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违法行为通知书号
1 陈永文 粤BU0R28 深交违通第:ZD052197号

2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2398号

3 深圳市生利兴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389号

4 深圳国翔汽车文化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38318号

5 杨健 粤SC6647 深交违通第:ZD051399号

6 王神君 湘LF8128 深交违通第:ZD060554号

7 深圳市惠祥物流有限公司 粤B2H51B 深交违通第:ZD060125号

8 深圳市梅荷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DG811 深交违通第:ZD059406号

9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299 深交违通第:ZD060079号

10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E622 深交违通第:ZD060078号

11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C903 深交违通第:ZD060080号

12 广州悦凯物流有限公司 粤ABD408 深交违通第:ZD060081号

13 罗磊 赣FA6827 深交违通第:ZD048062号

14 深圳市惠祥物流有限公司 粤B7F23G 深交违通第:ZD059408号

15 万载县华龙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J1192 深交违通第:ZD059405号

16 河南万豪旅游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豫A7553P 深交违通第:ZD050395号

17 深圳市诚天行货运有限公司 粤B4378Y 深交违通第:ZD059422号

18 深圳市明鑫达运输有限公司 粤BFK288 深交违通第:ZD060156号

19 阜阳市松依物流有限公司 皖KR2955 深交违通第:ZD060123号

20 刘聪海 粤BDS4222 深交违通第:ZD038070号

21 深圳鑫安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粤BM9046 深交违通第:ZD060110号

22 深圳市旺源贸易有限公司 粤BAB466 深交违通第:ZD060108号

23 咸丰县雄盛物流有限公司 鄂Q3J799 深交违通第:ZD060112号

24 深圳市荣伟货运有限公司 粤B1MY13 深交违通第:ZD059421号

25 深圳市荣伟货运有限公司 粤B4MQ15 深交违通第:ZD059419号

26 苟云超 粤BAE8511 深交违通第:ZD05456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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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圳市荣伟货运有限公司 粤B513ZA 深交违通第:ZD059420号

28 深圳市中鹏源贸易有限公司 粤B7WE61 深交违通第:ZD059423号

29 陈保仁 粤BD95225 深交违通第:ZD053263号

30 深圳市诚天行货运有限公司 粤BG4N81 深交违通第:ZD060122号

31 吴飞龙 粤BF78131 深交违通第:ZD051447号

32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违通第:ZD053308号

33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违通第:ZD053310号

34 詹先明 粤L8707M 深交违通第:ZD053311号

35 廖淑青 粤L73983 深交违通第:ZD053320号

36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8023 深交违通第:ZD053894号

37 阜阳市三元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KM6873 深交违通第:ZD053895号

38 深圳市军国昌物流有限公司 粤BJX751 深交违通第:ZD054009号

39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C9370 深交违通第:ZD060051号

40 深圳市广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EN654 深交违通第:ZD060089号

41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B118 深交违通第:ZD060093号

42 深圳市巡洋机器搬运有限公司 粤BDH821 深交违通第:ZD060106号

43 深圳市深茂机械运输有限公司 粤BY7838 深交违通第:ZD060127号

44 深圳市隆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X688 深交违通第:ZD060141号

45 深圳佰城货的运输有限公司 粤BGZ342 深交违通第:ZD060163号

46 成安县腾鑫汽车运输队 冀DE8318 深交违通第:ZD060171号

47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59326号

48 鑫赟(深圳)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粤BHS115 深交违通第:ZD059407号

49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59415号

50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59416号

51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59417号

52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JH576 深交违通第:ZD059418号

53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60118号

54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60119号

55 深圳市畅顺安搬运装缷有限公司 粤BHE051 深交违通第:ZD060120号

56 深圳市巡洋机器搬运有限公司 粤BDH821 深交违通第:ZD060121号

57 陈永生 粤BDA5298 深交违通第:ZD054109号



58 刘文兰 粤SC6647 深交违通第:ZD054100号

59 深圳市桂芳园实业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0514号

60 秦传欢 / 深交违通第:ZD050515号

61 谢春松 粤BDH5933 深交违通第:ZD041441号

62 刘文军 粤LK529N 深交违通第:ZD047346号

63 何武 粤BD07319 深交违通第:ZD053589号

64 华伦富 粤B2P06E 深交违通第:ZD053559号

65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18号

66 万载裕隆汽运有限公司 赣CQ3235 深交违通第:ZD054013号

67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11号

68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16号

69 东莞市粤塑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粤SC7678 深交违通第:ZD053323号

