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深圳市瑞庆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DT827 深交违通第:ZD057527号
2 严先明 粤BDG0189 深交违通第:ZD064938号
3 徐州昕日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苏C70575 深交违通第:ZD064364号
4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300 深交违通第:ZD064384号
5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300 深交违通第:ZD064385号
6 宜春市袁州区鸿鑫物流有限公司 赣CB8301 深交违通第:ZD064386号
7 高安市杰轩物流有限公司 赣C6N268 深交违通第:ZD064358号
8 鹰潭市兴胜物流有限公司 赣L33285 深交违通第:ZD064370号
9 鹰潭市兴胜物流有限公司 赣L33285 深交违通第:ZD064371号
10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鸿帆汽运有限公司 赣CX6939 深交违通第:ZD064366号
11 广西嘉驰物流有限公司 桂BJ7705 深交违通第:ZD064369号
12 井广  冀FP1421 深交违通第:ZD064377号
13 峡江县昱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DD5968 深交违通第:ZD064368号
14 深圳市深铁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K757 深交违通第:ZD064363号
15 南昌圣飞物流有限公司 赣M23819 深交违通第:ZD064359号
16 深圳市盐田区曼哈公学幼儿园 / 深交违通第:ZD064901号
17 东莞市旭博物流有限公司 粤SD5570 深交违通第:ZD063517号
18 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石岩应人石供应站  粤B4G81S 深交违通第:ZD057580号
19 深圳市鑫隆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972号
20 深圳市鑫隆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973号
21 深圳市鑫隆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5432号
22  深圳市兴祥龙半挂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6971号
23 李正青 粤BF62835 深交违通第:ZD063941号
24 张兆全 粤B7F95D 深交违通第:ZD063353号
25 杨秀刚 粤S527ZZ 深交违通第:ZD057513号
26 黄裕昌 粤B259VJ 深交违通第:ZD0634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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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陈万军 赣CN1728 深交违通第:ZD064412号
28 陈建华 赣C98569 深交违通第:ZD064405号
29 游文其 赣DC7912 深交违通第:ZD064403号
30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398号
31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397号
32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396号
33 井广 冀FP1421 深交违通第:ZD064382号
34 井广 冀FT0192 深交违通第:ZD064387号
35 苏和楷 浙GJ7558 深交违通第:ZD064388号
36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389号
37 任小臭 冀FP3106 深交违通第:ZD064391号
38 习俊俊 鄂F2L220 深交违通第:ZD064393号
39 卢海波 赣DC8215 深交违通第:ZD064394号
40 苏和楷 浙GJ7558 深交违通第:ZD064409号
41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410号
42 熊小中 赣DC7280 深交违通第:ZD064411号
43 王敏 鄂F2Y859 深交违通第:ZD064380号
44 井广 冀FP1421 深交违通第:ZD064381号
45 深圳市深发园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粤BHJ083 深交违通第:ZD061631号
46 赵习坤 粤BDY6331 深交违通第:ZD064958号
47 余扬东 赣C7N432 深交违通第:ZD058107号
48 颜家武 / 深交违通第:ZD057283号
49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169 深交违通第:ZD058947号
50 张善伟  粤MGZ870 深交违通第:ZD057813号
51 深圳云动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7111号
52 深圳市德嘉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63945号
53 何前辉 粤S043LH 深交违通第:ZD062051号
54 吴远来 粤BA12882 深交违通第:ZD051044号
55 谢有志  粤BJD236 深交违通第:ZD057856号
56 深圳泛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7282号
57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V026 深交违通第:ZD058839号



