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州市机动车销售企业信息表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地址
社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销售车型

1

梅江区
（25家）

梅州市易捷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环市北路238号综合楼第一
层2号

91441402MA51
Y7QU2N

房杞宏 13802368321 汽车

2
梅州市捷易通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黄留村梅州海吉星农产品
商贸物流园B区6栋商铺05（复式）（1-10栋）

91441402MA54
W6GF57

罗巍 19926170558 汽车

3
梅州市龙源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环市北路78号
914414005626
00024F

何宇飞 13699796699 汽车

4
梅州市良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环市西路铁诚名车侧
91441402MA4U
N6MK7L

李燕香 13714235558 汽车

5
梅州市友车梦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西郊黄塘村十一队陈绍兴私屋
91441402MA54
AEPA32

胡宗钏 13750591455 汽车

6
梅州市佰易融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车管所旁
91441403MA4U
RB1721

林纳 13502580858 汽车

7
梅州市佰优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鸿达路鸿庭湾（西区）商住楼01
号商铺

91441402MA53
KD4F11

朱木柴 15766370725 汽车

8
粤驰（梅州）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客天下时代国际步行街A区71号
91441402MA54
M63560

何子竞 13828446443 汽车

9
梅州市德顺啟合汽车修配
有限公司

梅州市环市西路黄塘二村横排段（廉发电线有
限公司进厂门右边1-5间）

914414023151
99237D

麦国庭 15207538792 汽车

10
梅州市晟蓝新能源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机场路口圆盘侧上坪安置区商铺
门店第1卡

91441402MA51
3D0W0K

张思勇 18902787108 汽车

11
梅州市鑫港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汽车交易中心上海街6-1
号

91441402MA53
DM6D4Y

黄虹 13825995138 汽车

12 梅州市三亿汽贸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206国道西侧黄留13村民小
组（梅州恒发物流有限公司内店铺6、7号）

91441402MA53
GND44U

林创龙 13502336570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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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梅江区
（25家）

梅州市吉沃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西郊办事处黄塘村
914414023038
76640X

王建维 13018788230 汽车

14
梅州大昌行雷克萨斯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206国道（梅县机场侧）
914414005555
98288T

罗楠 18200933183 汽车

15
杭州大搜车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梅州分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桃西段286号2楼
91441400MA51
WUPC0F

吴梓媛 13169527107 汽车

16
梅州市御枫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梅州市环市西路联合中学路口
914414020685
4993XP

谢岳恭 13428884059 汽车

17
梅州市方众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农民街（三角中心市场
侧）

91441402MA4W
CXBD5T

冯俊杰 13430113935 汽车

18 梅州市俊诚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梅塘东路
914414007977
599373

赖俊东 2332968 汽车

19
梅州市顺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梅州市环市西路（城西职业中学侧）
914414026886
55039C

刘远清 13823863118 汽车

20
梅州市颂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黄留村平远路口杨登山建
筑物

91441402MA52
20P40A

吴俊林 15986461888 汽车

21
梅州深业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村206国道西
914414007993
32443B

陈洋
2196957 

18200933183
汽车

22
梅州市航宇新能源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黄留村206国道30号
91441402MA54
D15569

古宇燕 13823839672 汽车

23
梅州市来来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明阳村十三组13号
91441402MA52
4XX26X

曾令华 1325985510 汽车

24
梅州市梅江区億鑫汽车服
务部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华南大道34号店铺
92441402MA55
347E7Q

陈富海 18125587477 汽车

25
梅州市梅江区可力汽车销
售部

梅州市梅江区江南低坝路23-6号
92441402MA51
KARD18

李飞苑 13750533330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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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梅县区
（15家）

梅州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新区广梅南路286号
914414035645
81277K

张海阳 13799072329 小型汽车

27
梅州中裕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所里村剑英大道南（扶大加
油站正对面）

91441403MA4U
PQRJ6F

姚映仿 15812936777 小型汽车

28
梅州市嘉骏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管会剑英大道雪佛兰（梅
州）4S店

91441403MA52
8H4F64

张小敏 13902781618 小型汽车

29
梅州市利高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31-3号
91441402MA4X
27813D

李雁 13823893852 货车

30
梅州众合道路运输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29-1号
91441403MA55
A8330M

