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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茂名市二手车交易市场备案和二手车

经营主体确认情况的公告 

（2022 年 12 月） 

  

根据《商务部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完善二手车市

场主体备案和车辆交易登记管理的通知》《商务部等 17 部

门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

《广东省商务厅关于行政权力事项委托实施工作有关事项

的通知》（粤商务法函〔2020〕5号）工作要求，2022 年 12

月，我局完成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事项 1 项，在

《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 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确认通过企业 95 家。现将取得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

备案登记和二手车经营主体确认情况进行公告（见附表）。 

 

附表：茂名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和二手车

经营主体确认情况名单（2022 年 12 月） 

 

                               茂名市商务局 

                              2023 年 1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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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备案登记企业名单 

（2022 年 12 月） 

                                                          

序号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备案时间 

1 化州市际洲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化州市 中垌镇石西江桥头北侧 66

号（信息申报制） 
王配年 2022.12.21 

 

                               

 

 

 

 

 

茂名市二手车经营主体确认情况名单 

(2022 年 12月) 
序

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

人 
经营地址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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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宜市尚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3MA56MQU70N 文启明 茂名市-信宜市 沿江路锦绣豪庭 信宜 

2 高州市致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1MA51C07K0L 李迪平 高州市 石仔岭街道塘背秀观村头村 68号 高州 

3 化州市诚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3KL6H2D 颜康文 化州市 化州市绿景小区 化州 

4 茂名顺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BYC3JW4W 罗君 
化州市 鉴江开发区白鸠垌大坡塘董信艳房

首层 
化州 

5 化州市粤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5E1974F 黄冠豪 化州市 ·开发区昌盛汽车配件旁 化州 

6 化州市鼎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43XTG1J 陈业欢 
化州市 化州市鉴江区化高路河东区第一段

558号 
化州 

7 化州市舯铧二手车商行  91440982MA53D4JH09 岑志中 化州市 鉴江开发区大桥大路园村十八号 化州 

8 
高州市真诚名汇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91440981MAC4PCMCXM 邓剑辉 

茂名市-高州市 高州市石仔岭大转盘东侧

A1陈武良屋 
高州 

9 
茂名市电白区圣泰二手车有限公

司 
91440904090195605P 崔文武 

茂名市-电白区 沙琅镇人民大道国税所路

口 
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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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州市锦华二手汽车经销有限公

司 
91440981MAC3PRD71P 陈酋锦 茂名市-高州市 潭头镇潭头供电所斜对面 高州 

11 化州市广业车行 91440982MA53KG4G8N 封开广 
茂名市-化州市 化州市广海东二路大路园

村(苏菊兴)房屋 
化州 

12 化州市桃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3ELRB4J 蔡超志 化州市鉴江区广海东二路陈晓明房屋一楼 化州 

13 化州市功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59WMBXW 颜伯龙 
化州市鉴江区塘岗岭车管所左侧(化州市建

设有限公司工业区内)A2号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14 化州市中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3HWD985 李嘉伟 
化州市鉴江区塘岗岭车管所左侧(化州市建

设有限公司工业区内)A3号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15 
高州市领越二手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91440981MA56T5N77G 李文飞 高州市 高州大道电信仓库大院 E区 11号 高州 

16 广东铭城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02MA53YP6C9W 邓彩燕 
茂南区 开发区站南路 398号大院 1 号 102

房 
茂南 

17 信宜市边城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91440983MA55JTM709 曹文宋 茂名市-信宜市 六运市场对面径口村 信宜 

18 茂名市顺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3GR1U4X 叶二男 
茂名市-茂南区 开发区铜鼓岭居委会碑头

岭 89号房屋一楼 
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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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化州市海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3E6UJ8C 董余海 
化州市鉴江区迎宾大桥东侧化州市二手车

交易市场 B7号商铺 
化州 

20 化州市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BYWYQ78L 林立锋 
化州市东山街道迎宾大桥东侧橘洲二手车

交易市场内 A5号商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21 高州市永诚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059911108E 梁雪 高州市石仔岭大圆盘东侧之一 高州 

22 茂名市景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BRT4NY5K 吴富 
茂名市-茂南区 茂南开发区茂名水路 278号

4号商铺 
茂南 

23 高州市显怡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53BBQX4Q 廖泳东 高州市文笔路 89号一楼 高州 

24 化州市鸿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1MPWY77 钟国荣 

化州市南盛街道办广海路山尾兵儿岭大院

第 14幢化州市志诚二手车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 3号商铺 

化州 

25 茂名市茂南茂喜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0205241888XC 林晓 
茂名市-茂南区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大

道 10号 
茂南 

26 
茂名市茂南益珑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91440902597462645X 吴伟雄 茂名市-茂南区 大岭仔居委办公楼东侧 茂南 

27 茂名市茂南区仁安汽车行  91440902MA57EB105F  林国仁  茂名市-茂南区 金塘镇人民三路 3号 茂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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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化州市奕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5YQQ3XB  戴奕文  