58 深圳市国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H722 深交违通第:ZD058797号
59 邱志升 粤BDF9233 深交违通第:ZD057532号
60 邱志升 粤BDF9233 深交违通第:ZD057519号
61 东莞市鑫达物流有限公司 粤SE1063 深交违通第:ZD056671号
62 李向东 粤B312M2 深交违通第:ZD063100号
63 徐照坤 粤BF0P76 深交违通第:ZD063349号
64 深圳市信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W330 深交违通第:ZD061012号
65 深圳市鹏顺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G1859 深交违通第:ZD062385号
66 陈贞平 粤L865QZ 深交违通第:ZD057489号
67 任振南 粤B2D70U 深交违通第:ZD063403号
68 杨德盛 粤B7MC95 深交违通第:ZD061149号
69 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 / 深交违通第:ZD057549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广西拓亿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桂BW2281 深交罚决第:ZD090823号
2 柳州市宝笛运输有限公司 桂BG1906 深交罚决第:ZD090826号
3 柳州市宝笛运输有限公司 桂BG1906 深交罚决第:ZD090827号
4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HE727 深交罚决第:ZD095402号
5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HH520 深交罚决第:ZD095401号
6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HH520 深交罚决第:ZD095397号
7 深圳市丰发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粤BJX870 深交罚决第:ZD095480号
8 梅州市梅县区顺风客运有限公司 粤MK2948 深交罚决第:ZD090332号
9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MJ265 深交罚决第:ZD090334号
10  深圳市漠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R343 深交罚决第:ZD090339号
11 深圳市龙岗龙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Q5496 深交罚决第:ZD090342号
12 深圳市南方顺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V278 深交罚决第:ZD090343号
13 深圳市鹏安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B1X2Z3 深交罚决第:ZD090349号
14 东莞市粤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粤SC7678 深交罚决第:ZD090367号
15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3FH25 深交罚决第:ZD090369号
16 深圳市运顺客运有限公司 粤BMC519 深交罚决第:ZD0903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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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EJ664 深交罚决第:ZD090382号
18 东莞市君荣货运有限公司 粤SD97L0 深交罚决第:ZD090389号
19 汕头市潮阳交通客运公司 粤D10378 深交罚决第:ZD090392号
20 深圳市新金典贸易有限公司 粤BZ2568 深交罚决第:ZD090394号
21  开平市元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J7851挂 深交罚决第:ZD090396号
22 深圳市金佳物流有限公司 粤BQS32挂 深交罚决第:ZD090397号
23 深圳市龙远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粤BX4411 深交罚决第:ZD090398号
24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司 豫R00006 深交罚决第:ZD090399号
25 深圳市吉迅达贸易有限公司 粤BGV060 深交罚决第:ZD090400号
26  汕头市华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D17707 深交罚决第:ZD090401号
27 深圳市信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393 深交罚决第:ZD090407号
28 深圳市金泰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77361D 深交罚决第:ZD090408号
29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0431号
30 深圳市金世纪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0432号
31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BP325 深交罚决第:ZD090439号
32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BP307 深交罚决第:ZD090440号
33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K642 深交罚决第:ZD090735号
34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K005 深交罚决第:ZD090736号
35 深圳市嘉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Z912 深交罚决第:ZD090737号
36 峡江县八方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赣DD3937 深交罚决第:ZD090766号
37 周向荣 粤BD90061 深交罚决第:ZD090773号
38  贺家细 粤BJJ213 深交罚决第:ZD090774号
39 杨冬芳  粤B78180D 深交罚决第:ZD090776号
40  韦宝宁 粤BHQ482 深交罚决第:ZD090778号
41 杨建军 赣CH5345 深交罚决第:ZD090779号
42 张大权 粤SC2610 深交罚决第:ZD090803号
43 深圳市龙岗区黄国招汽车配件店(经营者:黄国招) / 深交罚决第:ZD090807号
44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伶伶汽配店(经营者:丘世伶) / 深交罚决第:ZD090808号
45  深圳龙岗区华裕汽车维修店(经营者:彭明辉) / 深交罚决第:ZD090809号
46  深圳市金泰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2307D 深交罚决第:ZD090856号
47 广东省湛江市交通运输集团客运有限公司 粤G52590 深交罚决第:ZD090861号



