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登记表（截止至2022年12月6日）

序号 维修企业备案编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1 44090701201900001 鹤山市大众汽车维修中心有限公司
一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维修救援、

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陈山工业路3号

2 44090702201900001 鹤山市沙坪宝安汽修服务中心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型货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沙坪小范鹤山大道旁（鹤山市妇幼保健院西侧）

3 44090702201900002 鹤山市共和镇源记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共和镇江鹤路

4 44090702201900003 江门市文旅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鹤山汽车总站

公共客运，出租客运，市际班车客运，省际班车客运，县内班车客运，
县际班车客运，省际包车客运，市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县内包
车客运，普通货运，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

修，小型车辆维修)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1098号

5 44090702202000001 鹤山市华康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上西村

6 44090702202000002 鹤山市穗鹤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工业区佛开高速陈山出口旁

7 44090702202000003 江门华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鹤山分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佛开高速陈山出口江沙路旁

8 44090702202000004 鹤山市新劲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维修救援、小型车

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社区居委会秧坎村

9 44090702202100001 鹤山市国亨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下西村 272省道骏亨车城内一层C1档

10 44090702202100002 江门市宏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类机动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陈山村民委员会

11 44090703201900001 鹤山市沙坪长茂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莺朗街5至27单号

12 44090703201900002 鹤山市雅瑶镇果壳汽车清洁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广东省江门市雅瑶镇鹤山大道1021-4、1021-5号

13 44090703201900003 鹤山市沙坪合群汽车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路7号17座之二

14 44090703201900004 鹤山市雅瑶镇捷达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工业区路口

15 44090703201900005 鹤山市雅瑶镇永盛达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雅瑶镇石田村地磅侧新楼首层 1卡

16 44090703201900007 鹤山市沙坪德诚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文明路59号之十、之十一

17 44090703201900008 鹤山市桃源镇锦朋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综合小修、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桃源镇新城三街66号

18 44090703201900010 鹤山市沙坪镇华美汽车服务碧桂旗舰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619号12-15号

19 44090703201900011 鹤山市龙口镇车世界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龙口镇龙古路1-3号

20 44090703201900012 鹤山市沙坪镇澳龙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西路25号

21 44090703201900013 鹤山市沙坪忠诚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西路59号鹤山市沙坪供销社玉桥建材市场商铺 A1、

A2

22 44090703201900014 鹤山市沙坪德艺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综合楼H座首层3-6号



序号 维修企业备案编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23 44090703201900015 鹤山市雅瑶镇万客临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陈山工业路13号

24 44090703201910001 鹤山市共和镇悦顺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共和镇共和大道 113号之三十、113号之三十一

25 44090703201910002 鹤山市共和镇路路顺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共和镇共和大道113号之32-33

26 44090703201910003 鹤山市共和镇城达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共和镇来苏村委会福临村牌坊

27 44090703201910004 鹤山市共和镇卫英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共和镇来苏村委会古巷村来苏车站头 （土名）

28 44090703201910005 鹤山市共和镇共建汽车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共和镇共建路（江鹤公路边）

29 44090703201910006 鹤山市共和镇亮泽之家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共和镇顺和路356号之六

30 44090703201910007 鹤山市宅梧镇振杰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宅梧镇双和公路旁

31 44090703201910008 鹤山市共和镇宝桂汽车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共和镇江鹤公路莱苏市场侧福临里 128号

32 44090703201910009 鹤山市宅梧镇艳阳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宅梧镇双和路358号

33 44090703201910010 鹤山市鹤城镇华亮补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道扶贫楼

34 44090703201910011 鹤山市共和镇乐诚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共和镇平安大道182号之三、之四

35 44090703202000016 鹤山市沙坪彬记汽车用品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路越塘小学侧南门苑 7号

36 44090703202000018 鹤山市桃源镇新大华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18号

37 44090703202000019 鹤山市龙口镇龙津洗车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龙口镇文明路19号之一首层A区2号商铺

38 44090703202000020 鹤山市雅瑶镇车吧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凤亭路553号之三至之七

39 44090703202000021 鹤山市沙坪宏馨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路水部里牌坊内

40 44090703202000022 鹤山市沙坪通顺汽车冷气维修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121号