茂名市-化州市 化州市鉴江区塘岗岭车管

所左侧化州市二手汽车交易中心内 38号铺

(信息申报制)  

化州 

29 化州市捌加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8D5LCXD  董洪宏  
化州市建设农场禾塘岭(梅石路)张亚木房

屋一楼 
化州 

30 信宜市福睿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3MA4X6A9D8B  韦华  信宜市 达北线开发区 47号 C9铺位 信宜 

31 茂名市茂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440902661516354K  吴锦芬  
茂名市-茂南区 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一路

71号 
茂南 

32 
茂名市茂南区柏诚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91440902MAC4ND425J  吴光辉  

茂名市-茂南区 迎宾四路 168号大院 20号

602房 
茂南 

33 
茂名市悦宝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

公司  
91440902MA51HCYL08  莫宗龙  

茂名市-茂南区 茂名市茂水路 279号首层一

区 101号 
茂南 

34 茂名正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65LFT1D  李华华  
化州市鉴江区塘岗岭村委会 207国道旁(张

家华屋) 
化州 

35 化州市勇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5BG023L  蔡超艺  

 化州市广海东二路与 584乡道交叉口西南

100米中安驾校旁(桃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内)商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36 信宜市炎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3MA56TW496C  吴炎坤  
信宜市 东镇街道六运社区竹山垌蓝茂权屋

首层之一 
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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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高州市铭豪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51GKC055  陈波  高州大道石仔岭大转盘西（原电信仓库）H8 高州 

38 化州市桔州二手汽车商贸  91440982MAC50XKR1T  陈东富  
化州市鉴江区大桥村委会大路园村 1队村边

戴国斌房屋(信息申报制) 
化州 

39 化州市中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C5FTFE4G  颜康成  
化州市 鉴江开发区大桥大路园村十八号之

一 
化州 

40 信宜市鼎彪汽车贸易有限公公司  91440983MA56QBN0X6  文凯  
信宜市东镇六运社区黄泥塘村陈三兴屋首

层 
信宜 

41 化州市朗悦二手车行  91440982MA56WF9E9A  梁大健  化州市 鉴江区高化路吴志清房屋一楼 化州 

42 信宜市鹏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3MA54DQFW91 梁文鹏   信宜市垌尾四村钟伟胜屋首层 信宜 

43 化州市君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57HHK70  罗小兵  
化州市 广海路大路圆 139号（药监局旁）

一楼 
化州 

44 
茂名市广物粤奥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91440904MA4UX5HY10  王广军  

茂名市-电白区 坡心镇潭莲工业区高水路

东侧 
电白 

45 化州市盛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3JH6B79  余子杰  
茂名市-化州市 化州市鉴江区广海路吴汉

全房屋一楼 
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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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茂名市贺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04MA53K47G4M  黄志贺  
茂名市-电白区 沙琅镇排仔村委会莫村 042

号 
电白 

47 化州市忠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5YKF17X  莫建森  
化州市鉴江区广海东二路联合民生公司大

门右侧 A1商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48 
茂名市电白区杰氏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91440904MA57563EXN  黄永杰  

茂名市-电白区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街道新

湖二路棕榈园北门商铺 4栋 46号 
电白 

49 高州市国诚车业有限公司  91440981MA4WDY8320  卢洪威  
高州市 石仔岭乐天转盘亿达二手车中心 18

号 
高州 

50 化州市诚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4U50L98  董春藻  化州市鉴江区北京东西路 6号 1楼 化州 

51 
广东省橘洲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

公司  
91440982MA534WEB7R  杨彬伟  

化州市 东山街道儒教位村委会周吾村西侧

（李亚堂屋） 
化州 

52 茂名鹏程之星二手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3QBMK79  蓝广东  茂名市-茂南区 城南大岭仔村 236号 1-3 茂南 

53 化州市宇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58TPE7M  黄永胜  
化州市 下郭街道办贡桥坡（梅石公路）陈

亚兰房屋首层  
化州 

54 高州市长肇丰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W337454  陈世肇  高州市 石仔岭塘背村委 8号 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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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高州市信捷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L59C57  朱永坤  高州市石古彭村(石仔岭大圆盆东侧) 高州 

56 高州市达成车业有限公司  91440981MA7HAX8Q3G  卢洪猛  高州市 高州市石古彭村李汝海屋之一 高州 

57 
茂名市骏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91440902MA54UQ9X19  黄创立  

茂南区 工业大道环市南路 102号 6.7.8 号

商铺 
茂南 

58 茂名市淇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5QT9R2D  郑淇文  
茂南大道 28号茂名市宝丰成二手车交易市

场二楼北 08号展厅 
茂南 

59 化州市雄记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4MDDJ6D  林裕雄  化州市 化州市石湾街道李山村 121 号 化州 

60 化州市咏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2MAC4TF2T1W  杨观汉  
化州市鉴江街道广海路苏勇房屋一楼(信息

