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览表（2022年9月1日—9月30日）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案件名称 行政相对人名称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1 粤汕交罚[2022]00396号
张*生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活动案
张*生

2022年08月13日14时4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高铁站左侧通道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张*生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使用粤NST077

小型轿车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行为 。经查询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系统，

该当事人此违法行为属一年内第二次被查处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乘客询

问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第四十五条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9/1

2 粤汕交罚[2022]00397号
李*锋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

活动案
李*锋

2022年08月28日21时1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高铁站右侧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李*锋使用粤NYL585小型轿车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乘客询问笔录

、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第四十五条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2

3 粤汕交罚[2022]00398号

深圳建安置业工程有限公司海丰分公司未经同意或者未按照公路工

程技术标准的要求跨越、穿越公路修建桥梁、渡槽或架设、埋设管
线等设施，或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埋设管线、电缆等设施案

深圳建安置业工程有
限公司海丰分公司

2022年09月01日10时0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海丰城东镇过厝村路

口（公路右侧）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建安置业工程有限公司海丰分
公司有未经同意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埋设管线设施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

、询问笔录、勘验笔录、车辆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

十六条第（二）项、《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路政

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

项

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
（6000元）

2022/9/2

4 粤汕交罚[2022]00399号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

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案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22年09月01日15时38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汕遮线东涌路段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粤 BM943挂重型半挂

牵引车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事

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勘验笔录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5

5 粤汕交罚[2022]00400号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

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案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22年08月31日15时5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东涌辽口路段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粤 BSU81挂重型自卸

半挂车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事

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勘验笔录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5

6 粤汕交罚[2022]00401号
深圳市骏鑫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

营运证的车辆案

深圳市骏鑫物流有限

公司

2022年09月01日10时0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骏鑫物流有限公司使用粤 BDW888重型货车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
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6

7 粤汕交罚[2022]00402号 李*敏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案 李*敏

2022年09月06日15时0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李*敏使用赣CJ7555重型货车有车辆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行

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

十六条第（五）项、《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超限

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7

8 粤汕交罚[2022]00403号
河南明帅物流有限公司车辆超限使用汽车渡船或者在公路上擅自超

限行驶案
河南明帅物流有限公

司

2022年09月07日11时1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河南明帅物流有限公司使用豫 BHH507.晋AAV80挂重型半挂牵引
车有车辆在公路上擅自超限行驶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勘

验笔录、车辆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

十六条第（五）项、《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超限

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22/9/8

9 粤汕交罚[2022]00404号
梁山飞远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

运证的车辆案

梁山飞远运输有限公

司

2022年08月29日10时12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长沙湾高速公路口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梁山飞远运输有限公司使用赣 C5B319牵引鲁H779E挂重型

半挂牵引车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

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勘验笔录、责令改正通知书、视频资料、车辆

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8

10 粤汕交罚[2022]00405号 马*峰造成公路损坏未报告案 马*峰

2022年09月05日16时00分, 本机关执法人员接海丰县公路事务中心路政部电话

报，在国道236陶河路口路段有车辆损坏路产拒不接受调查处理 ，请求执法人

员前往处理。16时30分，执法人员到达现场，经现场调查发现驾驶员驾驶辽
K6A045混凝土搅拌车（空车）从陶河镇往海丰县修理厂方向行驶 ,因走错路口
不慎撞坏公路路边示警桩3支，被巡查及时发现。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

问笔录、现场照片、勘验笔录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

十八条、《路政管理规定》第二

十五条

罚款人民币伍佰元整（500元） 2022/9/8

11 粤汕交罚[2022]00406号
高安市鸿耀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货物脱落、扬撒案

高安市鸿耀物流有限

公司

2022年09月08日11时07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高安市鸿耀物流有限公司使用赣 CBH836.黑AQ242挂重型半挂牵

引车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行为。以上事
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车辆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九条第（五）项、《道

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
六十一条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9

12 粤汕交罚[2022]00407号
林*添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

案
林*添

2022年09月08日16时11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林*添使用粤N66956重型货车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

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车辆

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九条第（五）项、《道

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

六十一条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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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粤汕交罚[2022]00408号 廖*浩未按照规定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 、安全卡案 廖*浩

2022年09月06日10时01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长沙湾高速口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廖*浩使用粤L75276牵引粤L9437挂重型半挂牵引车未按照

规定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安全卡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

、视频资料、从业资格证等证据为证。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

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13

14 粤汕交罚[2022]00409号
吴*忠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吴*忠

2022年09月09日14时1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高铁站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吴*忠使用粤NBF175小型轿车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

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行为。以上
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9/13

15 粤汕交罚[2022]00410号 吴*军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案 吴*军

2022年09月13日15时42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交通执法支队 107室进行

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吴*军使用粤N63105重型自卸货车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

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行为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责令改正
通知书等证据为证。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13

