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1

2021年度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年检情况统计表（汇总）
填报单位：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2年4月2日

类别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成品油仓储经营企业 石油销售经营企业 石油仓储经营企业
全部企业个数 349 4 0 0 0
未参加年检企业个数 1 0 0 0 0
未通过年检企业个数 0 0 0 0 0
免检企业个数 1 0 0 0 0



附件3-2

2021年度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年检情况统计表(年检合格企业）

填报单位：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2年4月2日
类别 地市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1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城北停车区东区加油站 44M6133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2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城北停车区西区加油站 44M6133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3 梅州市龙坑加油站 44M3009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4 梅州市文强工贸有限公司芹洋加油站  44M6041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5 梅州市梅江区兴城加油站 44M4018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6 梅州汽车材料供应有限公司月梅加油站 44M3020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7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太洋加油站 44M4129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8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东郊加油站 44M3036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09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城北加油站 44M403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0 梅州市东升油业有限公司 44M6044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1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梅汕加油站 44M6134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2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州泰华加油站 44M6044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3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州市市郊加油站 44M3011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江南加油站 44M1035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城南加油站 44M1032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长沙加油站 44M3020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西阳服务区东加油站 44M1042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西阳服务区西加油站 44M1042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1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城北加油站 44M1032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2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麻子岗加油站 44M1001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21 梅州嘉华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4018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2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南山桥加油站 44M2037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2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广东梅州梅县白宫加油站 44M3003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江区 02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东升工业园加油站 44M2037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25 梅州市梅县区城东务兵坑加油站 44M6039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26 梅州市梅县区东明油品有限公司 44M3010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2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城东加油站 44M1032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2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郊区加油站 44M3010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29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谢田加油站 44M3009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0 梅州市梅县区荷泗太平加油站 44M3009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1 梅州市梅县区瑶上榕江加油站 44M3027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2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县南口水长加油站 44M3027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龙塘加油站 44M1039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4 梅州市梅县区江灵中油油品经销有限公司南口车陂加油站 44M3009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5 梅州市梅县区石坑加油站 44M3029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6 梅州市梅县区丰淼加油站 44M3028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7 梅州市梅县区车子排加油站 44M4032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8 梅州市春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梅县大坪春庭加油站 44M3009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39 梅州市梅县区大坪加油站 44M6044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0 梅州市锦华油品有限公司 44M4018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1 梅州市梅县区桃尧宝建加油站 44M3010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2 梅州市梅县区泰兴加油站 44M3010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3 梅州市中广源油品有限公司 44M3010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村东加油站 44M3028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5 梅州市梅县区松口永安油品有限公司 44M6134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6 梅州市梅县区松南加油站 44M3011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溪口加油站 44M1039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大黄加油站 44M300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4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松口加油站 44M1001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海昌加油站 44M6040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1 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三乡加油站 44M3010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雁洋加油站 44M1040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3 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麒麟加油站 44M3028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4 梅州市梅县区丙村茂中油品有限公司 44M4031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5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县丙村颂记加油站                                        44M6042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丙村加油站 44M3028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县丙村红光加油站 44M4031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8 梅州市梅县区石扇良记加油站 44M4032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5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玲苑加油站  44M4031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0 梅州市梅县区白渡永基加油站 44M4018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白渡加油站 44M1035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觉慈加油站 44M3011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3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梅县扶大加油站 44M6134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县中豪加油站 44M4018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5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县州路加油站 44M6042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广梅加油站 44M1032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三葵加油站 44M3008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8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  44M3009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69 梅州市勇兴集团有限公司程江加油站 44M6038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新城加油站 44M3009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城区加油站 44M1032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锭子桥加油站 44M1001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渡江津加油站 44M1035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大沙加油站 44M103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5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梅县水车加油站                                            44M6042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黄竹坪加油站 44M1037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径义加油站 44M3009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8 梅州市梅县区江灵中油油品经销有限公司畲江加油站 44M4032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7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畲江工业园加油站 44M102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8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梅县区梅南加油站 44M3009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梅县区 081 梅州市泰强油品有限公司 44M5035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2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坭陂服务区东区加油站 