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深圳市粤龙石油产品运输有限公司 粤BS3139 深交罚决第:ZD095978号
2  深圳市盈合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46491D 深交罚决第:ZD095562号
3 刘治明 粤BKQ505 深交罚决第:ZD088146号
4 汪旭日 粤B1W71K 深交罚决第:ZD088243号
5 东源县惠源方程式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8999学 深交罚决第:ZD095981号
6 深圳市龙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ML192 深交罚决第:ZD095988号
7 李红兵 粤BDS3852 深交罚决第:ZD095918号
8 陈国华 粤BDZ5161 深交罚决第:ZD095920号
9 刘雨  粤ST21Q2 深交罚决第:ZD095919号
10 东源县惠源方程式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S72B49 深交罚决第:ZD095931号
11 东源县惠源方程式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S72B49 深交罚决第:ZD095932号
12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KR815 深交罚决第:ZD095936号
13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LR208 深交罚决第:ZD095937号
14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A807 深交罚决第:ZD095938号
15 深圳市大富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粤B78673D 深交罚决第:ZD095939号
16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A807 深交罚决第:ZD095943号
17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LR208 深交罚决第:ZD095944号
18 彭善洲 粤BJG321 深交罚决第:ZD095588号
19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LH109 深交罚决第:ZD095594号
20 深圳市金亨达建材有限公司 粤BJU975 深交罚决第:ZD095598号
21  黎永良  粤BJU755 深交罚决第:ZD095601号
22 廖亚兵 粤BHL202 深交罚决第:ZD095611号
23 深圳市金亨达建材有限公司 粤BJS645 深交罚决第:ZD095618号
24 廖家龙 粤BFE6602 深交罚决第:ZD095824号
25 深圳市安顺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G2281 深交罚决第:ZD095832号
26 深圳市盈合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48461D 深交罚决第:ZD0954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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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圳市盈合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GJ544 深交罚决第:ZD095449号
28 深圳市盈合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FR244 深交罚决第:ZD095901号
29 郑加喜 桂L81839 深交罚决第:ZD095915号
30 深圳市腾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DF009 深交罚决第:ZD095968号
31 深圳市慢车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876号
32 曾俊人 粤BD73721 深交罚决第:ZD095841号
33 深圳市深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44426D 深交罚决第:ZD095844号
34 韦盛坤 粤X0039A 深交罚决第:ZD095847号
35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JG107 深交罚决第:ZD095580号
36 深圳市金凯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X088 深交罚决第:ZD095581号
37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S2932 深交罚决第:ZD095591号
38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J616 深交罚决第:ZD095595号
39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N513 深交罚决第:ZD095603号
40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JX870 深交罚决第:ZD095607号
41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202 深交罚决第:ZD095612号
42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A583 深交罚决第:ZD095613号
43 深圳市国汇中天运输有限公司 粤B71931D 深交罚决第:ZD095617号
44 谭甲武 渝A9W0X3 深交罚决第:ZD095826号
45 莫招霖 粤BM595Q 深交罚决第:ZD095827号
46 洪秋德 / 深交罚决第:ZD095437号
47 东莞市嘉鑫顺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SC0930 深交罚决第:ZD095447号
48 东莞市宝山煤气有限公司 粤SXA313 深交罚决第:ZD095927号
49 东莞市宝山煤气有限公司 粤SXA313 深交罚决第:ZD095928号
50 茂名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化州运输分公司  粤K22842 深交罚决第:ZD095934号
51  湖南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芷江分公司 湘N71808 深交罚决第:ZD095951号
52  深圳深丰建设有限公司 粤BJL310 深交罚决第:ZD095952号
53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司 豫RA5031 深交罚决第:ZD095962号
54  东莞市国魁运输有限公司 粤SR6125 深交罚决第:ZD095983号
55 深圳市中汇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GT064 深交罚决第:ZD095984号
56 深圳市深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44426D 深交罚决第:ZD095845号
57 左双成  粤BZ7756 深交罚决第:ZD095989号



58 广西运美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玉林客运汽车总站 桂KB1170 深交罚决第:ZD095997号
59  深圳市景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823 深交罚决第:ZD095999号
60 深圳市新保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000号
61 无锡华旅客运有限公司 苏BQ2332 深交罚决第:ZD096879号
62 郴州市湘粤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湘L9QS26 深交罚决第:ZD096882号
