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石市机动车维修企业备案汇总表（2019年8月26日-2019年9月26日）

序
号

备案信息 工商注册信息

申请时间 辖区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备案维修经营范围 备案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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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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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8月26日 西塞山区  西塞山区华勇汽车维修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
湖路375号22栋2单元一层

三类汽车维修【汽车综
合小修】 黄石4202000220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冯柱勇

92420203MA4ANFW62
1 2017年7月24日

2
2019年8月27日 黄石港区  黄石港区德奥汽车养护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锁
后村21号

三类汽车维修【车身维
修,电气系统维修,汽车
润滑与养护,空调维修】 黄石4202000221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何元强

92420202MA4DHX607
5 2019年6月26日

3
2019年9月4日 黄石港区  黄石港区华圣汽车修理厂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
石港区桂花路9号

二类汽车维修【二类汽
车维修(大型货车),二类
汽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4202000222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曾显富

92420202MA4ANH726
2 2019年9月4日

4
2019年9月6日 西塞山区  西塞山区小杜水箱修理厂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沿
湖路原红旗女单宿舍底层
6号

三类汽车维修【散热器
维修】 黄石4202000223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杜明锋

92420203MA4D4NHRX
Q 2018年9月19日

5
2019年9月16日 黄石港区  黄石市高科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迎
宾大道9号1号楼105室

二类汽车维修【二类汽
车维修(小型车),二类电
动汽车维修】 黄石4202000224

初次备案已通
过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 艾萍

91420200714687860
Y 2019年8月1日

6
2019年9月17日 西塞山区  西塞山区小胡轮胎店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
石大道684号

三类汽车维修【轮胎动
平衡及修补】 黄石4202000225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胡刚

92420203MA4AQ3TJ3
X 2019年9月17日

7
2019年9月17日 西塞山区  西塞山区方记车行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
思湾工程公司边

三类汽车维修【轮胎动
平衡及修补】 黄石4202000226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方国锋

92420203MA4ANKYF2
J 2019年9月5日

8
2019年9月23日 黄石港区

 黄石港区昌海车之翼汽车服务
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湖
滨大道1459-18号

二类汽车维修【二类汽
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4202000227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李海燕

92420202MA4C2HU62
M 2019年6月4日

9
2019年9月23日 西塞山区

 黄石市振翔汽车配件经营部（
普通合伙）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工
业园区管委会闸口社区九
队上下屯16号

三类汽车维修【汽车润
滑与养护】 黄石4202000228

初次备案已通
过 其他 唐正祥

91420200083834368
W 2017年10月12日

10
2019年9月23日 西塞山区  西塞山区老余电焊维修店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河
口镇中宏路14号

三类汽车维修【车身维
修】 黄石4202000229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余绪祥

92420203MA4A1P04X
T

2017年10月20日

11
2019年9月24日 黄石港区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下岗职工
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延
安路82号原省建五公司旁

三类汽车维修【汽车美
容装璜（蓬布、座垫、
贴膜及内装饰）】 黄石4202000230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汪解平

92420200MA49ULU98
X

2015年6月1日

12 2019年8月27日 大冶市 大冶市车佳宜汽车美容中心
黄石市大冶市大冶大道
160号嘉兴花园160-7号

三类汽车维修【汽车美
容装璜（蓬布、座垫、
贴膜及内装饰）】

黄石4202810035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余全
92420281MA4D8MCP0
7

2018年11月19日

13 2019年9月2日 大冶市 大冶市车越贴膜装饰店
黄石市大冶市东方路街办
大林路16号

 三类汽车维修【汽车美
容装璜（蓬布、座垫、
贴膜及内装饰）】

黄石4202810036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徐得波
92420281MA4DBBX81
A

2019年1月8日

14 2019年9月9日 大冶市 湖北吉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黄石市大冶市黄金山工业
新区圣水路以西，大棋路
以南

二类汽车维修【二类汽
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4202810037
初次备案已通
过

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

杜鹏 9142020056547939N 2019年4月30日

15 2019年9月12日 阳新县 阳新雅达汽车修理厂
黄石市阳新县龙港镇黄桥
村二组

一类汽车维修【一类汽
车维修(大中型客车),一
类汽车维修(大型货车),
一类汽车维修(小型车)
】

黄石4202220049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张泉香
91420222MA48D4EP7
U

2016年10月19日

16 2019年9月19日 阳新县 湖北悦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黄石市阳新县经济开发区
超捷物流园配送楼第A1-
(6-7)号

一类汽车维修【一类汽
车维修(小型车)】

黄石4202220050
初次备案已通
过

私营有限
责任(公司
)

张文杰
91420222557000382
T

2010年5月28日

17 2019年9月26日 阳新县 阳新县兴国镇众奥名车维修部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五一
太垴村

三类汽车维修【发动机
维修,车身维修】

黄石4202220051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成家辉
92420222MA4AAGJ7X
P

2015年7月13日

18 2019年9月26日 阳新县 阳新县兴国镇晨星汽车之家
黄石市阳新县兴国镇阳新
大道万佛寺旁

 三类汽车维修【轮胎动
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
璜（蓬布、座垫、贴膜
及内装饰）,汽车综合小
修】

黄石4202220052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王义顺
92420222MA4C19QT8
9

201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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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8月26日 大冶市 大冶市威驰汽车维修中心
大冶市东风路安居工程14-
15栋11-12号

三类【（汽车润滑与养
护）】

黄石4202810033
初次备案已通
过

个体经营 余显威
91420281MA488N235
N

2019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