48 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平汽车客运站 粤P07372 深交罚决第:ZD090871号
49 河源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平汽车客运站 粤PR2216 深交罚决第:ZD090872号
50 深圳市昊瀚新能源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BJY487 深交罚决第:ZD086109号
51 深圳市益行巴士新能源有限公司 粤BCQ027 深交罚决第:ZD086116号
52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W703N 深交罚决第:ZD086119号
53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B8342 深交罚决第:ZD086126号
54 深圳市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M591 深交罚决第:ZD086130号
55  广州市穗美怡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AFW526 深交罚决第:ZD086131号
56 深圳市灶仁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600 深交罚决第:ZD086136号
57  广西河池运达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金城江汽车总站 桂MB0936 深交罚决第:ZD086153号
58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0R2R5 深交罚决第:ZD086154号
59 新国线集团(徐闻)运输有限公司 粤GJ3180 深交罚决第:ZD086156号
60  深圳市来逞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HF617 深交罚决第:ZD086170号
61 深圳市来逞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HF617 深交罚决第:ZD086171号
62  汕头市潮阳交通客运公司 粤D10559 深交罚决第:ZD086172号
63  汕头市潮阳交通客运公司 粤D10559 深交罚决第:ZD086173号
64 深圳市隆盛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T743 深交罚决第:ZD086174号
65 深圳市隆盛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FF164 深交罚决第:ZD086175号
66 深圳市隆盛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T743 深交罚决第:ZD086176号
67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K265 深交罚决第:ZD086189号
68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LX235 深交罚决第:ZD086190号
69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A179 深交罚决第:ZD086191号
70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91933D 深交罚决第:ZD086196号
71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99575D 深交罚决第:ZD086197号
72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9552D 深交罚决第:ZD086198号
73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81945D 深交罚决第:ZD086199号
74 刘继旺 粤BD86511 深交罚决第:ZD086202号
75 刘栋 粤BD96405 深交罚决第:ZD086203号
76 李田水 粤B9T62K 深交罚决第:ZD086213号
77 李真亮 粤BJK466 深交罚决第:ZD086214号
78 王成 粤NSU301 深交罚决第:ZD086215号



79 夏康平 粤BF57Q3 深交罚决第:ZD086216号
80 新国线集团(常德)环宇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湘J13912 深交罚决第:ZD096966号
81 王理博  粤SX72W5 深交罚决第:ZD086019号
82 杨曼悦 粤BDT7421 深交罚决第:ZD086020号
83 深圳市畅优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6025号
84 深圳市华盛达新能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40255D 深交罚决第:ZD086034号
85 深圳市华盛达新能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32097D 深交罚决第:ZD086035号
86 广西驰程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 桂LC5150 深交罚决第:ZD086047号
87 深圳市华盛达新能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47090D 深交罚决第:ZD086055号
88 深圳市华盛达新能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B70776D 深交罚决第:ZD086056号
89 深圳市周源建材有限公司 粤BMJ140 深交罚决第:ZD086063号
90  深圳市灶仁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KS187 深交罚决第:ZD086071号
91 云浮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 粤W27423 深交罚决第:ZD086073号
92 上高县拓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赣C863R0 深交罚决第:ZD086077号
93 江西宇力物流有限公司 赣CT8878 深交罚决第:ZD086078号
94  肖志纯 粤S019ZC 深交罚决第:ZD086085号
95 河南中州运输集团驻马店安捷运输有限公司  豫Q93732 深交罚决第:ZD086093号
96 东莞市宝山煤气有限公司 粤SYF779 深交罚决第:ZD086098号
97 深圳市运顺客运有限公司  粤BHU187 深交罚决第:ZD086100号
98  广西通泰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港汽车总站 桂R05708 深交罚决第:ZD086301号
99  惠来县汽车运输总公司 粤VY1586 深交罚决第:ZD086313号
100 深圳市立帆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粤BHW049 深交罚决第:ZD086315号
101 新国线集团(来宾)运输有限公司 桂GAE688 深交罚决第:ZD086324号
102 广西来宾泰禾运输有限公司忻城汽车总站 桂G91069 深交罚决第:ZD086339号
103 新国线集团(徐闻)运输有限公司 粤GJ2251 深交罚决第:ZD086342号
104 广西通泰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港汽车总站 桂R05708 深交罚决第:ZD086346号
105 新余市德畅运输有限公司 赣K82939 深交罚决第:ZD086362号
106 深圳市启明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027号
107  深圳市来逞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HL757 深交罚决第:ZD099029号
108 吴江炜 川Y59Z55 深交罚决第:ZD099032号
109 杨俊兆 粤BAF5500 深交罚决第:ZD099034号



