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兴宁市客运公司 粤MW3767 深交违通第:ZD039736号
2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EF584 深交违通第:ZD050986号
3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R799 深交违通第:ZD056428号
4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836 深交违通第:ZD060424号
5 深圳市维也纳龙华酒店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158号
6 孙根长 粤B3V09Y 深交违通第:ZD060598号
7 李红德 粤B128LJ 深交违通第:ZD059726号
8 深圳市五洲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湾万怡酒店分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382号
9 深圳市晟达通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126号
10 李会新 粤BDB4139 深交违通第:ZD059107号
11 袁令军 粤BY7636 深交违通第:ZD052944号
12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S2932 深交违通第:ZD056065号
13 东莞市创龙机电设备安装搬运有限公司 粤SD5498 深交违通第:ZD055604号
14 高安市广财物流有限公司 赣CT3708 深交违通第:ZD055605号
15 江西省乾元物流有限公司 赣C5K235 深交违通第:ZD055606号
16 江西民华物流有限公司 赣C3C751 深交违通第:ZD055607号
17 深圳易亨通科技有限公司 粤BFK973 深交违通第:ZD055608号
18 轿铁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沪DR6016 深交违通第:ZD055626号
19 轿铁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沪DT2355 深交违通第:ZD055627号
20 安徽省阜阳市大地物流有限公司 皖KM8351 深交违通第:ZD055628号
21 深圳市宏源通贸易有限公司 粤BZ4068 深交违通第:ZD055630号
22 阜南县新山大件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6A738 深交违通第:ZD059230号
23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违通第:ZD059231号
24 江西锦腾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5M189 深交违通第:ZD059232号
25 樟树市昊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CC7460 深交违通第:ZD059233号
26 高安市华诚运输有限公司 赣C5G528 深交违通第:ZD0592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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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江西保捷实业集团顺大汽运有限公司 赣C4M306 深交违通第:ZD059297号
28 黄永全 桂R55300 深交违通第:ZD059591号
29 深圳市集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9475号
30 谭德勇 粤BD04398 深交违通第:ZD056225号
31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38号
32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39号
33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40号
34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42号
35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43号
36 靖安县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303 深交违通第:ZD059244号
37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铭晨汽运有限公司 赣C3L849 深交违通第:ZD059245号
38 柳州市拓展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33655 深交违通第:ZD059298号
39 广西南宁南一大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桂AB8060 深交违通第:ZD059299号
40 广州市丰骏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AS3293 深交违通第:ZD055610号
41 亳州市合瑞物流有限公司 皖SA1138 深交违通第:ZD055611号
42 安徽震寅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皖AC5156 深交违通第:ZD055656号
43 阜阳市三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M6873 深交违通第:ZD055657号
44 陈其华 赣CP3325 深交违通第:ZD055789号
45 东莞华粤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粤SC9159 深交违通第:ZD059650号
46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LP308 深交违通第:ZD058378号
47 深圳市茂兴隆老字号乳鸽王饮食有限公司(维也纳店) / 深交违通第:ZD054776号
48 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 粤KP9165 深交违通第:ZD056338号
49 深圳市京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777号
50 湖北中和丰元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鄂FH1Z79 深交违通第:ZD051136号
51 陈上青 粤B26JF5 深交违通第:ZD054782号
52 周圣诩 / 深交违通第:ZD055403号
53 深圳盐田港普洛斯物流园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5402号
54 周建国 粤BZ387D 深交违通第:ZD059130号
55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粤BD96587 深交违通第:ZD056837号
56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粤BD93562 深交违通第:ZD056838号
57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粤BD91377 深交违通第:ZD056836号