李伟波 13380920168 货车

31
梅州市顺浩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20号-8
91441403MA55
7AW0XH

罗秋权 13549109700 货车

32
梅州市恒祥通汽贸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134-1号
91441403MA55
HBM70U

雷全林 13823829973 货车

33 梅州市宏程运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村205国道外村35号
91441403MA53
9HGA8K

杨兵 17820480118 货车

34
梅州市天成佳业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18-1-2号
91441403MA54
KNL80K

陈祚德 13751655966 货车

35
梅州市润星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205国道谢田大道8-1号
91441403MA4W
76BC6E

王宇 13955538172 货车

36
梅州市乘龙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31-1-2号
91441403MA52
TPWK1P

谢俊生 15361976577 货车

37
梅州市鑫合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村谢田大道15-3
91441403MA51
8WMQ08

何彬洪 13809883854 货车

3



梅州市机动车销售企业信息表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地址
社会信用

代码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销售车型

38

梅县区
（15家）

梅州市创鸿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镇谢田大道116-1、116-2
、116-3号店

91441403MA4W
685C89 

温红权 13823867547 货车

39
梅州鹰广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锭子桥（师范路口）
914414037192
60137N

李林强 13902789989
小型货车、小型汽
车

40
广东腾辉鸿旗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程江镇广梅中路651-665号
91441403MA55
AX4L2T

魏相权 13823826260 小型汽车

41

兴宁市
（13家）

兴宁市雄翼车行 兴宁市新陂镇茅塘村吴屋10号
92441481MA53
5KMN9T

李少雄 13719979015 汽车

42
兴宁市长文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兴宁市人民大道中段宁新寨仔村宗顺万通工艺
厂东侧门店

91441481MA4U
UXPF76

张春泉 18923021328 长安铃木

43
梅州市晟能新能源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兴宁市宁新街道办事处寨仔村柏林第
91441481MA4W
DK1217

李志华 13826688616
晟能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

44
梅州市晟成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兴宁市宁新洋里村205国道北侧(兴宁市鑫源水
暖器材贸易有限公司内)

91441481MA4U
W94F9P

程博文 15914912775 本田、丰田

45
兴宁市盛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兴宁市宁新寨仔村205国道
914414810621
83172C

刘欢 18923021328
马自达，红旗、丰
田系列

46
兴宁市名俊汽车城有限公
司

兴宁市宁新佛岭段新兴雅苑24栋11AB-17号
91441481MA52
F31T1Y

古学军 13509092128
本田，丰田，马自
达系列

47
兴宁市骏宁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兴宁市宁新寨子村205国道(检察院侧)
 
91441481MA4U
RGEP6T 

张小敏 3212329 广汽本田4S店

48
梅州骏荣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兴宁分公司

兴宁市宁新寨仔村205国道（人民大道旁汇景花
园对面）

91441481MA52
6J7QXC

方镇生 13823817382 奔驰

49
兴宁市晨龙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兴宁市宁新洋里村205国道北侧晟城汽车城5-8
卡

914414813150
15792G

陈晨龙 13826655122 本田、丰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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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兴宁市
（13家）

梅州致富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坭陂镇南洋商业街B2栋8号
81441481MA55
AH677G

刘伟 13549135579 汽车

51
兴宁市广顺恒新能源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兴宁市叶塘镇兴叶路260号
91441481MA55
3FB677

邬远东 13322815068 汽车

52 兴宁市叶塘镇思冠车行 兴宁市叶塘镇彭陂村祥安围2号
92441481MA55
ERJL3B

刘伟思 15815561382 汽车

53
梅州市骏永腾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兴宁分公司

兴宁市福兴街道办事处五里村205国道侧（骏永
腾汽车城）

91441481MA52
1DUK3D

李导 15876728893 轿车

54

平远县
（8家）

梅州市昌盛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平远大道120号
91441426MA4U
T0X26R

卓良材 15986498222 小型汽车

55
平远显裕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平远县大柘镇梅平路丰光村
914414265591
938514

刘显汉 13502358762 小型汽车

56
平远县梅平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超竹村
914414260845
43183P

姚利娜 13727621652 小型汽车

57
梅州市伟雄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进城大道（超竹段）
914414260901
7365XP

游红兰 15986451528 小型汽车

58
平远县恒裕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鸭麻桥
914414260923
8985XP