41 44090703202000023 鹤山市龙口华记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工业区之福安商场东起 8、9、10卡

42 44090703202000024 鹤山市桃源镇亚文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17A号

43 44090703202000025 鹤山市沙坪隆记轮胎商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街道鹤山大道612号

44 44090703202000027 鹤山市沙坪业昌隆汽车美容维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新业路1437号

45 44090703202000028 鹤山市沙坪飞扬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西路43号之一、二

46 44090703202000029 鹤山市沙坪镇德之星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镇楼冲聚龙开发区第二幢前排铺位第 13-18间



序号 维修企业备案编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47 44090703202000030 鹤山市沙坪悦豪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H座综合楼28、29号

48 44090703202000031 鹤山市沙坪卓誉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人民南路高圳口厂房s首层（三卡铺位）

49 44090703202000032 鹤山市沙坪蓝博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前进南路182至192双号

50 44090703202000033 鹤山市雅瑶镇银兴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鹤山大道石田村开发区 B座首层

51 44090703202000034 鹤山市途行天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59号创客中心首层

52 44090703202000035 鹤山市古劳镇忠诚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恒晖花园2、3号

53 44090703202000036 鹤山市龙口镇永盛达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8号1-6间

54 44090703202000037 鹤山市沙坪镇东麟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江鹤加油站侧

55 44090703202000038 鹤山市龙口镇协诚汽车维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龙口镇协华村委会龙护二队

56 44090703202000039 鹤山市龙口友记补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71-73号

57 44090703202000040 鹤山市桃源镇辉业新景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7号1-4卡

58 44090703202000041 鹤山市桃源镇小征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西路5-6号

59 44090703202000042 鹤山市沙坪创业汽车冷气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813号

60 44090703202000043 鹤山市沙坪卓越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828号之九

61 44090703202000044 鹤山市雅瑶石湖伟兴汽车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石田村鹤山大道侧 C座首层

62 44090703202000045 鹤山市沙坪镇通得顺汽车冷气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11号之十至十二

63 44090703202000046 鹤山市桃源镇田丰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 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22号之一

64 44090703202000047 鹤山市桃源镇幸福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朗居委会文边村3号

65 44090703202000048 鹤山市雅瑶镇一明汽车美容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街道江沙公路边石湖山仔村侧

66 44090703202000049 鹤山市桃源镇立信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居委会竹朗商业城 1座11-14卡

67 44090703202000050 鹤山市桃源镇华之轮汽车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居委会文边村

68 44090703202000051 鹤山市沙坪镇高安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雁前路2389-2395号单号

69 44090703202000052 鹤山市沙坪顺裕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407号

70 44090703202000053 鹤山市沙坪镇顺兴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北侧A厂房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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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44090703202000054 鹤山市沙坪鸿顺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江门市鹤山市沙坪玉桥新圩118号-3、-4、-5（信息申报制）

72 44090703202000055 鹤山市雅瑶镇恒昌汽车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山仔村工业用地 12-14卡

73 44090703202000056 鹤山市沙坪前进南永威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前进南路337号之一

74 44090703202000057 鹤山市沙坪新环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中东西新环路196、198号首层

75 44090703202000058 鹤山市古劳镇天源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连南三连路大江里

76 44090703202000059 鹤山市古劳镇顶呱汽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古劳镇连南村委会江里村125号

77 44090703202000060 鹤山市桃源镇顺晖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西路22号A座

78 44090703202000061 鹤山市桃源镇一丰汽车维修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龙溪工业区76号

79 44090703202000062 鹤山市沙坪健安汽车用品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1号之二

80 44090703202000063 鹤山市沙坪龙艺汽车保养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新环路421号

81 44090703202000064 鹤山市桃源镇健力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文边村

82 44090703202000065 鹤山市沙坪永辉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324号

83 44090703202000066 鹤山市桃源镇虎记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居委会文边村

84 44090703202000067 鹤山市古劳镇顺民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工业区一区 28号2座F4、F5

85 44090703202000068 鹤山市沙坪三冠汽车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汇源云溪村103号

86 44090703202000069 鹤山市沙坪科联福汽车综合服务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边车队仓库（即与德兴轮胎修理店围墙外交界

