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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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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06号

黄**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黄**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200元）
2018.03.01

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07号

广东鸿岸客运有限公司客运包

车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营运案

广东鸿岸客运有限

公司

客运包车按班车模式定点

定线营运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八十六条第（三）项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元）
2018.03.01

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08号

广东鸿岸客运有限公司客运包

车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营运案

广东鸿岸客运有限

公司

客运包车按班车模式定点

定线营运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八十六条第（三）项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元）
2018.03.01

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09号

佛山市双雄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

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案

佛山市双雄汽车运

输有限公司

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

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

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八条第一款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18.03.01

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0号

潘**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潘**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02

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1号

开平市运输总公司客运班车不

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案
开平市运输总公司

客运班车不按批准的客运

站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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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

六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元）
2018.03.05

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2号

区**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案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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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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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05

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3号

钟**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案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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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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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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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5号

新会区会城合兴汽车维修厂机

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所

显著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标志

牌、经营许可证，公示维修工

时单价、维修工时定额、收费

标准及服务承诺案

新会区会城合兴汽

车维修厂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

车维修标志牌、经营许可

证，公示维修工时单价、

维修工时定额、收费标准

及服务承诺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

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200元）
2018.03.08

10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6号

江门市新会区大鳌金湖维修站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机动

车维修经营案

江门市新会区大鳌

金湖维修站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

机动车维修经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

（7000元）
2018.03.08

1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7号

码头或者港口装卸设施、客运

设施未经验收合格，擅自投入

使用案

广东新会港国际货

运码头有限公司

码头或者港口装卸设施、

客运设施未经验收合格，

擅自投入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

七条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09

1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8号

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银河制氧厂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案

江门市新会区沙堆

银河制氧厂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第

五十七条第（三）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09

1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19号

江门市新会区沙堆银河制氧厂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的驾

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

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

现场检查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上

岗作业案

江门市新会区沙堆

银河制氧厂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

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

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

、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

未取得从业资格上岗作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

十六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元）
2018.03.09

1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0号

江门市新大昌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

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

标志牌、经营许可证，公示维

修工时单价、维修工时定额、

收费标准及服务承诺案

江门市新大昌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

车维修标志牌、经营许可

证，公示维修工时单价、

维修工时定额、收费标准

及服务承诺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

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200元）
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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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1号

江门市新会区浩翔汽车维修厂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营场

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车维修标

志牌、经营许可证，公示维修

工时单价、维修工时定额、收

费标准及服务承诺案

江门市新会区浩翔

汽车维修厂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未在经

营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机动

车维修标志牌、经营许可

证，公示维修工时单价、

维修工时定额、收费标准

及服务承诺

《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三

条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200元）
2018.03.09

1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2号

江门市新会区司前信鸿汽车冷

气服务部超越许可事项，非法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案

江门市新会区司前

信鸿汽车冷气服务

部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

机动车维修经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18.03.12

1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3号

新会区双水镇优修汽车服务中

心未取得机动车维修经营许

可，非法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

案

新会区双水镇优修

汽车服务中心

未取得机动车维修经营许

可，非法从事机动车维修

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五条、《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第四十九条第（一）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

七条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12

1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4号

清远市新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

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案

清远市新旅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12

19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5号

钟**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钟**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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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6号

杨**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案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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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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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12

2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7号

江门市裕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未取得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非法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案

江门市裕昌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未取得机动车维修经营许

可，非法从事机动车维修

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五条、《机动车维修管理规

定》第四十九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14

2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8号

新会区双水镇荣业汽车修理行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机动

车维修经营案

新会区双水镇荣业

汽车修理行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

机动车维修经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18.03.13

2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29号

钟**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钟**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13

2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0号

陆**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陆**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13

2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1号

刘**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刘**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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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2号

邹**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邹**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

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

（6000元）
2018.03.14

2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3号

覃**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覃**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15

