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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北京北京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北京骐宇瑞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房山站 ：黄震  13321164922

地址：房山区长阳镇朱岗村村北长周路西侧

fa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北京市利泽汽车修理厂

北京顺义站 ：李伟  13501030349

地址：顺义区马坡京密路段1号

shun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北京福源顺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北京昌平站 ：吴学龙  13911558756

地址：昌平区沙河镇巩华镇大街8号

cha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北京盛京南汽车修配厂

北京大兴站 ：杨效民  13801120331

地址：大兴区工业开发区A区黄亦路南侧

da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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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天津天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衡水市开发区运达汽车维修中心

天津和平站 ：张群虎  15297641555

地址：开发区和平西路北侧宝力橡胶对过

hp.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集贤县鑫鹏通汽车修理厂

天津河东站 ：陈杰文  13946695081

地址：集贤县河东区三江农资市场院内E栋17号

he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天津启迪

天津武清站 ：张瑞山  18622377059

地址：武清区大孟庄镇京津公路东侧

wu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天津市百年盛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宝坻站 ：霍振芝  18526169952

地址：林黑公路西侧宝坻区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农机具展厅B厅17

baod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滨海县和平汽车镗磨维修部

天津滨海站 ：王保锋  15358272018

地址：滨海县阜东南路284号

bh2.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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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河北石家庄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石家庄市长安北方汽车修理厂

石家庄长安站 ：杨连发  18731120601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建华北大街南高营幼儿园西

ca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宜兴市红塔常福汽车修配厂

石家庄桥西站 ：费建华  13306152061

地址：常福桥西境

qiao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藁城市武杨农机经销处

石家庄藁城站 ：武朝阳  13231153413

地址：河北省藁城市站南街24号

gao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河北晨阳

石家庄鹿泉站 ：胡玉钦  18931888691

地址：河北省鹿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东路168号

lu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井陉县古城汽车修理厂

石家庄井陉站 ：李永平  13933123089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天长镇北关村

jing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正定县富泽汽车修理厂

石家庄正定站 ：翟新元  13933825000

地址：正定县107国道东风对过五征专卖

zheng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8/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8731120601
http://caq.chaichejian.cn
http://caq.chaichejian.cn
tel:13306152061
http://qiaoxi.chaichejian.cn
http://qiaoxi.chaichejian.cn
tel:13231153413
http://gaocheng.chaichejian.cn
http://gaocheng.chaichejian.cn
tel:18931888691
http://luquan.chaichejian.cn
http://luquan.chaichejian.cn
tel:13933123089
http://jingxing.chaichejian.cn
http://jingxing.chaichejian.cn
tel:13933825000
http://zhengding.chaichejian.cn
http://zhengding.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9

16、行唐县义皓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行唐站 ：陈建国  13780417918

地址：行唐县王七里峰村

xingt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赞皇县众合汽车配件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赞皇站 ：曹贵朝  13831145047

地址：赞皇县赞元路榆底道口东500米路南

zanh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无极县老甄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无极站 ：甄兆彬  13932177692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大陈镇北家庄村

wu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河北小高拆车件

石家庄无极站 ：卢华  15030198180

地址：石家庄无极县

hbxg888.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20、威远县永兴汽车修理厂

石家庄平山站 ：黄燕荷  13990531743

地址：威远县严陵镇平山村12组

pi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元氏县随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石家庄元氏站 ：吕学凯  15176952676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马村镇段村村东

yuan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赵县姚辉汽修厂

石家庄赵县站 ：姚青辉  13803215196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赵元路与西外环交叉口南行500米路东

zhao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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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辛集市合利汽车维修服务站

石家庄辛集站 ：靳帅  18633093335

地址：辛集市位伯镇南位伯村南行50米路西

xin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晋州市冀丰农机有限公司

石家庄晋州站 ：李士谦  15830988981

地址：晋州市周家庄开发区通达路107号

j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新乐市正大农机配件门市部

石家庄新乐站 ：靳文彬  13832319460

地址：新开西路230号

xin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唐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6、昌宁县映宏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唐山路南站 ：刘映宏  13987587999

地址：昌宁县田园镇环城西路南段

lu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日照大型汽车工程机械修理厂

唐山路北站 ：袁安军  13356339029

地址：岚山区安东卫街道204国道西侧轿顶山路北侧

lu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恒大重型汽车修理厂

唐山古冶站 ：罗良臣  13933300919

地址：古冶区卑家店林西道南红北道东

guy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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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开平市广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开平站 ：梁健明  13822379089