点）

87 44090703202000070 鹤山市沙坪镇锦华艺汽车配件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新华路211号、219号

88 44090703202000071 鹤山市沙坪金盛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发动机维修、汽车综合小修、四轮定位检测

调整)
鹤山市沙坪街楼冲村委会向前村

89 44090703202000072 鹤山市沙坪风炮补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旁（325国道）石达坑

90 44090703202000073 鹤山市茗雄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桥氹古江围（原修理厂122号）

91 44090703202000074 鹤山市沙坪荣诚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1926号

92 44090703202000075 鹤山市沙坪恒星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三连路雅图仕大桥侧喜悦羊庄旁 2号商铺

93 44090703202000076 鹤山市沙坪镇铭豪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电气系统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2120-2126号

94 44090703202000077 鹤山市沙坪通得来汽车空调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文明路54号之1-3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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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44090703202000078 鹤山市沙坪凤巢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南荀山村德氹浪开发区一号 （一址多照）

96 44090703202000079 鹤山市桃源镇鹤轩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喷油泵、喷油器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民委员会钱塘五村石仔岗

97 44090703202000080 鹤山市沙坪楚盛汽车维修养护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桥氹开发区3号之（二、三）

98 44090703202000081 鹤山市沙坪实力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街文明路3号楼13-14卡

99 44090703202000082 鹤山市沙坪嗨卡汽车配件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楼冲元岗新村

100 44090703202000083 鹤山市沙坪爱车一族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玉桥大道368号第三、第四卡

101 44090703202000084 鹤山市龙口永行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19号-8

102 44090703202000085 鹤山市沙坪日荣汽车油泵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喷油泵和喷油嘴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南荀山村松树岗

103 44090703202000086 鹤山市沙坪申顺广汽车维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1611号3-4号铺

104 44090703202000087 鹤山市古劳镇华瑞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一区2号47座

105 44090703202000088 鹤山市沙坪创兴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16号之四

106 44090703202000089 鹤山市雅瑶镇穗保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湖学校对面 （宝力汽车修配厂后面）

107 44090703202000090 鹤山市古劳镇力澳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一区28号2座自编号F11

108 44090703202000091 鹤山市沙坪竞速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桥氹古江围5-6号（一址多照）

109 44090703202000092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东麟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龙头村

110 44090703202000093 鹤山市沙坪镇达胜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镇南工业区

111 44090703202000094 鹤山市桃源镇荣生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居委会文边村

112 44090703202000095 鹤山市雅瑶镇莺朗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田村开发区地磅侧新楼首层二卡

113 44090703202010012 鹤山市宅梧镇天天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宅梧镇双和路28号

114 44090703202010013 鹤山市鹤城镇小官田俊城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鹤城镇小官田卓屋村5号

115 44090703202010014 鹤山市宅梧镇平记农机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宅梧镇清河路41号

116 44090703202010015 鹤山市鹤城镇鹤龙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鹤城镇先锋村委龙口村

117 44090703202010016 鹤山市鹤城镇钟勤发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道6、12号

118 44090703202010017 鹤山市址山镇新鸿粤汽车修配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广东省鹤山市址山镇人民南路5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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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44090703202010018 鹤山市址山镇腾发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址山镇东溪开发区A区325国道金益铜业旁

120 44090703202010019 鹤山市址山镇峰记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址山镇白米田村325国道边

121 44090703202010020 鹤山市鹤城镇车乐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005号之一

122 44090703202010021 鹤山市址山镇亚天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址山镇东溪开发区B区（许浓灿A座）自编4、5、6号（一址多

照）

123 44090703202010022 鹤山市址山镇通达汽车维修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址山镇禾南公路边

124 44090703202010023 鹤山市址山镇康记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址山镇大营开发区

125 44090703202010024 鹤山市共和镇车之坊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共和镇祥和路325号之三

126 44090703202010025 鹤山市鹤城镇昆鹏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鹤城镇先锋村委会大林坪村 1号

127 44090703202010026 鹤山市鹤城镇南中南兴汽车美容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广东省鹤山市鹤城镇南中村民委员会莲潭村 （刘氏胶厂侧）

128 44090703202010027 鹤山市鹤城镇鹤友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鹤城镇鹤舞昆仑76-77号