44M6028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3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坭陂服务区西区加油站 44M6028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4 兴宁市粤龙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3007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5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兴宁黄槐西埔加油站 44M6023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6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兴宁加兴加油站 44M6023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7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兴宁新布加油站 44M602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8 梅州泰歌石化能源有限公司 44M6135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89 兴宁市宁新松口岭加油站 44M3024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0 兴宁市兴福石油贸易有限公司五里加油站 44M3008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1 兴宁市强生加油站 44M3021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2 兴宁市安顺八达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6039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3 兴宁市柏兴加油站 44M6135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4 兴宁市陂西加油站 44M3034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5 兴宁市标兴加油站 44M3020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6 兴宁市大路加油站 44M3008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7 兴宁市大坪加油站 44M3021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8 兴宁市大坪镇新世纪加油站 44M3021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099 兴宁市刁坊加油站 44M3025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0 兴宁市都顺茂兴加油站 44M6039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1 兴宁市富达加油站 44M3026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2 兴宁市岗背大众加油站 44M3022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3 兴宁市供销大岭加油站 44M3025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4 兴宁市黄陂黄金加油站 44M3026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5 兴宁市黄陂镇金龙加油站 44M3026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6 兴宁市黄陂平安加油站 44M3016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7 兴宁市黄陂镇龙江加油站 44M3026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8 兴宁市黄陂镇新兴加油站 44M3026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09 兴宁市黄陂镇中心加油站 44M3026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0 兴宁市黄槐加油站 44M3025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1 兴宁市劲源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44M3022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2 兴宁市径南加油站 44M3027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3 兴宁市径心加油站 44M6135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4 兴宁市坜陂供销加油站 44M3024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5 兴宁市良峰加油站 44M6039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6 兴宁市隆合加油站 44M3025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7 兴宁市罗岗柿子坪加油站 44M3006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8 兴宁市罗岗苑利加油站 44M3021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19 兴宁市坭陂明兴加油站 44M3031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0 兴宁市鹏发加油站 44M3008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1 兴宁市坪洋加油站 44M613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2 兴宁市石马镇加油站 44M3008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3 兴宁市水口坝加油站 44M3023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4 兴宁市水口岐岭下加油站 44M3023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5 兴宁市伟春加油站 44M3021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6 兴宁市文发加油站 44M3022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7 兴宁市宁塘镇文兰加油站 44M302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8 兴宁市物供加油站 44M3027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29 兴宁市下堡农机加油站 44M3007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0 兴宁市新陂得月楼加油站 44M3023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1 兴宁市新陂庆余加油站 44M6043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2 兴宁市兴旺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3007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3 兴宁市学士加油站 44M6044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4 兴宁市叶南农机加油站 44M3022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5 兴宁市叶南映方加油站 44M3022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6 兴宁市叶塘福利加油站 44M3007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7 兴宁市叶塘留桥加油站 44M6133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8 兴宁市永和加油站 44M3024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39 兴宁市永和仁里加油站 44M3024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0 兴宁市正丰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44M6134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1 兴宁市张陂加油站 44M3023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城郊加油站 44M3007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加坡岭加油站 44M1000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明珠加油站 44M1000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新民加油站 44M1041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新区加油站 44M3008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叶塘服务区东加油站 44M3043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叶塘服务区西加油站 44M3043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4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站前加油站 44M3005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服务区北加油站 44M1038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服务区南加油站 44M1038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合水加油站 44M1019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黄陂加油站 44M1001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郊区加油站 44M1042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宁新加油站 44M1002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水口加油站 44M1040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7 兴宁市黄陂镇顺达加油站 44M3027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先声加油站 44M1000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5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向阳加油站 44M1042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新陂加油站 44M1000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兴城加油站 44M1000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华发加油站 44M3034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路路发加油站 44M300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顺风加油站 44M3021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兴达加油站 44M2045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洋里加油站 44M2041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粤兴加油站 44M3034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兴宁雄发加油站 44M204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69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飞跃加油站 44M6045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70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福源加油站 44M3045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71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广发加油站 44M3023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72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海城加油站 44M6042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73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健力加油站 44M3024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兴宁市 174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兴宁市三洋加油站 44M3027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75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县城加油站 44M1002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76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银河加油站 44M3033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77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河岭加油站 44M3020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78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长安加油站 44M1002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79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八尺加油站 