陈小强 13670855060 小型汽车、农用车

59
平远县伟兴二手车交易有
限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超竹段职业学校对面（即国道206
线）

91441426MA4U
HFN017

林平 13727623927 小型汽车

60
平远县君诚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丰光兔子岗
91441426MA4U
H4BJ0Q

刘小均 13824566318 小型汽车

61
梅州铁诚勇佳汽车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汽修服务分公
司

平远县大柘镇206国道进城大道丰光村段
91441426MA4U
MHX16W

丘均勇 13549120222 小型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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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蕉岭县
（13家）

蕉岭县鸿运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东山商业城东华楼D栋102-103号
914414275883
35820H

赖国贤 13825993897 汽车

63
蕉岭县昌盛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桂岭大道南128-19号 
914414273980
712972

郭国锋 13825974938 汽车

64 蕉岭县名益贸易有限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湖谷村（伟珊加油站南）
914414275847
2735XA

王勇 13825973248 汽车

65
梅州零点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蕉岭县蕉城镇福星大道聚龙雅苑2号地第4栋1层
30、31号店

91441427MA54
MPWR28

涂玉兴 13189991666 汽车

66
蕉岭县汇美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桂岭大道南144号
91441427MA54
EU2L26

黄志坤 13670893893 汽车

67
蕉岭县鑫龙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东山商业城东山路
91441427MA4W
1HDK1B

赖来将 13502359312 汽车

68
蕉岭县鑫大地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湖谷村蔗园49号
914414273347
51066X

汤建 13825973000 汽车

69
梅州市俊诚贸易有限公司
蕉岭分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叟乐村高速公路出口斜对面福星
大厦首层

914414273232
54929N

谢文强 13450702380 汽车

70
蕉岭县御枫汽车贸易服务
中心

蕉岭县兴福乡205国道东山段（蕉城镇桂岭大道
南86号）

441427600130
429

熊澄 15007530807 汽车

71 蕉岭县晟兴汽贸有限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湖谷村牛岗圩新广木制品厂
91441427MA51
MP6R4R

吴敏 13539169507 汽车

72 蕉岭县恒胜汽贸有限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樟坑村裕行亭（205国道以东）6
号店

91441427MA4W
TN9YXC

徐道锦 13823872320 汽车

73 蕉岭县名途汽贸有限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龙安村福星大道第二幢第5号店
91441427MA4W
JJAM2A

钟林 13923029033 汽车

74
梅州市迅驰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梅州市蕉岭县蕉华工业园北区
914414273040
308154

徐剑辉 13502541780 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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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大埔县
（7家）

大埔县鸿达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大埔县湖寮镇黎家坪汽车交易市场第41号
914414225883
090163

胡带香 13825919789 汽车

76
大埔县瑞腾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大埔县高陂镇陂寨村谢屋加油站斜对面
91441422MA4U
THDRXY

黄广操 13727616220
汽车、货车、摩托
车

77
大埔新伯乐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大埔县湖寮镇黎家坪大桥头汽车交易市场43号
店铺

91441422MA56
JGBH85

蓝伟华 13421004218 汽车、货车

78 大埔县湖寮镇桓大汽车行 大埔县湖寮镇西环路358号
92441422MA54
DYRH4E

吴炳茂 13411282531  汽车、货车

79
大埔县五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大埔县湖寮镇黎家坪大桥头黎家坪汽车交易市
场第17号至27号

914414225625
74727W

丘武新 13543236683 汽车、货车

80
大埔县绍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大埔县湖寮镇黎家坪桥头（黎家坪汽车交易市
场第1-6号店）

914414220585
798284

王俊钦 13502531384 汽车、货车

81 梅州市融兴汽贸有限公司 大埔县高陂镇陂漳路49号
91441422MA55
A2318H

陈林海 18719356068 汽车、货车

82

丰顺县
（8家）

丰顺县华顺汽车服务部 丰顺县汤坑镇富城新村A栋之一
92441423L218
573053

黄伟华 13502338161 汽车、货车

83 丰顺县庆顺汽车贸易部
丰顺县汤坑镇城南开发区金湖路金盘段丰顺·
萬江府6栋157号商铺

92441423L857
45468L

罗韶庆 13727636283 汽车、货车

84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
丰顺分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206国道环城路边东里枫林
下