129 44090703202010028 鹤山市沙坪实德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1号首层

130 44090703202010029 鹤山市龙口镇成通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108-1号

131 44090703202010030 鹤山市共和镇兴嘉和汽车维修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共和镇共和大道128号之五

132 44090703202100096 鹤山市沙坪镇生记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高圳口

133 44090703202100097 鹤山市沙坪冠鸿汽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南筍山村松树岗第7卡

134 44090703202100098 鹤山市桃源镇忠志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19号

135 44090703202100099 鹤山市沙坪昶发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裕民路239号首层A5-1

136 44090703202100100 鹤山市沙坪东达汽车养护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市大道832号首层之三

137 44090703202100101 鹤山市雅瑶镇宝粤机动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雅瑶镇雅瑶村委会玉岗村侧

138 44090703202100102 鹤山市沙坪狮创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文明路4号楼铺面8-11卡（信息申报制）

139 44090703202100103 鹤山市桃源镇宏盛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大岭村村口 1-2卡

140 44090703202100104 鹤山市沙坪雅图行汽车家政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碧桂园碧桂大道203、205

141 44090703202100105 鹤山市沙坪车元素汽车用品商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人民西路建材市场侧5轴至A2轴

142 44090703202100106 鹤山市沙坪木棉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桥氹村民委员会木棉岗



序号 维修企业备案编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143 44090703202100107 鹤山市龙天汽车美容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楼冲聚龙村开发区

144 44090703202100108 鹤山市沙坪百福汽车保养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南筍山村松树岗第11、12卡

145 44090703202100109 鹤山市雅瑶镇顺通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凤亭工业区

146 44090703202100110 鹤山市龙口镇广通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龙口镇尧溪村委会楼下南边起第六 、七、八号商铺

147 44090703202100111 鹤山市沙坪宋氏油泵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喷油泵、喷油器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田村工业开发区C座首层

148 44090703202100112 鹤山市龙口镇致力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43-1号、2号、3号

149 44090703202100113 鹤山市龙口镇勝辉汽车养护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龙口镇德胜街1号首层

150 44090703202100114 鹤山市沙坪双隆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

整)
鹤山市沙坪文明路82号之7、8、9

151 44090703202100115 鹤山市沙坪豪派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越塘综合楼1座27号28号29号

152 44090703202100116 鹤山市沙坪德进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莺朗街387号之三

153 44090703202100117 鹤山市沙坪车之选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北侧小范开发区渭璜村商铺 1-3卡746、748、

750号

154 44090703202100118 鹤山市桃源镇喜来乐汽车配件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桃源大道北

155 44090703202100119 鹤山市雅瑶镇肇丰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山仔村江沙公路旁

156 44090703202100120 鹤山市雅瑶镇容明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石田村鹤山大道商铺 B座首层

157 44090703202100121 鹤山市桃源镇杰美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7号之五至之七

158 44090703202100122 鹤山市桃源镇飞歌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

整)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竹蓢商业城一座 4-5卡

159 44090703202100123 鹤山市沙坪皇轩汽车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石岭街11号第1、第2卡商铺（信息申报制）（一址多照）

160 44090703202100124 鹤山市雅瑶镇盟客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凤亭路199号之五

161 44090703202100125 鹤山市桃源镇毅丰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文边村 B座商铺4-5卡

162 44090703202100126 鹤山市桃源镇众维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新城南街12号

163 44090703202100127 鹤山市凯骏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社区居委会上西村开发地三卡

164 44090703202100128 鹤山市雅瑶镇越兴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陈山村民委员会新村二队 （陈山村民委员会、李棠合建

楼1号）

165 44090703202100129 鹤山市桃源镇起现汽车维修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委会文边村

166 44090703202100130 鹤山市桃源镇蓝格汽车美容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桃源镇富源路2号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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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44090703202100131 鹤山市途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镇城市之光花园19.20.21.22号

168 44090703202100132 鹤山市雅瑶镇骏业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山仔村晒古坪发展地 9号

169 44090703202100133 鹤山市沙坪永顺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玉桥狗比塘边第三、四、五卡铺

170 44090703202100134 鹤山市沙坪新车港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江门市鹤山市沙坪镇南庆仁经济开发区 1座（信息申报制）