110 雷洪旭 粤BB6X63 深交罚决第:ZD099035号
111 巫云桂 粤BA08893 深交罚决第:ZD099036号
112 付坤彪 粤BDD5966 深交罚决第:ZD099039号
113 严永 / 深交罚决第:ZD099040号
114  深圳市博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KW872 深交罚决第:ZD099041号
115  深圳市博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KM059 深交罚决第:ZD099042号
116 梁浩照  粤BA85978 深交罚决第:ZD099045号
117 王晓宇 粤BAB9525 深交罚决第:ZD099048号
118 雷帅 粤BAE6909 深交罚决第:ZD099052号
119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178 深交罚决第:ZD099054号
120 温世锦 粤B6Q2N1 深交罚决第:ZD099056号
121 欧阳植成 粤BDK2058 深交罚决第:ZD099058号
122 陈红强 鄂LFB655 深交罚决第:ZD099059号
123 深圳市航程电能设备有限公司 粤B41576D 深交罚决第:ZD099062号
124 谷梦楠 粤BDW0886 深交罚决第:ZD099063号
125 深圳市千田达贸易有限公司 粤BN021X 深交罚决第:ZD099066号
126 深圳市新启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067号
127 陈聪 粤B36LY5 深交罚决第:ZD099068号
128  深圳第一亚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069号
129 深圳市途观广告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075号
130 龚克焱 粤BDR2055 深交罚决第:ZD099076号
131  罗茂忠 粤BQ323G 深交罚决第:ZD099078号
132 李裕达 粤B92H52 深交罚决第:ZD099082号
133  深圳市景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B935 深交罚决第:ZD099242号
134 惠州鸿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粤LH062挂 深交罚决第:ZD099243号
135 深圳市亿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859 深交罚决第:ZD099245号
136 罗会满 赣CX6168 深交罚决第:ZD099247号
137 深圳市胜豪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 粤BGF994 深交罚决第:ZD099252号
138 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粤RN1865 深交罚决第:ZD000959号
139 罗焕兵 粤BA28900 深交罚决第:ZD099209号
140 伍华北 粤BA23883 深交罚决第:ZD099210号



141 刘方林 粤BD68078 深交罚决第:ZD099213号
142 沈杨 粤BDM6250 深交罚决第:ZD099214号
143 郭小龙 粤BDB6379 深交罚决第:ZD099215号
144  周镜程 粤BDZ9116 深交罚决第:ZD099217号
145 邢培源 粤BDQ7528 深交罚决第:ZD099220号
146 深圳市盛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H782 深交罚决第:ZD099224号
147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J699 深交罚决第:ZD099227号
148  深圳市品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9228号
149  贺会贤 粤BF07348 深交罚决第:ZD099234号
150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205 深交罚决第:ZD099296号
151 钟力 粤BDX5159 深交罚决第:ZD099297号
152 黄钟 粤BDW3427 深交罚决第:ZD099299号
153  深圳市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538 深交罚决第:ZD099301号
154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MA820 深交罚决第:ZD099302号
155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L119 深交罚决第:ZD099303号
156 深圳市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T303 深交罚决第:ZD099307号
157  刘德峰 粤BDT6603 深交罚决第:ZD099308号
158 深圳市玉清龙物流有限公司 粤BHD315 深交罚决第:ZD099309号
159 深圳市弘生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粤BJX615 深交罚决第:ZD099318号
160  陈光猛 粤BDC5820 深交罚决第:ZD099320号
161  谢裕勇  粤BD365J 深交罚决第:ZD099325号
162 深圳市星宇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963号
163 李齐齐 粤BDA9724 深交罚决第:ZD099254号
164 廖远强 粤BA86850 深交罚决第:ZD099260号
165 陈杰 粤BDM6292 深交罚决第:ZD099262号
166 余炎武 粤BDD0339 深交罚决第:ZD099263号
167 李军国 粤BA40268 深交罚决第:ZD099264号
168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157 深交罚决第:ZD099265号
169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FQ801 深交罚决第:ZD099267号
170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X635 深交罚决第:ZD099276号
171 深圳市灏宇新能源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粤B42541D 深交罚决第:ZD099282号



