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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怀市交通运输局营运货运车辆超期180天及180天以上注销公示
按照 《贵州省道路运输局关于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有关
问题的批复》（黔运货[2016]7 号） 精神，经我局运输服务
股认真核对，以下 288 辆车年审超过 180 天及 180 天以
上，现将车辆信息予以公示，请各车辆所属企业、个体经
营业户于 2020 年 02 月 06 日前将车辆道路运输证交回我局
运输服务股，如有疑问请于公示后 15 日内到仁怀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服务股咨询，逾期我局将按相关规定对车辆营
运资质予以注销。
特此公示
附：年审超期 180 天及以上的车辆花名册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20 年 1 月 22 日

营运货运车辆超期 180 天未年审车辆花名册
序号 业户名称车牌颜色 车牌号码 道路运输证号 车辆经营范围 业 户
发证机关 下次年审日期 核定载质量
1 曾祥福 蓝色 贵CHD77652038200157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09
930
2 陈彬 黄色 贵CB1319 520382001296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9715
3 陈彬 黄色 贵CB1313 520382001297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9715
4 陈敬昌 蓝色 贵CBF729 52038200166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260
5 陈敬启 蓝色 贵CMC95952038200120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6 陈亮 蓝色 贵CB3752 520382001476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
运输局 2017-12
730
7 陈其明 蓝色 贵CDK732520382001327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995
8 陈秋林 蓝色 贵CEH398520382001299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5
9 陈选华 蓝色 贵CHY83452038200163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1
1995
10 陈选平 蓝色 贵CMB81352038200169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12
1950
11 陈长江 蓝色 贵CD8602 52038200090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5
12 陈长伟 黄色 贵CC4494 52038200009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6-08
1980
13 程弟刚 黄色 贵C85937 52038200122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82
14 丁大同 黄色 贵CD6783 52038200169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875
15 冯海 蓝色 贵CBA693520382000971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
运输局 2018-11
1495
16 冯文举 蓝色 贵CQT143 520382001646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930
17 雷和伟 蓝色 贵CF5781 52038200163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5
18 刘洪江 蓝色 贵CDX194520382001417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2
1495
19 刘晓宏 蓝色 贵CDB63952038200131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0 刘远青 黄色 贵CD0217 52038200005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9835
21 卢昌耀 黄色 贵CA0445 52038200098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995
22 吕林秋 黄色 贵CC9892 52038200165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2000
23 莫加林 蓝色 贵CAM518 520382001246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00
24 牟明进 蓝色 贵CL2076 520382000477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605
25 聂朝伦 蓝色 贵CJ1551 52038200047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1495
26 欧帮映 黄色 贵C86321 52038200038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960
27 冉继隆 蓝色 贵CCG028520382001214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925
28 佘兴彩 蓝色 贵CM1549520382000801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1
1500
29 舒永祥 蓝色 贵CBV93452038200127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750
30 田治中 蓝色 贵CMA746 52038200164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930
31 涂在容 蓝色 贵CW5385520382000571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635
32 万永庆 黄色 贵CFX749 520382001533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800
33 汪克龙 蓝色 贵CN3086 52038200024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495
34 王安刚 蓝色 贵CAY139520382001033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580
35 王帮强 蓝色 贵CY9854 520382001196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650
36 王康二 蓝色 贵CH2211 520382000218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0
37 王啟华 蓝色 贵CK2342 52038200054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450
38 王强政 黄色 贵CB6392 520382000961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12
1995
39 王小波 蓝色 贵CY4593 52038200090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250
40 王兴刚 蓝色 贵CCA73552038200129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990
41 吴常榜 蓝色 贵CL7963 520382000837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1490
42 项留敏 蓝色 贵CB5427 520382001629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1
1495
43 谢华江 蓝色 贵CE1521 52038200081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6-12
995
44 徐丛启 蓝色 贵CVV41652038200170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30
45 徐龙洋 蓝色 贵CX6963 520382000600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800
46 杨远素 蓝色 贵CXB233520382001697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495
47 张荣 黄色 贵CC2189 520382002080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1565
48 赵文先 蓝色 贵CF0021 520382000176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995
49 郑先云 蓝色 贵CFH14052038200138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 怀
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0
50 贵州顺通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301 520382000425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8000