171 44090703202100135 江门纽北山姆汽车保养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811号（自编：A1）

172 44090703202100136 鹤山市沙坪博恒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小范街427-433号（信息申报制）

173 44090703202100137 鹤山市沙坪车之轮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

整)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32号之五、之六（信息申报制）

174 44090703202100138 鹤山市沙坪车森度汽车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越塘村松园经济合作社综合楼 84-18号

175 44090703202100139 鹤山市沙坪启明星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南龙头开发区

176 44090703202100140 鹤山市沙坪优雅清洁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越塘村委会望楼村

177 44090703202100141 鹤山市古劳伟兴汽车配件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53号

178 44090703202100142 鹤山市古劳镇卫文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一区2号3座自编号B1首层商铺

179 44090703202100143 鹤山市沙坪拥恒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龙头村

180 44090703202100144 鹤山市雅瑶镇艺贤名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大岗居委会大路村511号

181 44090703202100145 鹤山市沙坪博朗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经华路291-297单号（信息申报制）

182 44090703202100146 鹤山市沙坪田氏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赤坎工业区双合村

183 44090703202100147 鹤山市雅瑶镇晴晴汽车冷气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石田村鹤山大道侧商铺 B座首层

184 44090703202100148 鹤山市沙坪新毅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沙坪玉桥村民委员会龙潭村工业区 17号至20号

185 44090703202100149 鹤山市雅瑶镇诚文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大岗村

186 44090703202100151 鹤山市雅瑶镇轩仔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那要村

187 44090703202100152 鹤山市沙坪涛师傅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凤亭路102号

188 44090703202100153 鹤山市沙坪工匠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小范山顶村

189 44090703202100154 鹤山市雅瑶镇东麟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雅瑶镇湖夏牌坊侧13、14、15号

190 44090703202100155 鹤山市沙坪彭通汽车销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小范街403-4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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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44090703202100156 鹤山市雅瑶镇蔼钧汽车服务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中心路C座9号

192 44090703202100157 鹤山市沙坪腾达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2473、2475号

193 44090703202100158 鹤山市桃源镇华红汽车修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文边村 B座商铺-7卡

194 44090703202100159 鹤山市沙坪镇红日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401-417

195 44090703202100160 鹤山市龙口镇祥通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龙口镇协华村委会新村公路边

196 44090703202100161 鹤山市桃源镇越佳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人民南路竹朗商业城第二座编号第 23、24卡

197 44090703202100162 鹤山市桃源镇龙兴轮胎销售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旺龙珠岗村大岗之4、5、6、7号

198 44090703202100163 鹤山市桃源镇成明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旺龙村民委员会珠岗村

199 44090703202100164 鹤山市沙坪鸿亮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越塘综合楼I座首层23、24、25、26号（信息申报

制）

200 44090703202100165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悦豪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越塘综合楼I座首层17号

201 44090703202100166 鹤山市沙坪酷炫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523、525、527号

202 44090703202100167 鹤山市沙坪镇生生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西路水东村

203 44090703202100168 鹤山市沙坪赛之浪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新华路252、254、256号

204 44090703202100169 鹤山市沙坪动力文记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元岗旧村

205 44090703202100170 鹤山市沙坪镇新广汽车配件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楼冲村委会雁池村

206 44090703202100171 鹤山市沙坪盈通汽车空调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656号之5

207 44090703202100172 鹤山市沙坪锦龙汽车配件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 鹤山市沙坪楼冲聚龙村牌坊侧1、2、3卡

208 44090703202100173 鹤山市沙坪俊兴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45号之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

209 44090703202100174 鹤山市沙坪名座驾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2203号

210 44090703202100176 鹤山市沙坪世博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坚美园32座商铺06、07号

211 44090703202100177 鹤山市雅瑶镇兆业盈进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北江村江沙公路边发展地

212 44090703202100178 鹤山市沙坪祥龙联合汽车美容维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11号（信息申报制）

213 44090703202100179 鹤山市沙坪水东洗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南水东村

214 44090703202100180 鹤山市沙坪新艺汽车保养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719号之10