63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05Z19 深交罚决第:ZD096886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柳州欧马可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L6923 深交催告第:ZD020008号
2 顾四喜 粤BJQ333 深交催告第:ZD020010号
3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D011 深交催告第:ZD020013号
4 怀远县宏顺物流有限公司 皖C83656 深交催告第:ZD020017号
5 郯城丰驰运输有限公司  鲁Q229CU 深交催告第:ZD020018号
6  邢台佳威运输有限公司 冀ER2448 深交催告第:ZD020019号
7 阜阳市颍州路运有限公司 皖KM6699 深交催告第:ZD020020号
8 宣城市鹏辉物流有限公司  皖PB3190 深交催告第:ZD020022号
9 阜阳市颍东宏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M0285 深交催告第:ZD020023号
10 浙江通远物流有限公司 浙D10586 深交催告第:ZD020024号
11 六安市启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皖NA7342 深交催告第:ZD020025号
12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FC004 深交催告第:ZD020026号
13 怀远县宏业物流有限公司 皖CA8799 深交催告第:ZD020030号
14 南城金速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F03991 深交催告第:ZD020032号
15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爱心车友会汽车服务中心(曾伟忠) / 深交催告第:ZD020033号
16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催告第:ZD020044号
17  深圳市星隆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华强店 / 深交催告第:ZD020055号
18 黄友山 粤BDS3555 深交催告第:ZD020470号
19 和平县鹏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S7SU83 深交催告第:ZD020476号
20 李晓分 粤BDW8776 深交催告第:ZD020479号
21 曾汉平 粤BA32431 深交催告第:ZD020481号
22 陆兰景 粤BEH826 深交催告第:ZD0204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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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863R0 深交催告第:ZD020465号
24 广西玉林市岭南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A7617 深交催告第:ZD020469号
25 连平县深源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0177学 深交催告第:ZD019955号
26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司  豫R97539 深交催告第:ZD019957号
27 深圳市中天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R362 深交催告第:ZD019961号
28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V6982 深交催告第:ZD019962号
29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V6982 深交催告第:ZD019963号
30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V6982 深交催告第:ZD019964号
31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Y1631 深交催告第:ZD019965号
32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Y1631 深交催告第:ZD019966号
33 广西奔马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桂KY1631 深交催告第:ZD019967号
34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31128D 深交催告第:ZD020424号
35 深圳市光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C003 深交催告第:ZD043775号
36 清远市通发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8737学 深交催告第:ZD020428号
37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36228D 深交催告第:ZD020430号
38 深圳市厚德土石方工程运输有限公司 粤B79929D 深交催告第:ZD020440号
39 刘干川 粤BZ9T98 深交催告第:ZD020442号
40  深圳市中汇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LG985 深交催告第:ZD020444号
41 新国线集团(常德)环宇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湘J13912 深交催告第:ZD020447号
42 新国线集团(常德)环宇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湘J13912 深交催告第:ZD020449号
43 耿华丽 / 深交催告第:ZD020453号
44 海丰县王洪盛货物运输户(经营者:王洪盛) 粤N71195 深交催告第:ZD020456号
45  深圳市坤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7408学 深交催告第:ZD020460号
46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20461号
47 周本书  粤B2U51A 深交催告第:ZD020462号
48 深圳市华辅汽车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粤BBK360 深交催告第:ZD020450号
49 深圳市华辅汽车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粤BAY111 深交催告第:ZD020451号
50 胡定浩 粤B38HQ1 深交催告第:ZD020455号
51 深圳市乐游悦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DL131 深交催告第:ZD020459号
52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RA48挂 深交催告第:ZD020458号
53 深圳市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DE572 深交催告第:ZD020457号



54 要车车网络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粤B01199D 深交催告第:ZD020452号
55 深圳市鸿顺通运输有限公司 粤BN8075 深交催告第:ZD020448号
56  李子莲 粤BDQ7743 深交催告第:ZD019960号
57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565 深交催告第:ZD01995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