2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4号

新会区崖门镇恒源汽车维修店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机动

车维修经营案

新会区崖门镇恒源

汽车维修店

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

机动车维修经营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

罚款人民币柒仟元整

（7000元）
2018.03.15

29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5号

梁**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

动案

梁**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活动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四十六条第（一）项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18.03.16

30
粤江新交罚

[2018]00137号

蒋**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蒋**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

罚款人民币陆仟元整

（6000元）
2018.03.16

3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0号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

司台山汽车总站不按批准的客

运站点停靠案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

集团有限公司台山

汽车总站

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九条第（一）项，结合《广

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道路运政）》初次违法或不配合

取证、阻挠执法的情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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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1号

深圳市友盟旅运有限公司取得

客运经营许可的客运经营者使

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

加客运经营案

深圳市友盟旅运有

限公司

取得客运经营许可的客运

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

证》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结合《广东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

路运政）》严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0

3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2号

广州市广贤明汽车有限公司客

运包车行驶线路两端均不在车

籍所在地案

广州市广贤明汽车

有限公司

客运包车行驶线路两端均

不在车籍所在地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八十六条第（三）项，结合《

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道路运政）》严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元）
2018.03.21

3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3号

张**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张**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1

3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4号

陈**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陈**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2

3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7号

李**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李**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2

3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8号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集团有限公

司开平汽车总站客运班车不按

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案

广东省江门市汽运

集团有限公司开平

汽车总站

客运班车不按批准的客运

站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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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

六条第（一）项，结合《广东省交

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

政）》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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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49号

景**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景**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较重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23

39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0号

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案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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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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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

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较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23

40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1号

赵**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赵**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贰佰元整

（200元）
2018.03.26

4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2号

张**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案
张**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

（30000元）
2018.03.26

4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4号

香港中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客

运班车不按规定的线路、班次

行驶案

香港中旅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

客运班车不按规定的线路

、班次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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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

六条第（一）项，结合《广东省交

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

政）》严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

（3000元）
2018.03.26

4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5号

盘**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活

动案

盘**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活动

《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

四十六条第（一）项，结合《广东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

路运政）》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18.03.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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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6号

刘**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案
刘**

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

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旅客运输及客

运站管理规定》第七十九条第

（一）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

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

（20000元）
2018.03.27

4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7号

重庆市荣昌县海燕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

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案

重庆市荣昌县海燕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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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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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

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较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27

4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8号

重庆远坤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道

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案

重庆远坤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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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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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

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较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27

4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59号

南充市汽车运输三公司擅自改

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案

南充市汽车运输三

公司

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

证的车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结合《广东省交

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

政）》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18.03.28

4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0号

南充市惠通车业有限公司道路

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

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案

南充市惠通车业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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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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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

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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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1号

伍**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伍**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8

50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2号

李**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李**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9

51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3号

李**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

动(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经营许可证》)案

李**

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

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

营活动(未取得《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29

52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4号

岑**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

扬撒案

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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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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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第（二）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

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

》较重情节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29

53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5号

韦**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韦**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较重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2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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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6号

新会区会城炳辉汽车修配行超

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机动车

维修经营案

新会区会城炳辉汽

车修配行

新会区会城炳辉汽车修配

行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

事机动车维修经营案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四十九

条第（三）项，结合《广东省交通

运输行政处罚裁量标准（道路运

政）》一般情节

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

（5000元）
2018.03.29

55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7号

伍**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伍**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严重情

节

罚款人民币贰仟元整

（2000元）
2018.03.29

56
粤江新交罚

[2018]00169号

沈**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辆案
沈**

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

件，驾驶道路货物运输车

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四条、《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管理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较重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

（1000元）
2018.03.30

57
粤江新交罚

[2018]00170号

农**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

经营案

农**

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

运输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六十三条、《道路货物运输及站

场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第（一）

项，结合《广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

罚裁量标准（道路运政）》一般情

节

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10000元）
2018.03.30

58
粤江新交罚

[2018]00171号

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

从事港口经营案
钟**

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

证，从事港口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

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港口经

营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

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50000元）
201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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