序号 维修企业备案编号 业户名称 经营范围 地址

215 44090703202100181 鹤山市沙坪博悦汽车维修保养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大鹏路153、155、157、159号

216 44090703202100182 鹤山市雅瑶镇凯冠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凯冠汽车美容中心

217 44090703202100183 鹤山市桃源镇达通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村委会钱塘三村瓦通岗

218 44090703202100184 鹤山市古劳镇雄成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一区28号6座自编号A2-9首层商铺

219 44090703202100185 鹤山市沙坪镇文华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文华路公路局对面

220 44090703202100187 鹤山市沙坪俊逸汽车维修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1968、1970号（信息申报制）

221 44090703202100188 鹤山市雅瑶镇车房仔汽车维护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大岗村大路村776号第一层

222 44090703202100189 鹤山市沙坪领航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凤亭路609、611、613号

223 44090703202100190 鹤山市雅瑶镇建昌汽配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田村商铺 A座

224 44090703202100191 鹤山市桃源镇鸿鑫车厢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建设东路30号之六、之七

225 44090703202100192 鹤山市沙坪诚运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桥氹木棉岗广珠铁路东侧原龙口客运站第一座 1、2号商铺

（信息申报制）

226 44090703202100194 鹤山市沙坪运权洗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65号大润发三楼停车场入口右侧简易车棚

227 44090703202100195 鹤山市沙坪源通机动车维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路18号之八(信息申报制）

228 44090703202100196 鹤山市骏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共和镇共和大道113号之四、之五、之六、之七、之八

229 44090703202100197 鹤山市沙坪逍逍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北侧小范开发区渭璜村商铺 1-3卡746、748、750

号（信息申报制）（一址多照）

230 44090703202100198 鹤山市沙坪兴运汽车玻璃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田村鹤山大道侧 A座3-5卡

231 44090703202100199 鹤山市沙坪景途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铁夫路文明鞋材市场内 C座首层C1、C2、C3、C4、C5（信

息申报制）

232 44090703202100201 鹤山市沙坪镇威弈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东路28号之16-19

233 44090703202100202 鹤山市沙坪镇德兴轮胎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赤坎工业区

234 44090703202100186 鹤山市古劳镇高升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连南村民委员会综合楼首层三卡

235 44090703202100193 鹤山市荣昌汽车修配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雅瑶圩中心路72号之一

236 44090703202100200 鹤山市桃源镇钱塘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东路28号

237 44090703202100203 鹤山市沙坪福华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隔山街越塘停车场内

238 44090703202100205 鹤山市龙口镇明乐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龙口镇协华村委会旧村1、2、3卡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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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44090703202100204 江门市长鸿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整) 鹤山市沙坪鹤市大道莺朗村莺朗工业区 8号

240 44090703202100206 鹤山市桃源镇全明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龙溪工业区

241 44090703202100150 鹤山嵘顺汽车维修技术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铁夫路文明鞋材市场E座首层E106-108号

242 44090703202200001 鹤山市古劳镇便民洗车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古劳镇古劳村委会太平村

243 44090703202200002 鹤山市沙坪环城轮胎销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四轮定位检测调

整)
鹤山市沙坪楼冲村委会聚龙新村村口聚龙桥侧边西边起第 4、5、6、7

卡首层

244 44090703202200003 鹤山市沙坪金钻汽车美容护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东路18号之五

245 44090703202200004 鹤山市建明汽车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镇鹤山大道626号

246 44090703202200010 鹤山市沙坪精创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桥氹开发区2号首层卡3、卡4

247 44090703202200008 鹤山市雅瑶镇润达汽车修理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佛开高速雅瑶服务区（西区）

248 44090703202200009 鹤山市雅瑶镇润捷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佛开高速雅瑶服务区东区

249 44090703202200005 鹤山市雅瑶镇靖学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陈山村民委员会新村 163号1楼

250 44090703202200006 鹤山市古劳镇越兴汽车配件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古劳圩新街

251 44090703202100175 鹤山市沙坪博积车房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新业路1405号

252 44090703202200007 鹤山市雅瑶镇车保洁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雅瑶镇龙翔花园二期350号商铺

253 44090703202200011 鹤山市龙口镇友好机动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龙口镇尧溪村委会办公室楼下 1号商铺