51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V3033 52038200055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15
52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49 52038200061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995
53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H7136 52038200038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500
54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056 52038200008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7870
55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46 52038200055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2950
56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45 52038200120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990
57 仁怀市东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06 52038200034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58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21 520382001397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1605
59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8794 520382001398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1605
60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43 520382001402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1375
61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900 520382001385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1750
62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1351 520382001388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1750
63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85 520382001370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4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83 520382001371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5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93 520382001372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6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91 520382001373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7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90 520382001349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8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89 520382001353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69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94 520382001354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70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82 520382001361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0770
71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31 520382001400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11605
72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13 520382001406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11605
73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45 520382001383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11375
74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450 520382001384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0
11375
75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0886 520382001394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1750
76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44 520382001369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0770
77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9334 520382001351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0770
78 仁怀市天力众成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8324 520382001357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容器）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0770
7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89 52038200035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5
1495
8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6212 52038200062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6
1495
8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6287 52038200067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980
8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39 52038200068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495
8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V9432 52038200066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500
8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67 52038200115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495
8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57 52038200099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8
1980
8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8203 52038200069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09
1995
8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00 52038200041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980
8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69 52038200039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980
8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70 52038200047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980
9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4370 52038200106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0
1980
9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7296 52038200071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980
9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027 52038200075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980
9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5341 52038200089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1
1495
9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21 52038200016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2
1980
9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8940 52038200081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7-12
1495
9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26 52038200050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1
1495
9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06962 52038200030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2
1500
9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60 52038200031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9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29 52038200030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81 52038200034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4920
10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38 52038200251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25 52038200059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67 52038200072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12 52038200082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980
10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484 52038200102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89 52038200094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93 52038200121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3980
10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L441 52038200149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0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N344 52038200153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3
1495
11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53 52038200030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495
11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98 52038200038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980
11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69 52038200038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495
11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38 52038200065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495
11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13 52038200066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495
11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L0224 52038200111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495
11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D74752038200155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4
1560
11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25 52038200036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495
11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49 52038200101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980
11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294 52038200110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495
12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97 52038200121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980
12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76452038200124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495
12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CW439 520382001282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5
1495
12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355 52038200010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5
12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099 52038200013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5
12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02 52038200038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3800
12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V3071 52038200058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490
12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42 52038200063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980
12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41 52038200116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3980
12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13 52038200126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6
12470
13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97 52038200018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1980
13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16 52038200040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1495
13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49 52038200100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1980
13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32 52038200100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7
1990
13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57 52038200010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495
13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7239 52038200072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980
13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7252 52038200070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495
13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8205 52038200242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980
13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035 52038200075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980
13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21 52038200085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8
1495
14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8167 52038200243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980
14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L4235 52038200073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495
14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45 52038200113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980
14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Y8054 52038200159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495
14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P704 52038200167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1495
14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865 520382000217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495
14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8197 52038200069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980
14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6217 52038200086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980
14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20 520382000844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980
14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41 52038200096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1990
15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6308 52038200098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1
9980
15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18 52038200252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495
15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X6463 52038200086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490
15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53 52038200083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980
15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X6876 520382000863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490
15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5441 52038200116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490
15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5706 520382001164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980
15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KV270520382001658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12
1495
15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G8370 52038200022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5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G9385 52038200019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36 52038200025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16 520382002602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2990
16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01 520382002591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06 520382002594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05 52038200259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17 520382000735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995
16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49 520382000846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79 520382000804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6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45 520382000809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980
16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92 520382000830 道 路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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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08266 52038200083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5000
17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B742 52038200122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1
1495
17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86 52038200029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7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56 52038200029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7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16 52038200262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980
17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65 52038200086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7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62 52038200082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7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90 52038200082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980
17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293 52038200082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980
17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40 52038200118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8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80452038200122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8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B834 52038200122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2
1495
18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1605 52038200008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85 52038200029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87 52038200031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68 52038200031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92 52038200028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63 52038200036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980
18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1477 52038200267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8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V3060 52038200047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0
19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32 52038200211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M145052038200079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97 52038200078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15 52038200082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980
19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341 52038200083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46 52038200083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3980
19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3027 52038200092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384 52038200108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0
19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B141 52038200101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19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88 52038200115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M142052038200100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83 52038200118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07680 52038200088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80
20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G0423 52038200088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39 52038200094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90 52038200094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10 52038200094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F546 52038200120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92452038200123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0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83452038200124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B514 52038200124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81452038200124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L542 52038200123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B647 52038200125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F647 52038200125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L634 52038200126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CQ53952038200126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G78452038200126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3
1495
21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00876 52038200007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990
21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2783 52038200008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19 52038200015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11 52038200032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79 52038200034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80 52038200036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980
22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00 52038200057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4950
22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48 52038200065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32 52038200267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M163552038200081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2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66 52038200111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980
22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62 520382000926

主 任（总 编 辑）室 2223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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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副 总 编 辑）室 2223559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152 52038200100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995
23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654 52038200102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614 52038200111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G0313 52038200118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3028 52038200111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486 52038200094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63 52038200094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67 52038200094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980
23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G0293 52038200095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3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0562 52038200102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3022 52038200121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L504 52038200125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P894 52038200125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P904 52038200126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L514 52038200125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CP195 52038200125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T462 52038200127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L440 52038200149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Y934 52038200153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4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X743 52038200153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5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G50752038200156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5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D77452038200156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5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FX745 52038200155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4
1495
25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412 52038200014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5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71 52038200038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5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99 52038200035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5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872 52038200037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980
25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316 52038200036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980
25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6272 52038200063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3800
25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29 52038200072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0194 52038200110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3038 52038200118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02 52038200095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980
26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B924 52038200123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Y01752038200129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G57152038200155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HJ134 52038200155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5
1495
26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083 520382000130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6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028 52038200015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6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5965 52038200032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7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6409 52038200039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7855
27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83957 52038200274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7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36 52038200208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7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02 520382002773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7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35 52038200274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7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6292 52038200274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7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X2781 520382002774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500
27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23 52038200275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78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4020 520382000705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79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30 520382001081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0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9215 52038200108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980
281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A0431 52038200127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2780
282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T537 520382001277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3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P874 520382001286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4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DD74552038200129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5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P924 52038200131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6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蓝色 贵CBY014520382001342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7 仁怀市小康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黄色 贵CB5721 520382001569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9-06
1495
288 仁怀市醉颠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黄色 贵CC6586 520382001598
普通货物运输 仁怀市交通运输局 2018-09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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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印 ：贵 阳 市 圣 文 源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