70 嘉善子辉机电有限公司 浙FL7089 深交违通第:ZD060053号

71 深圳市千纸鸽科技有限公司 粤BDX431 深交违通第:ZD060164号

72 惠州市鑫恩邦物流有限公司 粤L92902 深交违通第:ZD060105号

73 万载县兴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赣CL6308 深交违通第:ZD060174号

74 万载县辉达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82 深交违通第:ZD060061号

75 高安市天胡汽运有限公司 赣C3G605 深交违通第:ZD053896号

76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兴发汽运有限公司 赣C3D640 深交违通第:ZD060062号

77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龙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万载分公司 赣CH2960 深交违通第:ZD060195号

78 吉安县精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DK0838 深交违通第:ZD060173号

79 深圳市潮进物流有限公司 粤BCD216 深交违通第:ZD060200号

80 深圳市捷顺行货运有限公司 粤BDG658 深交违通第:ZD053315号

81 广州市中嘉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ACE428 深交违通第:ZD060169号

82 广州悦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AAG857 深交违通第:ZD060132号

83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X9269 深交违通第:ZD060054号

84 深圳市金斯敦物流有限公司 粤BAW597 深交违通第:ZD053897号

85 深圳市恒顺晖物流有限公司 粤BBX406 深交违通第:ZD060165号

86 深圳市利盛物流有限公司 粤BGN477 深交违通第:ZD060091号

87 深圳中运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粤BJB277 深交违通第:ZD054007号

88 深圳市金斯敦物流有限公司 粤BBG849 深交违通第:ZD060133号



89 深圳市愈元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粤BJJ028 深交违通第:ZD054015号

90 深圳市桂茂达贸易有限公司 粤BGF135 深交违通第:ZD054006号

91 深圳市旺源贸易有限公司 粤BAB466 深交违通第:ZD053324号

92 邯郸市肥乡区迅航运输有限公司 冀DY8920 深交违通第:ZD060194号

93 深圳市勇创运输工程有限公司 粤B1Q4A9 深交违通第:ZD060129号

94 深圳市千里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GF686 深交违通第:ZD060153号

95 深圳市金发通贸易有限公司 粤BK9695 深交违通第:ZD059402号

96 深圳市金发通贸易有限公司 粤BK9695 深交违通第:ZD054021号

97 深圳市金发通贸易有限公司 粤BK9695 深交违通第:ZD054020号

98 深圳市渝洲建材有限公司 粤BGF125 深交违通第:ZD060134号

99 深圳市惠祥物流有限公司 粤B1P01M 深交违通第:ZD053325号

100 深圳市信海物流有限公司 粤BEU987 深交违通第:ZD053898号

101 深圳市天之健物流有限公司 粤BDV093 深交违通第:ZD060143号

102 广州维嘉恒芳运输公司 粤ZHV24港 深交违通第:ZD060149号

103 江西凯信物流有限公司 赣C8P315 深交违通第:ZD060172号

104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19号

105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25号

106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4017号

107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Q5312 深交违通第:ZD054024号

108 南昌市海峰物流有限公司 赣AE2692 深交违通第:ZD060170号

109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966U 深交违通第:ZD060060号

110 广州市荣发运输有限公司 粤AAY128 深交违通第:ZD060101号

111 清远市新远大物流有限公司 粤R63325 深交违通第:ZD060167号

112 旺业(广东)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ZHR23港 深交违通第:ZD060155号

