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8年度黄石市一、二类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178家）

一、黄石市城区（98家）

（一）考核合格（83家，含3家新办企业） 不合格（15家）

序
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2018年质量
信誉考核结

果
备注

1  黄石恒信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大泉路5

号
AAA

2  黄石威汉仙福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发展大道133号 AAA

3  黄石市大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139号 AAA

4 黄石港区南天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大道33

号
AAA

5  黄石市下陆区红星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陆家铺村郭家桥 AAA

6  黄石恒信奥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泉

路149－5号
AA

7  黄石市锦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花湖街道办事处锁前

社区大泉路31号
AA

8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欧亚迪轿车汽修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开发区迎宾大道31号 AA

9  黄石三环海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开发区大泉路伍家洪 AA

10  黄石市新兴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135号 AA

11  黄石威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

道129号
AA

12  黄石恒信东方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大泉路

149号
AA

13  黄石恒信东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大泉路

149号
AA

14  黄石港区龙达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沈下路228号 AA

15  黄石德众昊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下陆区大泉路青港湖 AA

16 湖北鑫龙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401号 AA

17  开发区丰顺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开发区广州路8号 AA

18  开发区新概念美车汇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

大道40号
AA

19  黄石市宏源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沈下路308号 A

20  黄石英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港区沈家营昌大堤7号 A

21  黄石力合汽车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迎宾大道9号港发龙园小区

1号楼1单元8层805室(经营地址：

鄂东大桥下港发龙园旁)

A

22  黄石市新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迎宾

大道19号
A

23  黄石市中顺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沈下路210号 A

24  黄石港区新天华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大中

型客车)
黄石港区新闸王家坳231号 A

25  黄石市二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新港堤路2号 A

26  黄石骏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发展大道136号 A

27  下陆区鑫顺达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杭州西路161号 A

28  黄石恒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广州路
（明盛湖景花园14号楼）

A

29  黄石德力宝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广州路5

号
A

30  黄石港区同源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花湖老闸38号 A

31  黄石市瑞捷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大道936号 A

32  开发区顺发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华山路钢材市场 A

33  黄石港区远泓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港区湖滨大道1631号 A

34 黄石市顺隆汽修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西塞山区陈家湾颐阳路533号

一楼
A

35  黄石市龙跃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开发区团城山街办马
鞍山居委会旁（团城山马鞍
山社区耐火材料厂东侧）

A

36  黄石市双翼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公园路1号 A

37  黄石恒鑫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泵站旁 A

38  黄石市昌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磁湖路31-1-2号 A

39  黄石港区文帆汽配汽修商行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港区湖滨大道95号-1-

109号
A

40  黄石市华阳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大泉路

17号
A

41  黄石万里汽车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港区顺佳四季花城

24—186号附10
A

42  开发区炳森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开发区花湖大道17号 A

43  黄石祥盛车辆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大泉

路22号
A

44  黄石市恒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广州路
以北、白马路以西龙湾一品

A

45  黄石千里马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白马路99号13号楼101铺

A

46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腾达汽车维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开发区马鞍山村56号 A

47  黄石盛辉汽车维修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

街道彩虹北路9号
A

48 西塞山区乘胜华晨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401号 A

49 黄石驭隆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西塞山区颐阳路434号 A

50 黄石市宇华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西塞山区沿湖路375号 A

51 西塞山区鑫华诚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颐阳路169号 A

52 西塞山区德福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澄月路35-37号 A

53  黄石市宝迪汽车维修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大泉路

123号5号厂房
A

54 黄石市华峰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西塞山石料山街朱家咀路9号 A 现搬迁大冶