254 44090703202200013 鹤山市沙坪兄弟汽车美容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楼冲村委会聚龙村301、302号

255 44090703202200012 鹤山市沙坪一家保洁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裕民路274号

256 44090703202200017 鹤山市桃源镇球哥汽车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中心村委会中心村沙咀

257 44090703202200014 鹤山市龙口镇车美汇汽车美容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龙口镇尧溪村委会鸭舌岗

258 44090703202200019 鹤山市址山镇广鸿汽车修理服务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址山镇人民南路58号

259 44090703202200015 鹤山市沙坪惠客轮胎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镇聚龙村旧村

260 44090703202200018 鹤山市址山镇鸿发汽车修理厂 三类机动车维修(空调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址山镇人民南路63号

261 44090703202200022 鹤山市沙坪伟杰汽车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文边新村9号

262 44090703202200020 鹤山市雅瑶镇优众机动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田村鹤山大道侧商铺 A座首层1-2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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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44090703202200023 鹤山市桃源镇柯记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中心村委会禾昌合村 31号

264 44090703202200016 鹤山市雅瑶镇小龙汽车修理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兴雅路182号B座1楼第6-7号

265 44090703202200026 鹤山市沙坪顺达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沙坪莺朗商业街C栋C1、C2

266 44090703202200027 鹤山市鹤城镇车之源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道404号

267 44090703202200028 鹤山市德力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桥氹木棉岗广珠铁路东侧原龙口客运站第一座 10号商铺

268 44090703202200021 鹤山市桃源镇理想轮胎经营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委会文边村 01-05商铺

269 44090703202200024 鹤山市古劳镇德骏汽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一区15号A座之5、6、7、8卡

270 44090703202200029 鹤山市雅瑶镇栢维汽车维修美容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兴雅路179号B幢6-7卡

271 44090703202200032 鹤山海记轮胎商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址山镇人民北路68号之一

272 44090703202200036 鹤山沙坪芬芬洗车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门口墩街祥盛坊41号、43号、45号

273 44090703202200033 鹤山市桃源镇忠记汽车养护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桃源镇建设西路7、8、9号

274 44090703202200025 鹤山市址山镇梁创轮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址山镇禾南上黄村325国道旁

275 44090703202200030 鹤山市桃源镇辉鹏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竹朗社区居委会文边村工业区 16、17号

276 44090703202200037 鹤山市沙坪匠心车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沙坪镇南荀山村松树岗第5卡

277 44090703202200031 鹤山市鹤城镇车之家汽车美容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道五号之六后座

278 44090703202200035 江门市源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兴雅路148号之六商业楼靠近斜坡一楼商铺

279 44090703202200034 鹤山市桃源镇新正兴汽车维修部 三类机动车维修(车身维修) 鹤山市桃源镇竹蓢社区居民委员会文边村 （325国道侧）

280 44090703202200038 江门市安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综合小修) 鹤山市雅瑶镇黄洞工业区

281 44090703202200039 鹤山市鹤城镇靓车港汽车维修养护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鹤城镇鹤城大道51号之一自东起第一卡

282 44090703202200041 鹤山市雅瑶镇国力补胎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石田村

283 44090703202200043 鹤山市雅瑶镇喜车郎汽车美容服务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居委会石田村鹤山大道侧 B座首层

284 44090703202200042 鹤山市沙坪捷昇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人民南路415号（一址多照）

285 44090703202200040 鹤山市沙坪壹加贰汽车维修店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围仔3村88号A2

286 44090703202200045 鹤山市沙坪镇南耀华汽车玻璃商行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 鹤山市沙坪镇镇南荀山村松树岗第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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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44090703202100017 鹤山市龙口镇新阿六机动车修理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汽车美容装潢) 鹤山市龙口镇龙口大道103-4号

288 44090703202200046 鹤山市沙坪保诺驰汽车维修中心 三类机动车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汽车美容装潢、汽车润滑与养护) 鹤山市沙坪鹤山大道1214、1216号

289 44090702202200003 鹤山市沙坪镇通用汽车修配厂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人民南路高圳口

290 44090702202200001 鹤山市沙坪镇新兴汽车修配厂 二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 鹤山市沙坪镇玉桥村委会三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