113 深圳市南方运通物流有限公司 粤BHB193 深交违通第:ZD060104号

114 深圳市万世富物流有限公司 粤B4E7N0 深交违通第:ZD060102号

115 东兴运输行有限公司 粤ZBD54港 深交违通第:ZD060154号

116 钦州市云天物流有限公司 桂N98976 深交违通第:ZD060192号

117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60052号

118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诚迅汽运有限公司 赣C9A139 深交违通第:ZD060058号

119 万载县吉隆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赣CR0315 深交违通第:ZD059401号



120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粤X37094 深交违通第:ZD060168号

121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0056号

122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0057号

123 高安市骏达物流有限公司 赣C3K781 深交违通第:ZD060055号

124 深圳市顺欣佳商贸有限公司 粤BJC267 深交违通第:ZD054008号

125 深圳市永恒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粤BHV271 深交违通第:ZD054005号

126 深圳市老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粤BJJ955 深交违通第:ZD054014号

127 东莞市溢旺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粤S86155 深交违通第:ZD060103号

128 深圳市老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 粤BJJ955 深交违通第:ZD060107号

129 杨桂龙 粤B1VH21 深交违通第:ZD054748号

130 深圳市聚途科技有限公司 粤BEP580 深交违通第:ZD052396号

131 刘雄俊 粤BDD6782 深交违通第:ZD051648号

132 徐勤刚 粤BDG9985 深交违通第:ZD051646号

133 南昌进金物流有限公司 赣M29682 深交违通第:ZD053322号

134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HN352 深交违通第:ZD060090号

135 深圳市辉燕物流有限公司 粤BFK586 深交违通第:ZD060126号

136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HZ343 深交违通第:ZD060131号

137 深圳市宏阳运建材有限公司 粤BHQ596 深交违通第:ZD060135号

138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F351 深交违通第:ZD060145号

139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E135 深交违通第:ZD060146号

140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M338 深交违通第:ZD060147号

141 深圳市金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JF882 深交违通第:ZD060148号

142 深圳市光明区科创中心投资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4432号

143 深圳市源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违通第:ZD059832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号
1 周口市华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豫P1A012 深交罚决第;ZD072088号

2 深圳市安吉货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93号

3 深圳市安吉货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792号

4 深圳市金宇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112号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



5 陈荣 粤BDB8608 深交罚决第;ZD095109号

6 深圳市联盈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106号

7 深圳市车族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104号

8 广西邦诚物流有限公司 桂B27386 深交罚决第;ZD095092号

9 深圳市南山区罗信汽车服务中心(经营者:罗胜光) / 深交罚决第;ZD095091号

10 罗小云 粤S5YU63 深交罚决第;ZD095088号

11 抚州富旺物流有限公司 赣F91750 深交罚决第;ZD095087号

12 深圳市鹏兴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169 深交罚决第;ZD095085号

13 刘井彪 粤B3706R 深交罚决第;ZD095082号

14 深圳市民意物流有限公司 粤BG6P59 深交罚决第;ZD095078号

15 深圳市鑫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HN372 深交罚决第;ZD095073号

16 华润置地城市运营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79号

17 深圳市众友供应链有限公司 粤BPA95挂 深交罚决第;ZD066854号

18 吴红兴 粤B4L79N 深交罚决第;ZD066812号

19 胡军 粤BA96525 深交罚决第;ZD066814号

20 吴建超 粤BB5Q61 深交罚决第;ZD066818号

21 贺冠良 粤BDQ3272 深交罚决第;ZD066821号

22 李国俊 粤BDF3023 深交罚决第;ZD066822号

23 王增晓 粤B8D75U 深交罚决第;ZD066836号

24 黑龙江润成运输有限公司 黑AAV31挂 深交罚决第;ZD066852号

25 冯运林 粤BDB3906 深交罚决第;ZD066842号

26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8D75U 深交罚决第;ZD066875号

27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8D75U 深交罚决第;ZD066874号

28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M51K6 深交罚决第;ZD066873号

29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DX0039 深交罚决第;ZD066872号

30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DZ6508 深交罚决第;ZD066871号

31 杨建兵 粤BA93853 深交罚决第;ZD095011号

32 朱贵春 赣CP1933 深交罚决第;ZD095026号

33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伟民饭店(经营者:吴础伟) / 深交罚决第;ZD095034号