172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Y835 深交罚决第:ZD099284号
173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N135 深交罚决第:ZD099285号
174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693 深交罚决第:ZD099287号
175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X660 深交罚决第:ZD099288号
176 深圳市君粤汽车服务有公司 粤B41438D 深交罚决第:ZD025976号
177 深圳市龙岗区梅兴汽配店(经营者:吴友军) / 深交罚决第:ZD097071号
178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安达轮胎服务中心(经营者:詹伟林) / 深交罚决第:ZD097091号
179 深圳市龙岗区梅兴汽配店(经营者:吴友军) / 深交罚决第:ZD097071号
180 柳州军运贸易有限公司 桂BL0538 深交罚决第:ZD086367号
181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CS223 深交罚决第:ZD095965号
182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BP292 深交罚决第:ZD095966号
183 深圳市金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U388 深交罚决第:ZD090449号
184 黄国宁 粤BFN330 深交罚决第:ZD086218号
185 李达省 渝C806D2 深交罚决第:ZD086219号
186 深圳市灶仁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Q467 深交罚决第:ZD086238号
187 深圳市动源实业有限公司 粤BBB796 深交罚决第:ZD086240号
188 广西来宾泰禾运输有限公司忻城汽车总站 桂G91000 深交罚决第:ZD086246号
189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CS708 深交罚决第:ZD086249号
190 北海市祥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 桂E10221 深交罚决第:ZD086256号
191 深圳市德昌隆物流有限公司 粤BBC99挂 深交罚决第:ZD086264号
192 惠州市永惠灏实业有限公司 粤L7172挂 深交罚决第:ZD086265号
193 深圳市东大洋建材有限公司 粤BBP306 深交罚决第:ZD086270号
194 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 豫R32333 深交罚决第:ZD086278号
195 潮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饶平汽车客运分公司 粤U03182 深交罚决第:ZD086292号
196 兴宁市客运公司 粤MW3767 深交罚决第:ZD086298号
197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E258 深交罚决第:ZD086423号
198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GR136 深交罚决第:ZD086424号
199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P466 深交罚决第:ZD086457号
200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H636 深交罚决第:ZD086458号
201 深圳市金宝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D001 深交罚决第:ZD086459号
202 深圳市永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C658 深交罚决第:ZD086460号



203 深圳市永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Z282 深交罚决第:ZD086461号
204 深圳市永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A748 深交罚决第:ZD086462号
205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D1G98 深交罚决第:ZD086463号
206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D1G15 深交罚决第:ZD086464号
207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D1G15 深交罚决第:ZD086465号
208 广东宝顺运输有限公司 粤SD1G15 深交罚决第:ZD086466号
209 河南中州集团南阳中林运输有限公司 豫RA2188 深交罚决第:ZD086467号
210 南江县顺通货运有限责任公司 川Y59Z55 深交罚决第:ZD086786号
211 张同波 粤B33J12 深交罚决第:ZD086787号
212 深圳市景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B335 深交罚决第:ZD086794号
213 李艳平 粤LH062挂 深交罚决第:ZD086796号
214 惠州市皮天堂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粤L7129挂 深交罚决第:ZD086799号
215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L119 深交罚决第:ZD086803号
216 深圳市蔚蓝纯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76116D 深交罚决第:ZD086807号
217 深圳市弘茂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732 深交罚决第:ZD086809号
218 深圳市弘茂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732 深交罚决第:ZD086810号
219 郑远平 / 深交罚决第:ZD086813号
220 周飞跃 粤BDP2887 深交罚决第:ZD086825号
221 甘群锋 粤B7Y68B 深交罚决第:ZD086835号
222 谭春腾 粤BDM9665 深交罚决第:ZD086836号
223 广西超大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桂AA9751 深交罚决第:ZD086852号
224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G585 深交罚决第:ZD086856号
225 深圳市华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L033 深交罚决第:ZD086758号
226 深圳市联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95568D 深交罚决第:ZD086759号
227 东莞市宝山煤气有限公司 粤SWR185 深交罚决第:ZD086767号
228 深圳市景利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E405 深交罚决第:ZD086771号
229 深圳市敏捷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T392 深交罚决第:ZD086929号
230 湛江市京通运输有限公司 粤G51427 深交罚决第:ZD086930号
231 深圳市广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MR101 深交罚决第:ZD086933号
232 深圳市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D250 深交罚决第:ZD086943号
233 深圳市赣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Y539 深交罚决第:ZD086944号