58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DZ684 深交违通第:ZD060837号
59 易晓辉 粤BDV2138 深交违通第:ZD056835号
60 易晓辉 粤BDV2138 深交违通第:ZD056860号
61 吴敏 粤BA72862 深交违通第:ZD059140号
62 谭超 粤BD92360 深交违通第:ZD059137号
63 广西启大运输有限公司 桂AP6578 深交违通第:ZD055612号
64 梧州市四海货运有限公司 桂D63708 深交违通第:ZD055726号
65 南宁市鹿鸣物流有限公司 桂AP1301 深交违通第:ZD055727号
66 南宁市鹿鸣物流有限公司 桂AN5221 深交违通第:ZD055728号
67 孙美兰 粤S11DP6 深交违通第:ZD050063号
68 蔡炳魁 粤SY18C1 深交违通第:ZD050067号
69 盛铁圈 粤S3Z19M 深交违通第:ZD050066号
70 薛建兴 粤SV27N7 深交违通第:ZD050065号
71 深圳市华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5406号
72 陈国祥 粤SD38P0 深交违通第:ZD050064号
73 深圳市伟雄奥展运输有限公司 粤B42962D 深交违通第:ZD059744号
74 广西河池运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凤山汽车总站 桂M70697 深交违通第:ZD059735号
75 黄广春 粤B9996W 深交违通第:ZD060524号
76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 深交违通第:ZD055998号
77 邹汉周 粤PW8363 深交违通第:ZD053598号
78 曾祥宋 粤GAF032 深交违通第:ZD050959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唐力欣 粤BDR5160 深交罚决第:ZD096576号
2 邹志勇 粤BW662R 深交罚决第:ZD096582号
3 欧阳红星 粤BA53790 深交罚决第:ZD096583号
4 深圳市高盛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HC121 深交罚决第:ZD096586号
5 陈宏伟 粤BA04810 深交罚决第:ZD096621号
6 何祖兵 粤B3C5L9 深交罚决第:ZD096620号
7 祝金祥 粤BDA1858 深交罚决第:ZD096619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8 林朝智 粤G6B814 深交罚决第:ZD096613号
9 李坚祥 粤BDB7933 深交罚决第:ZD096617号
10 盛前程 粤BA16652 深交罚决第:ZD096615号
11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蔡记洗车场(经营者:蔡火成) / 深交罚决第:ZD096611号
12 深圳市君子驾驶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粤RE133学 深交罚决第:ZD096610号
13 欧建省 粤L04M00 深交罚决第:ZD096601号
14 深圳市创联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598号
15 深圳市创联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597号
16 深圳市银江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595号
17 林拥和 粤BDN9130 深交罚决第:ZD096552号
18 蒋廉波 粤BA85621 深交罚决第:ZD096558号
19 杨立刚 粤BA32850 深交罚决第:ZD096566号
20 深圳市天鸿星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571号
21 河南正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572号
22  广西南宁广通运输投资有限公司 桂AF1122 深交罚决第:ZD097129号
23 南宁市万盛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AE8229 深交罚决第:ZD097135号
24 陈锡阳 粤BFA9021 深交罚决第:ZD097147号
25 海丰县中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406YL 深交罚决第:ZD097172号
26 朱约翰 粤B8J2X6 深交罚决第:ZD097175号
27 林新华 粤BDW0929 深交罚决第:ZD097170号
28 翁泽强 粤B8T03K 深交罚决第:ZD097153号
29 深圳市安发吊装搬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842号
30 深圳市深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832号
31 深圳市诚富新能源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831号
32 深圳市深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830号
33 深圳市深八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829号
34 深圳市金亨达建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25号
35 深圳市金嘠湾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24号
36 深圳市陇西堂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22号
37 深圳市陇西堂物流有限公司 粤BM3408 深交罚决第:ZD097976号
38 深圳市虹星市政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7977号