91441423MA4U
K4QD3T

许福添 13802363768 汽车、货车

85
梅州市梅县区俊诚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丰顺分公司

丰顺县汤坑镇附城东里村外环路边枫林下
914414233152
1365X1

王河源 13543221222 汽车、货车

86 丰顺春天汽车城有限公司 丰顺县汤坑镇东里村横排下206国道边
91441423MA4U
HEX7XA

李阳春 13923035187 汽车、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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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丰顺县
（8家）

丰顺县佳骏汽贸行 丰顺县汤坑镇湖下206国道旁352号
92441423MA50
LPT97W

罗佳骏 13750588997 汽车、货车

88 丰顺县顺鑫汽车经营部 丰顺县汤坑镇金湖村下湖（206国道边）
92441423L425
66988R

巫宗听 13825931800 汽车、货车

89 丰顺县军顺汽贸经营店 丰顺县汤坑镇粤东商贸城A1栋12-16号
92441423L846
6616XJ

何晓军 13670833007 汽车、货车

90

五华县
（19家）

五华县东诚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安路黄井村耙里隆（亚邓石材
旁）

91441424MA4U
HW589Q

薛远东 13502547196
汽车、摩托车、电
动摩托车

91 五华县信守汽贸有限公司 五华县转水镇枫林塘服务中心对面100米
91441424MA56
2Y9A4C

陈远辉 14754296609
汽车新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

92
五华县南顺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五华县安流镇青江村透江（238省道新大桥旁）
91441424MA4U
RRH35K

胡瑞南 13643090392
汽车、农用车、摩
托车及其配件销售

93 五华县友和实业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环城西路
914414247075
8111X6

李嘉伟 4431213
汽车、摩托车、电
动车及其配件销售

94
五华县富联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寨大道镇政府侧华源花园B栋第
壹层（华源汽车销售部）旁

91441424MA56
8UK471

上官文 15219115235 汽车新车销售

95
五华县尚记二手车贸易有
限公司

五华县龙村镇硝芳村塘背20号101
91441424MA55
DQ4E25

温小梅 13825995065 汽车新车销售

96
五华县展昌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五华县县城工业大道东延线汽车城板块新车站
（南）边左侧-1

91441424MA4U
KF2A62

魏开胜 13802568221 汽车

97
五华县广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五华县河东镇增塘村鬼利沥（桂权农产品加工
厂旁）

91441424MA55
UL8D90

陈银祥 13670788308 汽车新车销售

98
五华县捷顺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寨大道七都段西侧（水寨大道
北2号）

91441424MA56
2XNN7L

曾文浩 13826631810 汽车新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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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五华县
（19家）

五华县新和兴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工业大道水安公路旁
91441424MA4U
KFDC26

古爱和 13924480862
汽车、摩托车、农
用车

100
五华县深洪业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安路8号
91441424MA55
Q73R12

余洪波 13823881448 汽车新车销售

101 五华县阿坚汽贸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安路耙里隆恒大傢俬旁
91441424MA56
6ARQ6A

周玉根 15812932292
汽车新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

102
梅州市乐鑫途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五华县安流镇万塘村（中国石化隔壁）
91441424MA55
FUA16B

陈文邦 15323041388 汽车

103 梅州市尊龙汽车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工业大道东延线旁城兴汽车城内
16-17卡店面

91441424MA55
8KH58D

魏海苑 13560992397 汽车新车销售

104 梅州市源利贸易有限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寨大道长岭排（华新加油站
侧）

91441424MA4U
JBPP9B

何红沅 13826628823 汽车、摩托车

105
梅州市辉彬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五华县河东镇沙渴村草塘开发区大昌检测站旁
91441424MA55
CAUC2Q

江辉彬 13826601690 汽车新车销售

106
梅州市鑫和盛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

五华县长布镇大田社区居民新村8号
91441424MA55
FQFM90

张远军 18218784662 汽车新车销售

107 梅州市铭诚汽车有限公司 五华县横陂镇联长村邱屋25号
91441424MA55
E03E0K

李秀容 13690869933 汽车新车销售

108
梅州翔风汽车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

五华县安流镇新秀街25号
91441424MA56
FGDT7C

古菊连 15113485026  汽车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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