44M1002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0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丰光加油站 44M1002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1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东石加油站 44M1002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2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岭南加油站 44M1040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3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服务区东加油站 44M3043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4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服务区西加油站 44M3043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5 中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五指石加油站 44M1026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平远县通达加油站 44M3006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昌盛加油站 44M2024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盟兴加油站 44M6134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8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华强加油站 44M300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联发加油站 44M2041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超竹加油站 44M6134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西河加油站 44M202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石正加油站 44M2024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4 平远县顺风加油站 44M3006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5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城南加油站 44M3005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6 平远县华宝加油站 44M3005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7 平远县燃料公司加油站 44M3006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8 平远县仁居加油站 44M3006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平远县 199 平远县泗水加油站 44M3037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0 蕉岭县兴福伟珊石油加油站     44M6026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1 蕉岭县裕安加油站 44M6040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2 蕉岭县广福镇广豪加油站 44M3029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3 蕉岭县新乐加油站 44M1019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4 蕉岭县文福镇红星加油站 44M3029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5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蕉岭长兴加油站 44M3029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6 蕉岭县兴福镇谷仓加油站 44M3030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7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龙安加油站 44M3030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8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文福加油站 44M3030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09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新兴加油站 44M403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0 蕉岭县新铺镇雄新加油站  44M1019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东外环加油站 44M2038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2 蕉岭县蓝坊镇兴发加油站 44M6037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3 蕉岭县新铺镇马鞍山加油站 44M3029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4 蕉岭县新华加油站 44M1019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中心加油站 44M1019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华侨场加油站 44M1019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牛岗加油站 44M1020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福汕加油站 44M1019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1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新沙加油站 44M1019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服务区东加油站 44M1039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服务区西加油站 44M1039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桂岭加油站 44M3029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油坑加油站 44M1020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金城加油站 44M1019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蕉岭县 22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蕉岭文福加油站 44M3029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2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仙基桥加油站 44M202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27 大埔县桃源加油站 44M6041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28 梅州市广聚能源加油站有限公司北站 44M6043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29 梅州市广聚能源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6043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0 大埔县茶阳顺通加油站 44M6041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1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大埔加油站 44M300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2 梅州市宏宝矿业有限公司双溪加油站 44M6041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3 大埔县大麻加油站 44M6134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4 大埔县光德供销社加油站 44M3003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5 大埔县大麻丰源加油站 44M3012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6 大埔县富源加油站 44M6039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虎山加油站 44M3003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环城加油站 44M300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3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杨梅田加油站 44M3003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高陂加油站 44M1000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茶阳加油站 44M1001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勤丰加油站 44M1000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古野加油站 44M300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运发加油站 44M1040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枫朗加油站 44M3003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6 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安达加油站 44M6040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7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双富加油站 44M3003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8 大埔县西河金三角加油站 44M3011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49 大埔县茶阳镇莲塘坝加油站 44M3011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50 大埔县西河加油站 44M3011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51 广东中新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埔宏豪加油站 44M6133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52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光德服务区东区加油站 44M613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大埔县 253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光德服务区西区加油站 44M613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4 丰顺县潘田镇顺达加油站 44M3036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5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丰顺县留隍镇东洋加油站 44M303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6 丰顺县广宏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6136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7 丰良农机加油站 44M3030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8 丰顺县万通加油站 44M3013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59 丰顺县附城石桥加油站 44M303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汤西加油站 44M2133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1 丰顺县黄金利源加油站 44M6136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2 丰顺县龙岗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602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3 丰顺成发加油站 44M3036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4 丰顺县汤南红狮加油站 44M3034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5 丰顺县潭江加油站 44M6038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6 丰顺县逢源加油站 44M6036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7 广东省南粤交通石化能源有限公司梅州丰顺汤西服务区南加油站 44M6136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8 广东省南粤交通石化能源有限公司梅州丰顺汤西服务区北加油站 44M6136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69 丰顺县留隍茶背坤兴加油站 44M6133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0 丰顺县吉丰加油站 44M6042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1 丰顺县农场加油站 44M3030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2 