55 黄石市雄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石料山朱家咀56号

建材机械厂内
A

56 西塞山区鹏发汽车俱乐部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湖滨大道345号 A

57 西塞山区车王汽车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一门邮政银行旁322

号附171号
A

58 西塞山区华奥汽车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沿湖路447号 A

59  开发区志铭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湖滨大道五

金机电城旁
A

60 黄石鑫泰物流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黄石市冶钢厂内 A

61  黄石市六0六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铁山区车站路10-94号 A

62  黄石市天和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宜黄路10号 A

63  下陆区新顺安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桂林路

至尊门第对面
A

64 黄石恒信星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成山开发区大泉路

149号
A

65 黄石港区安之运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湖滨大道

1899号
A

66 黄石创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港区沈家营昌大堤 A

67 黄石市鼎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下陆区杭州西路延伸

段
A

68 黄石市新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迎宾大道19

号
A

69  黄石市通盛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团城山

街办广州路12号
A

70  黄石市鑫平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广州路5号（湖景花园

30号）
A

71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鑫银汽车维修装饰中心

安达路店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安达路
18号－7.8.9号楼106铺

A

72  黄石三环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湖滨西路与迎宾大道

交汇处
A

73  黄石市翔茂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开发区国绣园

107号
A

74  黄石市张田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团城山杭州路60号 A

75  黄石市五鑫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昌明路88号 A

76  黄石市下陆区鸿运汽车修配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交警下陆大队后院 A

77  黄石骏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大泉路汽车交易市场

103-106
A

78  开发区德胜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杭州西
路延伸段华特印务公司院内

A

79  下陆区宏大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磁湖路

215号阳光花园一楼
A

80  黄石平安进口轿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黄石港区军转小区

1627－27号
A

81 西塞山区金马汽车修理美容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西塞山区颐阳路195号 新办企业

82 下陆区青湖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下陆区马鞍山社区办公楼后

院
新办企业

83 黄石银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下陆区江洋街办发展

大道168号
新办企业

84  黄石市铁山装卸运输公司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铁贺路2号 B 未备案

85  黄石铁山建达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 B 未备案

86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
黄石市沿湖路671号 B 未备案

87  黄石有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武黄路北侧 B 未备案

88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鑫昌海汽车维修服务中

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花湖
迎宾大道鄂城大道交汇处广

发物流中心门口
B 未备案

89  黄石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1396

号市排水管理处北侧
B 未备案

90 黄石佳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西塞山区工人一村16-14号 B 未备案

91  黄石市金世纪汽修有限责任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二类汽

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黄石市黄石大道1375号 B 未备案

92
 黄石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维修分公

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大

型货车)
黄石市武汉路277号 B 未备案

93
 黄石天下惠通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临江汽修

分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市昌大堤沈家营 B 未备案

94  黄石港区华圣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港区磁湖路桂花湾 B 未备案

95  开发区鑫发源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开发区大泉路

17-1号
B 未备案

96  黄石正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下陆区发展大道石岭

头路26号
B 未备案

97  黄石港区花湖大兴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大泉路锁泉桥旁 B 未备案

98  黄石东盛江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小型
车),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
黄石市新闸王家坳231号 B 未备案