234 深圳市信越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292 深交罚决第:ZD086981号
235 李大聪 粤BD95748 深交罚决第:ZD086993号
236 唐老伍 粤BJC450 深交罚决第:ZD086996号
237 深圳深岩燃气有限公司 粤BK059F 深交罚决第:ZD086506号
238 深圳市诚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T4306 深交罚决第:ZD086641号
239 郝燕红 粤BA21249 深交罚决第:ZD086384号
240 黔西南州黔峰缘旅游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贵ET1868 深交罚决第:ZD086493号
241 吴忠良 粤BDR7117 深交罚决第:ZD086481号
242 陈东 粤BD04827 深交罚决第:ZD086476号
243 杨保福 粤B4UV69 深交罚决第:ZD086475号
244 广西玉林市岭南客运有限公司 桂KC0758 深交罚决第:ZD086397号
245 深圳市综安运输有限公司 粤BS4501 深交罚决第:ZD086392号
246 冠枫国际供应链(深圳)有限公司 粤BMJ512 深交罚决第:ZD086369号
247 深圳市众车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86381号
248 亳州市汽车客运集团总公司 皖S05188 深交罚决第:ZD086394号
249 广东省湛江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五0六车队 粤GR6365 深交罚决第:ZD086636号
250 代坤 闽E73948 深交罚决第:ZD086478号
251 杨勇 粤BDV6138 深交罚决第:ZD086482号
252 广西贵港市奔马运输有限公司 桂R08292 深交罚决第:ZD086484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催告书号
1 上官焰均 粤BDE5152 深交催告第:ZD037860号
2 邓国志 粤BD09571 深交催告第:ZD037971号
3  郑勇军 粤BDJ5005 深交催告第:ZD037972号
4  袁仕剑 粤BDS6519 深交催告第:ZD037973号
5 周希金 粤BX85C9 深交催告第:ZD037974号
6 王德福 粤BDU8618 深交催告第:ZD037975号
7 黄贵武 粤BDV5588 深交催告第:ZD037976号
8 韩兴文  粤BDQ9913 深交催告第:ZD038593号
9 张好明  粤B8Y95F 深交催告第:ZD038599号

三、催告书



10 沈丘县华新货运有限公司 豫P6K386 深交催告第:ZD038604号
11 深圳市飞奔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DT984 深交催告第:ZD038609号
12 深圳市创世达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610号
13  夏进 粤BDM0073 深交催告第:ZD0038541号
14  齐峰 粤BA04555 深交催告第:ZD038543号
15 胡松 粤BDZ3125 深交催告第:ZD038544号
16  陈小雄 鄂DS56W2 深交催告第:ZD038545号
17 郑春阳  粤B6T90G 深交催告第:ZD038546号
18 杨大龙 粤BDX8180 深交催告第:ZD038548号
19 连汉武 粤BDW5376 深交催告第:ZD038549号
20 张文贞  粤BW21K2 深交催告第:ZD038551号
21 尹志成 粤BDP3298 深交催告第:ZD038553号
22 巫宪职 赣DA0308 深交催告第:ZD038554号
23 杨连宾 粤BDX3909 深交催告第:ZD038555号
24 朱强兵 粤BDT5768 深交催告第:ZD038556号
25 蒋大双 粤BDX1639 深交催告第:ZD038557号
26 王海 粤BDV0392 深交催告第:ZD038558号
27 曾俊威 粤BDD9135 深交催告第:ZD038559号
28 王远英 粤BDZ7077 深交催告第:ZD038560号
29 汪旭日 粤B1W71K 深交催告第:ZD038562号
30 黄祝盛 粤B8ZC39 深交催告第:ZD038564号
31 韩长春 粤BDB5695 深交催告第:ZD038567号
32  周潮鑫 粤B3FK45 深交催告第:ZD038568号
33 深圳市星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0号
34 深圳市金逗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1号
35 绍兴柯桥易德物流有限公司 辽CDM45挂 深交催告第:ZD038573号
36 深圳市动静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5号
37 深圳市广安通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7号
38 深圳市聚众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8号
39 深圳市大进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79号
40 深圳市聚众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38580号



