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3222号
2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4402号
3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3224号
4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3225号
5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4379号
6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3221号
7 杨立成 豫S56388 深交违通第:ZD064376号
8 杨立成 豫S56388 深交违通第:ZD064378号
9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3223号
10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4399号
11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4400号
12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4418号
13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4419号
14 王萍 赣DC8109 深交违通第:ZD064392号
15 王萍 赣DC8109 深交违通第:ZD064423号
16 康成国 赣C48748 深交违通第:ZD064406号
17 欧阳文超 赣CJ6496 深交违通第:ZD064407号
18 吴奕娟 赣CC2168 深交违通第:ZD064404号
19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390号
20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302号
21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420号
22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303号
23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301号
24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421号
25 雷金平 赣DC7913 深交违通第:ZD064422号
26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31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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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法行为通知书



27 无锡恒实运输有限公司 苏BW1069 深交违通第:ZD063244号
28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5号
29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3160号
30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9269 深交违通第:ZD064353号
31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J9675 深交违通第:ZD064351号
32 南昌市友胜物流有限公司 赣AE7855 深交违通第:ZD063243号
33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2号
34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X492 深交违通第:ZD063249号
35 阜阳市源强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P1393 深交违通第:ZD064354号
36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6号
37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31 深交违通第:ZD063247号
38 义乌市永邦物流有限公司 浙GJ7116 深交违通第:ZD064352号
39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4304号
40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4305号
41 郑小强 赣CL9107 深交违通第:ZD064306号
42 付俊 赣DC7207 深交违通第:ZD064307号
43 王萍 赣DC8109 深交违通第:ZD064308号
44  徐建芳 赣CJ4130 深交违通第:ZD064408号
45 李广德 / 深交违通第:ZD064453号
46 新基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64452号
47 高安市安正汽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赣CT1492 深交违通第:ZD063248号
48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31 深交违通第:ZD063247号
49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6号
50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5号
51 无锡恒实运输有限公司 苏BW1069 深交违通第:ZD063244号
52 南昌市友胜物流有限公司 赣AE7855 深交违通第:ZD063243号
53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L465 深交违通第:ZD063242号
54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300 深交违通第:ZD063217号
55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3161号
56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3160号
57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3159号