二、大冶市（45家）

（一）考核合格（35家，含3家新办企业） 不合格（10家）

序
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2018年质量
信誉考核结

果
备注

1  大冶市本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新冶大

道53号
AA

2  黄石马立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湖大
道49号一品人家一层商铺

AA

3  黄石市新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金山街道办事处大棋

大道357号
AA

4  黄石市乾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
区大棋路以南、圣明路以西

AA

5  大冶市太乙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罗桥金

桥大道
AA

6  湖北纯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开发区大棋路以南，圣明路

以西
A

7  黄石市长源龙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开发区大祺路以南、圣明路

以西
A

8 大冶海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湖街

办铜绿山路50
A

9 黄石新世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工业新区圣水路以西、大棋

路以南
A

10 湖北吉之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工业新区圣水路以西、大棋

路以南
A

11 大冶百瑞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城北开

发区新冶大道123号
A

12  大冶市德新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湖大

道29号
A

13  黄石市利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工业新区大棋路以南
A

14  大冶市泰坤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矿冶大道

43号
A

15  黄石市德众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大棋路 A

16  湖北正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大棋

路
A

17  黄石俊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大棋

路
A

18  黄石市新兴振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金山街
道办事处明港社区大棋大道

358号
A

19  黄石同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大棋路 A

20  黄石全柴腾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工业新区大棋

路汽车市场356号
A

21  大冶金明轿车维修厂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大冶市七里界 A

22  大冶市金湖光明汽修厂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一类汽

车维修(货车)
大冶市金湖马叫 A

23  黄石市鑫博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大冶汪仁街镇比路8号 A

24  大冶市还地桥镇鑫均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大冶市还地桥镇红光村四组 A

25  大冶博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大冶市罗桥工业园长安北路5

号
A

26  大冶市保安镇程锋汽车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大冶市保安街竹林路1号 A

27 湖北路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城北开

发区新冶大道116号
A

28  大冶市华星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大冶市七里界长安南

路1－2#
A

29  大冶市车邦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大冶市罗桥办青松村一号路 A

30  黄石益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大棋路

四棵村
A

31  大冶市环宇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大冶市东岳路办事处石家菜

园54号
A

32  黄石市威马商贸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
工业新区大棋路以南、圣明

路以西
A

33 湖北宾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金山大道158号

A

34  湖北加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经济开

发区大棋大道359号
B

35  黄石祺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黄金山开发区

金山街大棋路A01号
B

36  大冶市保安镇安达汽车修理站 二类汽车维修(货车) 大冶市保安镇 B

37 湖北鹏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大冶大

道259号
B

38  大冶市华泰安平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大型货车)
城西路华家湾对面 B

39 大冶市东南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大冶市城关 B

40 大冶市红华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大冶市界牌路128号 B

41 大冶市华强汽车修理厂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一类汽

车维修(货车)
湖北省大冶市城北开发区七

里路路20号
B

42 湖北安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黄金山

开发区圣明路
B

43 大冶市城南汽配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货车) 大冶市金湖矿冶路12号 B

44 大冶市龙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黄石市大冶市新冶大道111号 新办企业

45 大冶市群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大冶市罗桥街道办事

处金桥大道58号
新办企业

46 黄石华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黄石市大冶市金山大道158号 新办企业
从黄石搬迁,
城区已考核

三、阳新县（35家）

（一）考核合格（26家）不合格（9家）

序
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2018年质量
信誉考核结

果
备注

1 阳新三友机动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小
型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

修,二类(大中型客车)
阳新县五一太垴村170号 AA

2 阳新德豪汽车服务维修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乘用车) 阳新县兴国镇林峰路清华园 AA

3 阳新县珠峰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兴国镇叶家垅 AA

4 阳新县信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城北经济开发区 AA

5 阳新县桃园进口汽车维修服务部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小

型车)
阳新县老火车站 A

6 阳新县金平轿车维修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新火车站 A

7 阳新县鑫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迎宾大道 A

8 阳新县富阳轿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东坡路老党校旁 A

9 阳新雅达汽车修理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大

中型客车、小型车）
阳新县龙港镇黄桥村二组 A

10 湖北悦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物流园门面 A

11 阳新县惠易通汽车服务中心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万货路 A

12 富池镇双龙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县富池镇富池大闸 A

13 阳新县琼华轿车维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行政服务大楼院内 A

14 阳新县政鑫小车维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东坡路18号 A

15 阳新辉煌汽车服务会所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兴国镇陵园大道 A

16 阳新城北工业园奥众轿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城北工业园147号 A

17 阳新县联丰汽车维修站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兴国镇 A

18 阳新维得灵汽配维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东坡路20号 A

19 阳新安达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人大隔

壁
A

20 阳新安顺汽配维修服务站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林峰街24号 A

21 阳新县麒麟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货运管理站停车场 A

22 阳新县龙港东城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龙港辛田五组 A

23 阳新福锐机电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龙港路19号 A

24 黄石技术开发区雄羽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小型车)
阳新太子镇上街1号 A

25 阳新韦源口镇车之鑫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小

型车)
阳新韦源口镇新街韦兴大道 A

26 阳新县太子镇顺风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太子镇太子下街 A

27 阳新客运站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中型客车

）
阳新县兴国镇 B

28 阳新县通达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兴国镇白沙路 B

29 阳新宏瑞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县兴国镇 B

30 阳新汽车运输公司汽修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车站路3号 B

31 阳新货车运输公司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兴国镇 B

32 阳新县阳光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阳新东坡路45号 B

33 阳新韦源口恒兴汽车修理厂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韦源口镇新街韦兴大道 B

34 阳新鸿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阳新县兴国镇 B

35 阳新县汽车大修厂
一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大

中型客车）
兴国镇车站路21号 B

 考核结果：5家AAA、22家AA级、117家A级（含6家新办企业）、34家B级。(A级及以上为合格，B级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