41 深圳市龙岗区来者发汽车配件店(经营者:邓佳风) / 深交催告第:ZD038583号
42 深圳市龙岗区盛威汽配店(经营者:陈成威) / 深交催告第:ZD038001号
43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32997D 深交催告第:ZD018969号
44 清远市宜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0298学 深交催告第:ZD018953号
45 清远市宜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0298学 深交催告第:ZD018952号
46 海南海平面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 琼A77835 深交催告第:ZD020133号
47 深圳市千里马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FUD102 深交催告第:ZD019158号
48 广西贵港市奔马运输有限公司 桂R03272 深交催告第:ZD019161号
49 深圳市祥和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EC663 深交催告第:ZD019162号
50 常州苏粤物流有限公司 苏DC7750 深交催告第:ZD019165号
51 深圳凯意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307 深交催告第:ZD020121号
52 金海斌 粤SD06650 深交催告第:ZD020127号
53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GH624 深交催告第:ZD020134号
54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HW417 深交催告第:ZD020135号
55 广西赣鑫物流有限公司 桂R56688 深交催告第:ZD020136号
56 广西赣鑫物流有限公司 桂RUD386 深交催告第:ZD020138号
57 深圳市博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KM971 深交催告第:ZD020139号
58 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D672 深交催告第:ZD018956号
59 钟凡提 赣C5K829 深交催告第:ZD018960号
60 吉安赣汇鑫运输有限公司 赣DA2308 深交催告第:ZD018961号
61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LN347 深交催告第:ZD018970号
62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GK815 深交催告第:ZD018971号
63 惠州市方向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L4742学 深交催告第:ZD020085号
64 深圳市博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20089号
65 深圳市嘉德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K948 深交催告第:ZD020091号
66 深圳市港圻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30769D 深交催告第:ZD020093号
67 深圳市龙巴运输有限公司 粤BHE389 深交催告第:ZD020094号
68 柳州市力邦运输有限公司 桂B79177 深交催告第:ZD019587号
69 戴友平 粤B5Y4T2 深交催告第:ZD019570号
70 向小勇 粤B88FX3 深交催告第:ZD019557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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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D018829号



72 深圳市中电绿源纯电动汽车运营有限公司 粤B49980D 深交催告第:ZD018828号
73 冠枫国际供应链(深圳)有限公司 粤BMJ512 深交催告第:ZD018856号
74 王宝国 粤B56BP8 深交催告第:ZD019574号
75 郑文雄 粤VK4190 深交催告第:ZD019605号
76 深圳市大楚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KU208 深交催告第:ZD019577号
77 深圳市嘉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X0263 深交催告第:ZD019571号
78 欧衡岳 粤BDM2225 深交催告第:ZD019569号
79 广西现代桂弘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AD5839 深交催告第:ZD019565号
80 深圳市宏广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81386D 深交催告第:ZD019563号
81 何相岑 粤BDP5321 深交催告第:ZD019562号
82 深圳市乾坤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P921 深交催告第:ZD019560号
83 陈继光 粤BDL0927 深交催告第:ZD019568号
84 河源市源城区广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5799学 深交催告第:ZD019558号
85 深圳市鹏鑫龙运输有限公司 粤BAZ571 深交催告第:ZD019556号
86 张进军 粤BDX8296 深交催告第:ZD019554号
87 陈生锋 粤B29HU7 深交催告第:ZD019553号
88 张吉军 粤BDY2396 深交催告第:ZD019564号
89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HE792 深交催告第:ZD019566号
90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JP552 深交催告第:ZD019572号
91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GK815 深交催告第:ZD019576号
92 深圳市新畅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催告第:ZD019581号
93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催告第:ZD019589号
94 柳州市创富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桂BA8599 深交催告第:ZD019590号
95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36857 深交催告第:ZD019591号
96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Z2756 深交催告第:ZD019592号
97 柳州市赛恒商贸有限公司 桂B36857 深交催告第:ZD19593号
98 广西艾莱运输有限公司 桂BY5967 深交催告第:ZD019594号
99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催告第:ZD019595号
100 深圳市路盈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7H53D 深交催告第:ZD019596号
101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8629 深交催告第:ZD019597号
102 广西钦州泰禾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运分公司 桂N68376 深交催告第:ZD019602号



103 广州市营通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粤AAF315 深交催告第:ZD019611号
104 广西柳江县银龙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BL0950 深交催告第:ZD019617号
105 柳州中盛物流有限公司 桂BA7528 深交催告第:ZD019619号
106 广西艾莱运输有限公司 桂B11376 深交催告第:ZD019621号
107  深圳市兴诚源物流有限公司 粤BCY536 深交催告第:ZD019622号
108 清远市清新区供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E560学 深交催告第:ZD018834号
109 清远市清新区供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RE560学 深交催告第:ZD018835号
110 深圳市吉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EV205 深交催告第:ZD018846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代明杰 粤LV549V 深交罚撤第:ZD000171号
2 陈勇 / 深交罚撤第:ZD001755号
3 陈勇 / 深交罚撤第:ZD001754号

四、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