58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518 深交违通第:ZD064417号
59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300 深交违通第:ZD064416号
60 南昌市荣华物流有限公司 赣AE7261 深交违通第:ZD064415号
61 阜阳市颍鹏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Q8700 深交违通第:ZD064414号
62 江西安信物流有限公司  赣C5P760 深交违通第:ZD064413号
63 高安市正粤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113 深交违通第:ZD064356号
64 高安市正粤物流有限公司  赣C6D303 深交违通第:ZD064355号
65 阜阳市源强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皖KP1393 深交违通第:ZD064354号
66 深圳市华盛达新能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HA167 深交违通第:ZD063275号
67 高安市泰强物流有限公司 赣C3X492 深交违通第:ZD063249号
68 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9766号
69 王泽国 / 深交违通第:ZD063139号
70 柳江县恒利通运输有限公司 桂BL5036 深交违通第:ZD063250号
71 深圳市天天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BD73H5 深交违通第:ZD063272号
72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63273号
73 江西江龙集团万利汽运有限公司  赣CJ9675 深交违通第:ZD064351号
74 义乌市永邦物流有限公司  浙GJ7116 深交违通第:ZD064352号
75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9269 深交违通第:ZD064353号
76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518 深交违通第:ZD064383号
77 王飞 粤BDP1150 深交违通第:ZD048153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闫志超 / 深交罚决第:ZD098995号
2 深圳市金泰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8788D 深交罚决第:ZD098998号
3 深圳市漠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35408D 深交罚决第:ZD098999号
4 何家富 粤BA86878 深交罚决第:ZD099002号
5 深圳市灏宇新能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B40941D 深交罚决第:ZD099003号
6 龙知明 粤BDQ8135 深交罚决第:ZD099005号
7 刘军 粤BDW6230 深交罚决第:ZD099008号
8 深圳市知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009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9 深圳宝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GR122 深交罚决第:ZD099011号
10 深圳宝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Z519 深交罚决第:ZD099012号
11 陈必力 粤BA28228 深交罚决第:ZD099013号
12 印传清 粤S487Y9 深交罚决第:ZD099016号
13 颜世勇 粤B5X7A3 深交罚决第:ZD099018号
14 深圳市卓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986号
15 郝燕红 粤BA21249 深交罚决第:ZD098983号
16 朱国华 粤BDS6321 深交罚决第:ZD098982号
17 李文恭 皖PK899V 深交罚决第:ZD098980号
18 深圳市信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65号
19 陈庆华 沪CF379D 深交罚决第:ZD098867号
20 南阳市鹏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豫R52767 深交罚决第:ZD098873号
21 廖文成 粤BW125K 深交罚决第:ZD098875号
22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38号
23 深圳市康合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粤B20W36 深交罚决第:ZD098839号
24 深圳市聚广富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40号
25 深圳风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43号
26 曾李雄 粤BDK0023 深交罚决第:ZD098848号
27 深圳市骏业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49号
28 深圳市宝广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8852号
29 深圳市建友汽车服务中心 / 深交罚决第:ZD098856号
30 张剑锋 粤P3W102 深交罚决第:ZD098857号
31 深圳市龙岗区德鑫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吴愈德) / 深交罚决第:ZD098858号
32 深圳市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43号
33 深圳市汇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42号
34 深圳市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37号
35 深圳市同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35号
36 深圳市鼎盛乾坤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31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三、催告书



1 陈春 粤BM86Z0 深交催告第:ZD037954号
2 李一焕 粤BM651F 深交催告第:ZD038459号
3 深圳市土地投资开发中心 / 深交催告第:ZD038463号
4 梁晨 粤BDD0225 深交催告第:ZD038478号
5 曹小刚 桂K85F91 深交催告第:ZD038480号
6 邢勇 粤BN06H1 深交催告第:ZD020567号
7 深圳市鑫聚车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483号
8 深圳市力克服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493号
9 钟庆镁 粤BDE6238 深交催告第:ZD038499号
10 刘亚东 粤LD05767 深交催告第:ZD038502号
11 深圳市乾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03号
12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鑫达轮胎店(经营者:殷罗) / 深交催告第:ZD038504号
13 深圳市佳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05号
14 四川省博超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06号
15 王明 / 深交催告第:ZD038508号
16 李子莲 粤BDQ7743 深交催告第:ZD038509号
17 倪光俊 粤S1R82N 深交催告第:ZD038510号
18 代相超 粤BD93943 深交催告第:ZD038511号
19 余志耕 粤B3XA49 深交催告第:ZD038512号
20 李兴伯 粤BB26M5 深交催告第:ZD038513号
21 深圳市祥发堂运输有限公司 粤B810J7 深交催告第:ZD038518号
22 吕红军 粤BDJ3662 深交催告第:ZD038514号
23 李昊 粤BDX9577 深交催告第:ZD038515号
24 深圳新成安装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66551号
25 深圳市龙岗区诚美幸福汽车修理店(经营者:唐今春) / 深交催告第:ZD038520号
26 深圳市龙岗区兴恰通汽车空调配件部(经营者:周小龙) / 深交催告第:ZD038521号
27 深圳市鹏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22号
28 深圳市鹏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25号
29 深圳市俞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27号
30 成都祥瑞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29号
31 深圳市鸿通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0号



32 深圳市鹏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1号
33 深圳市心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2号
34 深圳市韩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3号
35 深圳市煜兴顺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4号
36 深圳市平鼎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6号
37 绿力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7号
38 深圳市纵横达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3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