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公开—览表（2022年10月1日—10月31日）

序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违法行为类型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1 谢* 粤汕交罚[2022]00430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

三条第（八）项

2022年09月30日15时02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高铁站侯车点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谢*使用粤ND06838出租车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行为 。以

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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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9

2 深圳市龙巴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1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10月07日10时2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龙巴运输有限公司使用粤 BM6713大型客车有客运包车行

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线路

牌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10

3 深圳市龙巴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2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10月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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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当事人深圳市龙巴运输有限公司使用粤 BR2119大型客车有客运包车行

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线路
牌复印件、道路运输证复印件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10

4 深圳市友谊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3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09月30日14时0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友谊旅游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使用粤 BEF529大型客车有客

运包车行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现场照

片、司机询问笔录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10

5 潮州市润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4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10月07日11时3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潮州市润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使用粤 U05460大型客车有客运包

车行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

线路牌复印件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10

6 高安市凯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条

第二款

2022年10月06日11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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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当事人高安市凯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使用赣 C82E3挂重型平板自缷

半挂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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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登记保存清单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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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11

7 合肥航宇物流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条

第二款

2022年10月09日16时0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合肥航宇物流有限公司使用皖 A08D9挂重型货车有道路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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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现场照片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10/11

8 广西盛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7号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2022年09月30日15时3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广西盛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使用桂 E38810大型客车有包车客运
经营者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

道路运输证、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三条第（三）项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22/10/12

9 桂林市广龙旅游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8号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10月05日10时50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市政府门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桂林市广龙旅游运输有限公司使用桂 CQ1222大型客车包车有客

运经营者不能提供有效包车合同、客运包车行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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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三条第（四）项、《道路旅客运

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一百条

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22/10/12

10 惠州市辉达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条

第二款

2022年10月12日09时1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海汕公路马宫路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惠州市辉达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使用粤 L91056牵引粤LJ255挂

重型货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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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资料、现场照片、责令改正通

知书等证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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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12

11 张* 粤汕交罚[2022]00440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

三条第（八）项

2022年10月07日11时0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深汕高速内湖出入口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张*使用粤NC9150出租车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行为 。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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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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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田*放 粤汕交罚[2022]0044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

2022年07月19日09时4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陆壹捌汽车美容快

修中心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汕尾市城区陆壹捌汽车美容快修中心 （经营

者：田*放）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此违法行为属一

年内第一次被查处且拒不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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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机动车

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10/18

13 刘*绵 粤汕交罚[2022]0044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2022年09月06日09时4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久泰长安驾驶员培训学
校教练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刘*绵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行为。以上事实，

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道路运输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

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22/10/18

14 翁*水 粤汕交罚[2022]00443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2022年09月05日15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金港濠驾驶员培训教练

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翁*水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
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道路运输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据为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22/10/18

15 林*锋 粤汕交罚[2022]0044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2022年09月07日10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联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学校教练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林*锋有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视频资料、询问笔录、生产责任书、任命

书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10/18

16 邹*样 粤汕交罚[2022]0044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2022年09月01日10时3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永强新城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邹*样有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安全生产委任书、安全教育培训记

录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22/10/18

17 吕*庭 粤汕交罚[2022]004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2022年07月26日10时4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正度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吕*庭有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行为。以上事实，有现

场笔录、询问笔录、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22/10/18

18 郑州哈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47号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二条

2022年08月05日14时12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高铁站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郑州哈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使用粤 BAA6548小型客

车有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行为 。以上事实，有驾
驶员询问笔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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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第
（四）项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10/18

19 曾*豪 粤汕交罚[2022]0044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

2022年07月19日10时2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艺豪汽车美容服务

中心进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汕尾市城区艺豪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经营者：
曾*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此违法行为属一年内

第一次被查处且拒不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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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机动车

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10/18

20 吴*海 粤汕交罚[2022]0044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

2022年07月19日10时01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佳源汽车修理厂进
行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汕尾市城区佳源汽车修理厂 （经营者：吴*海）从事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未按规定进行备案，此违法行为属一年内第一次被查处

且拒不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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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五条第三款、《机动车

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条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22/10/18

21 翁*彬 粤汕交罚[2022]0045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四

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十一

条

2022年10月11日13时0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海汕线马宫路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翁*彬使用粤BK1Q68轻型厢式货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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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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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0

22 深圳市炬星运输实业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51号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

2022年10月01日09时3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深圳市炬星运输实业有限公司使用粤 BKH551大型客车有客运包

车行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行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

视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

定》第九十九条第（七）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21

23 黄*保 粤汕交罚[2022]00452号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

四条、第四十四条

2022年10月25日09时3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黄*保使用粤T91296重型货车有未按照规定随车携带安全卡

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从业资格证及押运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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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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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莞市华通运输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53号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

2022年09月05日10时05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东莞市华通运输有限公司使用粤 SA2487大型客车有包车客运经
营者不能提供有效包车合同行为。以上事实，有视频资料、询问笔录、现场笔

录等证据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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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5

25 叶*宁 粤汕交罚[2022]00454号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二十

三条第（九）项

2022年09月15日21时44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高铁站进行日常稽查 ，
发现当事人叶*宁使用粤ND06800出租车有在火车站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

揽客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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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

定》第四十八条第（八）项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 2022/10/26

26 刘*德 粤汕交罚[2022]00455号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

2022年10月26日 ，我单位执法人员日常稽查，发现当事人刘*德使用粤N09020

重型厢式货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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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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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6

27 汕尾市利源物流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56号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

六条

我单位在接到相关部门通报后，执法人员对粤N97270重型半挂牵引车企业受托

人陈*东进行询问后，发现当事人汕尾市利源物流有限公司于 2022年10月16日

14时许有使用卫星定位装置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粤 N97270重型半挂牵引车

从事经营活动行为。以上事实，有询问笔录、道路运输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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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7

28 谢*明 粤汕交罚[2022]00457号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

四条、第四十四条

2022年10月25日09时47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谢*明使用桂RC2516重型厢式货车有未按照规定随车安全卡

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驾驶员询问笔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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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27

29 余*钟 粤汕交罚[2022]0045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

2022年10月27日10时55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国道324线K710+500M进行日常
稽查，发现当事人余*钟使用粤N39162重型货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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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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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条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28

30 揭阳市通畅汽车客运有限公司 粤汕交罚[2022]0045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九

条第（一）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2022年10月24日09时22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区埔边高速口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揭阳市通畅汽车客运有限公司使用粤 VN3259大型客车有客运班

车不按规定的线路行驶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线路牌、视
频资料等证据为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九条第（一）项、《道

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28

31
汕尾市佳讯和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
粤汕交罚[2022]00460号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2022年10月27日09时19分，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市城区捷胜路段进行日常稽

查，发现当事人汕尾市佳讯和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使用粤 N2762学小
型轿车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未在申报备案的教练场地或者未在指定的路线

、时间开展培训业务行为。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证

据为证。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

六条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22/10/31

32 谢*成 粤汕交罚[2022]00461号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四

十条第（七）项

2022年10月26日12时10分 ，我单位执法人员在汕尾火车站进行日常稽查 ，发
现当事人谢*成使用粤ND01663出租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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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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