:ZD037435号
11 深圳市潮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43号
12 深圳市鸿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44号
13 深圳市昊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45号
14 深圳市通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46号
15 甘天来 / 深交催告第:ZD037448号
16 深圳市潮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51号
17 曹陆英 粤B2Z62V 深交催告第:ZD037457号
18 刘双生 粤B5QL66 深交催告第:ZD037460号
19 赵庆坤 粤S5W2A2(临时) 深交催告第:ZD037461号
20 赖浩明 粤PN8098 深交催告第:ZD037462号
21 刘伟 湘J1R399 深交催告第:ZD037465号
22 刘春根 粤L49Q98 深交催告第:ZD037467号
23 何志明 粤LU510J 深交催告第:ZD037468号
24 曹喜彬 粤SXA313 深交催告第:ZD037473号
25 赖德福 粤B89896 深交催告第:ZD037474号
26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伟记汽车修理厂(邓才伟) / 深交催告第:ZD037475号
27 杨阳 赣C5099V 深交催告第:ZD037477号
28 深圳市光明区起点车管家汽车维修中心(经营者:廖千里)) / 深交催告第:ZD037478号
29 深圳市龙岗区骏升轮胎电池经营部(经营者:黄楷滨) / 深交催告第:ZD037480号
30 肖聂 粤BDT9665 深交催告第:ZD037481号
31 林胜威 赣AVL928 深交催告第:ZD037483号
32 四川锦尚云华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484号
33 徐先春 粤B0Y53K 深交催告第:ZD037488号
34 袁绪涛 粤B67FZ2 深交催告第:ZD037489号
35 向凌 粤BDN9315 深交催告第:ZD037490号
36 乐江湖 粤S6Q3Z6 深交催告第:ZD037491号
37 高小行 粤BA21126 深交催告第:ZD037492号
38 张麟 粤B07JF0 深交催告第:ZD037494号
39 王文庆 粤BDZ2980 深交催告第:ZD037496号
40 陈星 粤SD19808 深交催告第:ZD037498号



41 深圳市裕鑫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粤BD9S88 深交催告第:ZD037500号
42 深圳市有路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01号
43 俞祖桂 粤BDE7138 深交催告第:ZD037503号
44 陶成建 粤BDY0265 深交催告第:ZD037507号
45 李军 / 深交催告第:ZD037508号
46 骆振广 粤S27AK3 深交催告第:ZD037509号
47 王文全 粤BDX3696 深交催告第:ZD037510号
48 姚世超 粤BD08459 深交催告第:ZD037511号
49 冉江勃 粤BD58490 深交催告第:ZD037512号
50 深圳市有路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13号
51 深圳市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14号
52 叶仕政 粤BP8W14 深交催告第:ZD037516号
53 樊军 粤BC73W3 深交催告第:ZD037517号
54 深圳市晓晓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粤B26HH9 深交催告第:ZD037518号
55 南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23号
56 深圳市喜多多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24号
57 深圳市德源宝混凝土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25号
58 深圳市德源宝混凝土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26号
59 杨德平 粤BDE8953 深交催告第:ZD037531号
60 张涛 粤BDZ5418 深交催告第:ZD037532号
61 附兴强 粤BA07267 深交催告第:ZD037533号
62 冯思令 粤BDN5191 深交催告第:ZD037534号
63 于金洲 粤BDP5638 深交催告第:ZD037535号
64 苏广有 粤B2W73Y 深交催告第:ZD037536号
65 马业龙 粤BD55630 深交催告第:ZD037537号
66 唐维帅 粤BDW7530 深交催告第:ZD037538号
67 高安市欧发汽运有限公司 赣CX9436 深交催告第:ZD037540号
68 四川省绘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541号
69 四川省绘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鄂FDQ568 深交催告第:ZD037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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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进华 闽JCP185 深交强处第:ZD004573号
2 深圳市禄和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Q4170 深交强处第:ZD005411号
3 戴怡胜 粤S572XD 深交强处第:ZD005852号
4 吴信亮 粤SN8R43 深交强处第:ZD005879号
5 深圳市商旅通运输租赁有限公司 粤BCT890 深交强处第:ZD005424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号
1 连平县佳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粤P9899学 深交证保决第:ZD005910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协助调查通知书号
1 深圳市田景实业有限公司 赣C33152 深交协查第:Z0006937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扣押决定书号
1 铙志勇 粤SM6A85 深交扣第:ZD000445号
2 深圳市优尔优科技有限公司 粤BP15K8 深交扣第:ZD004615号

六、协助调查通知书

七、扣押决定书

五、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