16 粤汕交罚[2022]00411号
刘*强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刘*强

2022年09月13日14时09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高铁站进行日常稽查 ，发

现当事人刘*强使用粤YTE021小型轿车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
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行为。以上事实，

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9/14

17 粤汕交罚[2022]00412号
蔡*续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蔡*续

2022年09月13日14时58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高铁站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蔡*续使用粤N69260小型轿车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

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行为。以上

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9/14

18 粤汕交罚[2022]00413号
陈*烽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经营性)案
陈*烽

2022年07月25日17时4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金鹏路与通航路交汇
处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陈*烽使用粤NYC625轻型厢式货车未取得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性)行为。以上事实，有现

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22/9/15

19 粤汕交罚[2022]00414号
林*彬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经营性)案
林*彬

2022年07月22日10时4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粤运汽车总站对面进

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林*彬使用粤N2F366轻型厢式货车未取得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性)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
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22/9/15

20 粤汕交罚[2022]00415号
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客运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 、客运

站经营者不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案
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

公司

2022年09月13日09时1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使用粤 D12871大型客车客运经营者或
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客运站经营者不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行为 。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线路牌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八条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15

21 粤汕交罚[2022]00416号 林*华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林*华
2022年09月08日13时46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火车站出租侯车点进行日
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林*华使用粤ND06555出租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视频资料、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等证据为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第四十二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19

22 粤汕交罚[2022]00417号 潘*斌未按照规定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 、安全卡案 潘*斌

2022年09月20日09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潘*斌使用粤SE9527牵引粤S7282挂重型货车未按照规定随车

携带危险货物运单、安全卡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

料、从业资格证等证据为证。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

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20

23 粤汕交罚[2022]00418号 黄*森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案 黄*森

2022年07月28日10时2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107室进行询问，发现当事人黄*森使用粤N83179重型货车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

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行为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责令改正
通知书等证据为证。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0

24 粤汕交罚[2022]00419号 冯*深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案 冯*深

2022年07月28日10时37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107室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冯*深使用粤N04799重型厢式货车使用卫星定
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从事经营活动行为 。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

责令改正通知书等证据为证。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0

25 粤汕交罚[2022]00420号 陈*群未按照规定随车携带危险货物运单 、安全卡案 陈*群

2022年09月20日15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陈*群使用闽G70822重型厢式货车未按照规定随车携带危险

货物运单、安全卡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道路

运输证等证据为证。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

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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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粤汕交罚[2022]00421号 卢*群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卢*群
2022年09月13日17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火车站出租车侯车点进行
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卢*群使用粤ND06111出租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

为。以上事实，有视频资料、询问笔录、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等证据为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第四十二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0

27 粤汕交罚[2022]00422号 伍*俊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案 伍*俊

2022年09月13日22时36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高铁站进行日常稽查 ，

发现当事人伍*俊使用粤ND19660出租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行为 。以上事

实，有询问笔录、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等证据为证。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第四十八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1

28 粤汕交罚[2022]00423号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

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案

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2022年09月21日20时03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东涌品清路段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银鹏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使用粤 BKH853粤B4Q12挂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
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责令改正通知书、勘验笔录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23

29 粤汕交罚[2022]00424号
一二三物流(广州)有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

辆营运证的车辆案
一二三物流(广州)有

限公司

2022年09月25日11时0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一二三物流(广州)有限公司使用粤AHX912重型货车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

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9/26

30 粤汕交罚[2022]00425号
曾*山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案
曾*山

2022年03月20日09时5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火车站进行日常稽查 ，
发现当事人曾*山使用粤EDJ353小型轿车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

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行为。以上事

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9/27

31 粤汕交罚[2022]00426号
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公司班车客运经营者 、直通港澳班车客运经营

者未按照规定的停靠站点经营案

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

公司

2022年09月06日16时4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汕头市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使用粤 D56987大型客车班车客运经营

者、直通港澳班车客运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的停靠站点经营行为 。以上事实，有

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线路牌等证据为证。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三条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27

32 粤汕交罚[2022]00427号 东莞市长城客运有限公司包车客运经营者不能提供有效包车合同案
东莞市长城客运有限

公司

2022年09月27日16时2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东莞市长城客运有限公司使用粤 SE4312大型客车包车客运经营

者不能提供有效包车合同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车辆现场
照片等证据为证。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三条第（四）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9/28

33 粤汕交罚[2022]00428号 胡*顺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胡*顺

2022年09月28日14时03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高铁站进行日常稽查 ，

发现当事人胡*顺使用粤ND06816出租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 。以上事

实，有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第四十二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8

34 粤汕交罚[2022]00429号 吴*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吴*钉
2022年09月15日21时44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火车站进行日常稽查 ，发
现当事人吴*钉使用粤ND11338出租车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行为 。以上事

实，有视频资料、驾驶员询问笔录、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等证据为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
规定》第四十二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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