申报制) 
化州 

61 高州市金铭达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BXXGQA89  朱春梅  高州市镇江镇镇江荷村 367号 高州 

62 茂名市琅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04MA5781QW68  陈春锋  
电白区 茂名市电白区沙琅镇排仔村委会陈

春锋房屋一层商铺(住所信息自主申报) 
电白 

63 
茂名市大力车业二手汽车有限公

司  
91440904MAC20XBL2L  吴春晓  

茂名市-电白区 沙琅镇新望夫路欧其庚房

屋 
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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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茂名市君禾盛世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91440902MA564J6U9N  蔡泽志  

茂名市-茂南区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站南路

398号大院 13、15、17号首层 13号房之一 
茂南 

65 
化州市零陆陆捌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91440982MA531P8W5P  伍振裕  

化州市鉴江区塘岗岭 207国道 A幢(严亚胡

房屋)首层 
化州 

66 茂名市豪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0MABYYFC19P  杨武熙  
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七迳镇那楼村 2、3

号 
高新 

67 茂名市名汇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4WUDDX5L  徐国创  茂南区 茂南大道西 19号 茂南 

68 高州市诚林轩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515B7171  张瑜  高州市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大院 A2 高州 

69 化州市锋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53EPB03A  王剑锋  化州市鉴江区广海路严亚胡房屋一楼 化州 

70 
天天名车（化州市）汽车有限公

司  
91440982MABLYHT02X  黄贵明  

化州市 鉴江开发区广海东二路塘岗岭天天

名车 
化州 

71 高州市豪骏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WRJNRX0  梁任  
高州市高州大道石仔岭大转盘电信局仓库

大楼一楼之一 
高州 

72 茂名市乐信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TNUX32  胡伟  高州市 石仔岭彭村李汝海屋 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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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化州市昊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C67FDR7Y  陈浩  
化州市东山街道迎宾大桥东侧（橘洲二手车

交易市场内 C1号商铺）（信息申报制） 
化州 

74 高州市新誉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1MAC5GW9D1U  黄广源  高州市山美街道火宵坡 77号一楼 高州 

75 
茂名市正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91440902MAC5E7RT85  彭添  

茂南区 羊角镇石曹村委会走马山东村 4号

（黄亚妹房屋） 
茂南 

76 
化州市广盛名车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91440982MA56B99M30  何文广  

茂名市化州市鉴江开发区桔城北路塘岗岭

路段 2号(信息申报制) 
化州 

77 茂名市星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5HX6M4X  周旭玲  
茂名市-茂南区 茂南经济开发区茂南大道

南侧 12号大院 6-7号商铺 
茂南 

78 高州市宝发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55WDAB4X  黄礼科  高州市 石仔岭街道大转盘宏景汽车城 高州 

79 茂名市祥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4MLTA6M  罗鸿红  
茂名市-茂南区 茂南经济开发区茂南大道

南侧 12号大院 19-20号商铺 
茂南 

80 茂名市车百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02MAC4MRCU82  崔春花  
茂名市-茂南区 茂南经济开发区茂南大道

南侧 12号大院 21-23号商铺 
茂南 

81 高州市小马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05371885XL  杨川怀  高州市 高州大道(207国道旁冯奕进屋) 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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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高州市群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1MA510XPKXX 邓闲森  
高州市 高州市 207国道石仔岭大转盘西侧

A1 
高州 

83 高州市鸿诚车业有限公司  91440981MA565YHP4D  潘东明  高州市 山美区火宵坡 高州 

84 高州市小璐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RHUL8C  卢洪璐  高州市 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 3-2号 高州 

85 高州市车乐园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Q1866G  刘江运  高州市 潭头镇幸福路（林贤瑞屋） 高州 

86 高州市兴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1MAC65QCX9N 胡广文   高州市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 B5商铺 高州 

87 高州市君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440981MAC4RBTT12 邓春风  
 高州市石仔岭大转盘电信局仓库大院 C区

09 
高州 

88 高州市君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91440981MAC66KEHX7  黄冰冰  
高州市石仔岭大转盘电信局仓库大院 C区

08 
高州 

89 高州市尚上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91440981MAC4L70818  杨礼兵  高州市 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大院 B1 高州 

90 高州市龙朋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092375159F  何龙辉  高州市 高州大道中 高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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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高州市汇轩二手汽车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R3W51P  黄秋俭   高州市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大院 C3 高州 

92 高州市志诚车业有限公司  91440981MA4UTAJJ3W  严志勇  高州大道电信局仓库内 C1 高州 

93 高州市进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91440981MAC488N55Q  陈宏秋  
高州市高州大道石仔岭大转盘西电信仓库

大院 
高州 

94 化州市浩悦二手车有限公司  91440982MAC34BB62L  李浩明  
化州市 东山街道迎宾大桥橘洲二手交易市

场 B区 B08号（信息申报制） 
化州 

95 化州市正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91440982MAC22N2B7K  王日军  
化州市 河西街道建设农场九队 A区 01、02、

10、11、12号商铺 
化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