丰顺县留隍镇顺安加油站 44M6134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北斗加油站 44M1037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4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东里加油站 44M1033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5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丰良加油站 44M1001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富城加油站 44M1033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建新加油站 44M1032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金凤凰加油站 44M6045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7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桥头加油站 44M1027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8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苏山加油站 44M3013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8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汤坑加油站 44M1033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8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汤南加油站 44M1001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丰顺县 28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丰顺金星加油站 44M303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4 五华县岐岭加油站 44M613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5 五华县岐岭镇华安加油站 44M3016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6 五华县岐岭镇王化金威加油站 44M6134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河子口加油站 44M3018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8 五华县华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新联加油站 44M3004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8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官坑加油站 44M3004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金星加油站 44M3004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顺通加油站 44M3014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销售汕头分公司五华华城加油站 44M301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华城加油站 44M1002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4 五华县华城加油站 44M3014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5 五华县双头祥兴加油站 44M3014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6 五华县岐岭镇国冠加油站 44M6044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7 五华县平安加油站 44M3013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8 广东路路顺石油贸易有限公司 44M3015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29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华兴加油站 44M604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0 五华县大坝加油站 44M300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1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华益加油站 44M3013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2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长安加油站 44M3036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水寨加油站 44M1001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4 中油碧辟石油有限公司梅州河东加油站 44M3013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5 五华县金山加油站有限公司 44M613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6 五华县城东加油站 44M6133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7 五华县油田加油站 44M6038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8 五华县马汕石油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44M6135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09 五华县小都加油站 44M3030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0 五华县华都加油站 44M6038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横陂加油站 44M3015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2 五华县平南加油站 44M3016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3 五华县平南恒山加油站 44M3016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4 广东宏川加乐加车能终端服务有限公司五华郭田加油站 44M6028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5 五华县横陂镇夏阜加油站 44M6135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锡坑加油站 44M3017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7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横陂服务区东区加油站 44M604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8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横陂服务区西区加油站 44M604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19 五华县大田供销社加油站 44M3015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0 五华县新圩加油站 44M3030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1 五华县长布镇富丽加油站 44M6101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2 五华县长布镇河汉加油站 44M3015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3 五华县周江加油站 44M3015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4 五华县茂兴加油站 44M3030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5 五华县双华镇双佳加油站 44M30159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6 五华县双华镇兴盛加油站 44M3018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7 五华县双华镇华兴加油站 44M3016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安流加油站 44M1002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29 五华县安流加油站 44M3016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0 五华县安流加油分站 44M30166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1 五华县梅林镇金坑加油站 44M30172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2 五华县梅林标准加油站 44M6038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3 五华县梅林加油站 44M30173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4 五华县棉洋镇镇府加油站 44M6135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5 五华县棉洋加油站 44M613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6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高塘加油站 44M6038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7 五华县华阳镇华阳加油站 44M60288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8 五华县华粮加油站 44M3017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39 五华县华阳镇华新加油站 44M30175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0 五华县华阳镇华新加油站分站 44M613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1 广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棉洋北加油站 44M6044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2 广东广业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棉洋南加油站 44M6044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3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桥江加油站 44M30170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4 中海油广东销售有限公司五华县金龙加油站 44M31337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5 五华县龙村镇龙润加油站 44M30361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6 五华县新龙狮加油站 44M60264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五华县 347 五华县兴林五星加油站管理有限公司 44M61360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梅江区 348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石油分公司 441028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兴宁市 34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兴宁石油分公司 441029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五华县 350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五华石油分公司 441075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大埔县 351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大埔石油分公司 441076



附件3-3

2021年度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年检情况统计表（免检企业）
填报单位：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2年4月2日

类别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理由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1 兴宁市宁新志发加油站 44M30251 2021年扩建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无 无 无 无



附件3-4

2021年度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年检情况统计表（未通过年检企业）
填报单位：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2年4月2日

类别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原因 处理情况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无 无 无 无 无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无 无 无 无 无



附件3-5

2021年度石油成品油经营企业年检情况统计表（未参加年检企业）

填报单位：梅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填报日期：2022年4月2日

类别 序号 企业名称 证书编号 原因 处理情况
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 1 梅州市家乐福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湾下加油站 44M30371 配合梅大高速建设 暂停营业
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 无 无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