34 王疆 粤BDV6143 深交罚决第;ZD095030号

35 南昌粤交科技有限公司 粤BJX548 深交罚决第;ZD095027号



36 深圳市东旺建材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25号

37 张明 粤BA16529 深交罚决第;ZD095017号

38 钱广华 粤BDT8855 深交罚决第;ZD095015号

39 李建波 粤BF45547 深交罚决第;ZD095014号

40 梁洪宾 粤B5DV93 深交罚决第;ZD095010号

41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80号

42 深圳市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78号

43 深圳市多米汽车美容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86号

44 深圳市天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72号

45 深圳市东源市政建设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61号

46 王楚胜 粤BA00946 深交罚决第;ZD094954号

47 深圳市一考通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81号

48 深圳市一考通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82号

49 深圳市一考通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83号

50 深圳市靓车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984号

51 王相成 粤BX9930 深交罚决第;ZD094985号

52 刘东光 粤BF78568 深交罚决第;ZD094987号

53 朱莉君 / 深交罚决第;ZD094988号

54 四川合顺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川M6909A 深交罚决第;ZD094989号

55 深圳市龙岗区旋光贸易商行(经营者:吴尧基) 粤B7LK16 深交罚决第;ZD094991号

56 董万奎 粤B6H83M 深交罚决第;ZD070227号

57 深圳市贵宾之旅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GB292 深交罚决第;ZD094993号

58 龙南县创鸿广告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67号

59 惠州市路畅通运输有限公司 粤L68065 深交罚决第;ZD095066号

60 亳州市子豪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皖S5F64挂 深交罚决第;ZD095065号

61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0N88P 深交罚决第;ZD095061号

62 首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粤BDY3777 深交罚决第;ZD095060号

63 湖北淼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48号

64 深圳市广聚德通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5047号

65 深圳市鸿运轩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83号

66 蔺春祥 粤BDX3555 深交罚决第;ZD095039号



67 深圳市群兴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91号

68 苏帆 粤BDW6175 深交罚决第;ZD095116号

69 梁玉宏 粤BDF8895 深交罚决第;ZD095099号

70 黄开贤 粤BDT8118 深交罚决第;ZD094776号

71 刘权雄 粤BDH0989 深交罚决第;ZD094777号

72 湛江市龙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781号

73 深圳市意发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99号

74 林宏海 粤B1F9A5 深交罚决第;ZD076639号

75 深圳市意发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88号

76 深圳市意发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90号

77 深圳市意发物流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89号

78 叶建云 粤BA07253 深交罚决第;ZD070136号

79 深圳市晶盛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077号

80 谢东山 粤BDS2092 深交罚决第;ZD066748号

81 李远威 粤BDG5106 深交罚决第;ZD066750号

82 缪祝强 粤BDY9153 深交罚决第;ZD066753号

83 王福胜 粤B55N8W 深交罚决第;ZD066772号

84 段孝梯 粤BDK6677 深交罚决第;ZD094755号

85 陈普华 赣CZ2072 深交罚决第;ZD094758号

86 李佩 粤BDE3912 深交罚决第;ZD094766号

87 何建 粤BDZ0375 深交罚决第;ZD094778号

88 杨三民 粤BDQ8783 深交罚决第;ZD094787号

89 李小俊 鄂KF2P26 深交罚决第;ZD094795号

90 胥世江 渝C8K863 深交罚决第;ZD094796号

91 古崇威 粤B5ZL38 深交罚决第;ZD094793号

92 中材供应链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783号

93 周玉锋 粤BA00276 深交罚决第;ZD094779号

94 邹明 粤BF05916 深交罚决第;ZD094763号

95 麦子相 粤BA29323 深交罚决第;ZD094757号

96 任卫东 粤BDE5721 深交罚决第;ZD094756号

97 深圳市卓汉集装箱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79号



98 深圳市友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693号

99 深圳市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04号

100 陈肖威 粤B6W80P 深交罚决第;ZD094799号

101 茂隆汽车服务(深圳)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57号

102 吴海 粤BDY8858 深交罚决第;ZD094856号

103 深圳市深港荣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HU749 深交罚决第;ZD094855号