39 深圳市创联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6981号
40 王耀龙 粤BDC8001 深交罚决第:ZD096982号
41 杨学风 粤BDS5880 深交罚决第:ZD096984号
42 王坡 粤B760XS 深交罚决第:ZD096985号
43 赵毅 粤BDF1830 深交罚决第:ZD096988号
44 吴培友 粤SD16688 深交罚决第:ZD096990号
45 曾祥杰 粤BA34385 深交罚决第:ZD096992号
46 凌建 湘B6LR55 深交罚决第:ZD096993号
47 周一航 / 深交罚决第:ZD096995号
48 王端恺 粤BDM5326 深交罚决第:ZD096997号
49 吴志华 粤BDY8835 深交罚决第:ZD097000号
50 深圳市双彩虹广告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7003号
51 深圳市新福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7004号
52 深圳市博隆谨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7005号
53 深圳卓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7010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陈景华 粤BH028C 深交催告第:ZD037783号
2 赵晓亮 粤BDZ3180 深交催告第:ZD037790号
3 深圳市顺泽实业有限公司 粤BK7511 深交催告第:ZD037794号
4 樊佳强 粤AD75972 深交催告第:ZD037803号
5 李新中 粤L8523Q 深交催告第:ZD037804号
6 刘涛 鄂A8D00K 深交催告第:ZD037805号
7 冯诚诚 粤LP898T 深交催告第:ZD037806号
8 马晓飞 冀DR586S 深交催告第:ZD037809号
9 李伟 粤BDW6303 深交催告第:ZD037810号
10 尹峰华 粤B15HH7 深交催告第:ZD037811号
11 胡军 粤BDV7686 深交催告第:ZD037812号
12 雷成龙 粤BDU6660 深交催告第:ZD037814号
13 张浩 粤BDY7723 深交催告第:ZD037816号

三、催告书



14 钟建 粤S2Y0S3 深交催告第:ZD037818号
15 刘全胜 粤BF06372 深交催告第:ZD037819号
16 郑家裕 粤BDT5289 深交催告第:ZD037821号
17 英德市荣亨货运有限公司 粤RRU257 深交催告第:ZD037823号
18 深圳市华荣雅泰集成房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24号
19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149 深交催告第:ZD037825号
20 高安市鑫久物流有限公司 赣C7N688 深交催告第:ZD037826号
21 深圳市茗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27号
22 刘的乐 粤BDW2849 深交催告第:ZD037830号
23 麦祖金 粤BB3W31 深交催告第:ZD037832号
24 深圳市金弘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35号
25 深圳市鹏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36号
26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新金圣旅馆(经营者:罗月华) / 深交催告第:ZD037837号
27 付占州 粤S6NZ11 深交催告第:ZD037838号
28 赵林山 桂C79879 深交催告第:ZD037839号
29 深圳前海金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40号
30 深圳市广盛安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41号
31 李祥光 粤BDJ2272 深交催告第:ZD037842号
32 王福胜 粤B5NF48 深交催告第:ZD037843号
33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顺兴旺汽配店(经营者:施礼明) / 深交催告第:ZD037844号
34 深圳市骋驰汽车美容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45号
35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CS956 深交催告第:ZD037848号
36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CS699 深交催告第:ZD037849号
37 游望 粤BDC5531 深交催告第:ZD037850号
38 深圳市赣瑞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EY636 深交催告第:ZD037851号
39 惠州市惠城区明霖石材店(经营者:吴明林) 粤L38489 深交催告第:ZD037852号
40 蔡麟 鄂SEZ177 深交催告第:ZD037853号
41 深圳市龙岗区安通顺汽车空调维修部(经营者:韦忠海) / 深交催告第:ZD037854号
42 深圳市龙岗区涛哥汽车修理店(经营者:练锦滔) / 深交催告第:ZD037855号
43 深圳市动静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57号
44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饶平汽配店(经营者:詹文辘) / 深交催告第:ZD037858号



45 刘启兴 / 深交催告第:ZD037859号
46 深圳市龙岗区一六八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邝小兵) / 深交催告第:ZD037860号
47 深圳市正宏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1号
48 深圳市爱车堡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园山分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2号
49 深圳市华嘉驰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3号
50 深圳市华嘉驰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4号
51 深圳前海金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6号
52 深圳市聚英达实业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7号
53 深圳市浩胜建材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69号
54 深圳市动静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71号
55 深圳市鑫源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787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