104 深圳市深港荣欣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FE196 深交罚决第;ZD094854号

105 蓝芝扬 赣D91452 深交罚决第;ZD094853号

106 杨国海 粤L078JT 深交罚决第;ZD094852号

107 深圳市安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HB857 深交罚决第;ZD094851号

108 张洪明  粤SC0R36 深交罚决第;ZD094846号

109 深圳市鹏桑普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49号

110 邵海鹏 粤BDP4899 深交罚决第;ZD094840号

111 深圳华初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36号

112 深圳华初科技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35号

113 深圳市科中教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94825号

114 四川锦泰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18号

115 深圳市耀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15号

116 深圳市众致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13号

117 江西天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94810号

118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粤BP046P 深交罚决第;ZD094867号

119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 深交罚决第;ZD094868号

120 深圳市光明区水务局 / 深交罚决第;ZD094869号

121 深圳市东方明珠运输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000788号

122 张裕军 粤SE4443 深交罚决第:ZD091874号

123 深圳市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33278D 深交罚决第:ZD070239号

124 张贻贤 粤B77620D 深交罚决第:ZD070243号

125 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  粤KP6758 深交罚决第:ZD070249号

126 茂名市交通运输集团化州客运有限公司 粤KP6758 深交罚决第:ZD070251号

127 汕尾市喜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N63137 深交罚决第:ZD070266号

128 汕尾市喜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N63137 深交罚决第:ZD070267号



129 深圳市金华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粤BW1420 深交罚决第:ZD070268号

130 深圳市骐飞物流有限公司 粤BJZ131 深交罚决第:ZD070269号

131 李溪昌 / 深交罚决第:ZD070270号

132 汕尾市喜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N63137 深交罚决第:ZD070275号

133  汕尾市喜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N63137 深交罚决第:ZD070278号

134 梅州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五华客运分公司 粤MP9176 深交罚决第:ZD070281号

135 深圳市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Z058 深交罚决第:ZD070291号

136 深圳市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KN507 深交罚决第:ZD070292号

137 陆河县第二运输公司 粤N06999 深交罚决第:ZD070296号

138 深圳市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75478D 深交罚决第:ZD070304号

139 深圳万洋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T865挂 深交罚决第:ZD070307号

140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FM224 深交罚决第:ZD070311号

141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MZ232 深交罚决第:ZD070312号

142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LF706 深交罚决第:ZD070319号

143 深圳市永佳惠建材有限公司 粤BFL534 深交罚决第:ZD070321号

144 钟焕兴 / 深交罚决第:ZD070324号

145 深圳市绿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HG279 深交罚决第:ZD070325号

146 深圳市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LE055 深交罚决第:ZD067132号

147 深圳市同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LE055 深交罚决第:ZD067134号

148 李桂恒 / 深交罚决第:ZD0003271号

149 吕永强  粤BMU326 深交罚决第:ZD067006号

150  任美中 / 深交罚决第:ZD067012号

151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JC251 深交罚决第:ZD067015号

152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LQ990 深交罚决第:ZD067016号

153 深圳康顺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粤B01850D 深交罚决第:ZD067024号

154 梁思冬  粤B41595D 深交罚决第:ZD067026号

155 钟东升 粤BV4176 深交罚决第:ZD067027号

156  李涛 粤T31046 深交罚决第:ZD067037号

157 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 粤BV2437 深交罚决第:ZD067038号

158 深圳市浩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粤BHE792 深交罚决第:ZD067039号

159 黄赞实 粤B09DQ5 深交罚决第:ZD067048号



160 深圳市西湖运输有限公司 粤BJQ008 深交罚决第:ZD067058号

161 抚州市东乡区佳兴物流有限公司 赣F92350 深交罚决第:ZD067073号

162 深圳市路顺鑫货运有限公司 粤BN26D1 深交罚决第:ZD067075号

163 周轻亮 豫DYX126 深交罚决第:ZD070330号

164 江西省高安汽运集团大疆汽运有限公司 赣C3G805 深交罚决第:ZD070336号

165  深圳市路顺鑫货运有限公司 粤B8A48W 深交罚决第:ZD070337号

166 和平县和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4152学 深交罚决第:ZD070338号

167 深圳市天堃物流有限公司 粤BAD675 深交罚决第:ZD070352号

168 深圳市宝利华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R4879 深交罚决第:ZD070355号

169 深圳市正阳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MN388 深交罚决第:ZD067054号

170 深圳市安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粤BEW315 深交罚决第:ZD070234号

171  深圳市荣华达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N409 深交罚决第:ZD067055号

172 深圳市蓝郡邻家养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215号

173  深圳市全顺意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X9930 深交罚决第:ZD070329号

174 深圳市宝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粤B06671D 深交罚决第:ZD070335号

175 梁世迎 粤C25932 深交罚决第:ZD070217号

176 深圳市浩宸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HD772 深交罚决第:ZD067028号

177 深圳市景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粤B37961D 深交罚决第:ZD070252号

178 深圳市生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297号

179 深圳市生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298号

180 深圳市豪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粤BJY078 深交罚决第:ZD070288号

181 深圳市盈合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70835D 深交罚决第:ZD067133号

182  深圳市生泉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 深交罚决第:ZD070299号

183 江西瑞州汽运集团新兴汽运有限公司 赣CT3886 深交罚决第:ZD070333号

184 湘润吉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粤B45210D 深交罚决第:ZD067139号

185  沈定乾 赣C6P956 深交罚决第:ZD067135号

186 山东速通物流有限公司  鲁Q9919H 深交罚决第:ZD070351号

187 深圳市伟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J488 深交罚决第:ZD067040号

188 深圳市永生混凝土搅拌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V9081 深交罚决第:ZD070300号

189 和平县顺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粤P6305学 深交罚决第:ZD070347号

190 吴世永 / 深交罚决第:ZD067011号



191 宋亚伟 粤B33278D 深交罚决第:ZD070245号

192 深圳市腾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CE022 深交罚决第:ZD070236号

193 深圳市腾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粤BEC170 深交罚决第:ZD070235号

194 陈国汉 粤BD04739 深交罚决第:ZD070219号

195 李江河 粤BJS359 深交罚决第:ZD067044号

196 肖昆兵 粤BJN650 深交罚决第:ZD070247号

197 韩亚峰 粤BU2H80 深交罚决第:ZD070186号

198  深圳市创建隧道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粤BHF849 深交罚决第:ZD070185号

199 深圳市禧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HW539 深交罚决第:ZD066969号

200 深圳市联发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JU219 深交罚决第:ZD074090号

201 深圳市禧龙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粤BJA900 深交罚决第:ZD066970号

202  朱逢明 粤BKA232 深交罚决第:ZD074067号

203 深圳市洪骏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B72545D 深交罚决第:ZD066913号

204 常启波 粤BJA086 深交罚决第:ZD066910号

205 深圳市安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粤BFC871 深交罚决第:ZD066933号

206 刘延明 赣C0V226 深交罚决第:ZD066937号

207 麦培 粤BD46791 深交罚决第:ZD066955号

208 朱振兴 粤A5F3H1 深交罚决第:ZD066884号

209 朱振兴 粤A5F3H1 深交罚决第:ZD066879号

210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MD869 深交罚决第:ZD079476号

211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HZ868 深交罚决第:ZD066420号

212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HU523 深交罚决第:ZD066372号

213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HP181 深交罚决第:ZD066421号

214 深圳鑫赣龙建筑有限公司 粤BGG847 深交罚决第:ZD066422号

序号 当事人 车牌号 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号
1 吴清龙 粤BDZ7283 深交证保决第:ZD003797号

三、证据登记保存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