地址：开平市沙冈红进开发区

ka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唐山丰南区汽车修理厂

唐山丰南站 ：李顺智  13831589230

地址：河北省丰南区婿各庄蛮子坨村

feng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唐山泽广力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丰润站 ：王涛  18633361830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厂前路与102国道交叉口西行500米荣川

丰润汽车园

fengr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河北滦南县长滦汽车修理厂

唐山滦南站 ：苗长明  13700358208

地址：河北滦南县城北环路11号110对面

luan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乐亭县顺安汽车修理厂

唐山乐亭站 ：崔永生  15732576999

地址：乐亭县城关蔡各庄村

let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迁西县三屯双益汽车修理厂

唐山迁西站 ：贠福祥  13831513210

地址：迁西县三屯营冶金工业路津西铁厂北门西行1000米

qia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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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精功汽车特约维修服务站

唐山玉田站 ：王术刚  15532510827

地址：河北省玉田县彩亭桥镇汽车站院内

yu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遵化市双益汽车修理厂

唐山遵化站 ：张启东  13832814616

地址：遵化市南三环东路建龙焦化厂对面

zun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7、唐山迁安市马兰庄新兴汽车修理厂

唐山迁安站 ：王玉华  13013281858

地址：迁安市马兰庄镇刘官营村新兴服务站

qi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秦皇岛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8、海港区凡硕汽车修理厂原秦市海港区新红汽车修理厂

秦皇岛海港站 ：邸文新  13903341295

地址：秦市102国道秦山公路中段中心庄

haig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秦皇岛市福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秦皇岛抚宁站 ：仁丽敏  13722555394

地址：抚宁县抚宁镇钟庄村东

fu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重庆市否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秦皇岛青龙站 ：刘玉梅  13594112962

地址：石板镇青龙村七组

qing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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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昌黎县志刚汽配轮胎修理厂

秦皇岛昌黎站 ：齐建光  13903335391

地址：河北省昌黎县东外环行政大厅对面

chang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卢龙县旭旭汽车修理部

秦皇岛卢龙站 ：张永军  13933602868

地址：卢龙县卢龙镇龙城路中段广缘超市斜对面

lu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邯郸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3、邯郸市恒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邯山站 ：李会涛  13333202227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309国道168号新兴时代广场2912号

h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小峰汽车修理

邯郸丛台站 ：翟小峰  15100002555

地址：河北省丛台区黄粱梦107国道粮库旁

cong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枣阳市东兴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邯郸复兴站 ：陈彬  13597509800

地址：枣阳市丹阳工业园C栋中兴大道与复兴大道交汇处以东300

米

fu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肥乡县永肥汽车修理厂

邯郸肥乡站 ：曹雷方  18331865588

地址：河北省肥乡县城北环路口

fei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3/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03335391
http://changli.chaichejian.cn
http://changli.chaichejian.cn
tel:13933602868
http://lulong.chaichejian.cn
http://lulong.chaichejian.cn
tel:13333202227
http://hanshan.chaichejian.cn
http://hanshan.chaichejian.cn
tel:15100002555
http://congtai.chaichejian.cn
http://congtai.chaichejian.cn
tel:13597509800
http://fuxing.chaichejian.cn
http://fuxing.chaichejian.cn
tel:18331865588
http://feixiang.chaichejian.cn
http://feixiang.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4

47、邯郸市永年区同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邯郸永年站 ：侯志杰  15081401919

地址：永年县临名关镇七里店村北

yongn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大名县宏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邯郸大名站 ：顔献卫  13503308109

地址：河北省大名县东五庄村南头路东

dam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涉县更乐方伟汽修厂

邯郸涉县站 ：方伟  13731008849

地址：涉县309国道更乐三局服务区

hds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磁县华宇汽车配件门市

邯郸磁县站 ：窦志彬  15803305835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磁州镇白庄村南

c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霍邱县城关镇灵海汽车修理部

邯郸邱县站 ：任洪平  13195399477

地址：霍邱县光明大道南段

qiu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馆陶县鸿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邯郸馆陶站 ：沈振良  15100040598

地址：馆陶县南环路亿丰广场斜对面

guant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魏县三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邯郸魏县站 ：洪宝硕  13832044786

地址：魏县魏都南大街985号

hbw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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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武安市天将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邯郸武安站 ：黄海超  18931065003

地址：河北省武安市309国道玉泉岭村旁

w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邢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5、邢台三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邢台站 ：尉向东  13231928803

地址：河北省邢台市南高速路口加油站西邻

x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临城利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邢台临城站 ：贾德强  13933702018

地址：临城县临城镇北环路汽车修理市场

li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内丘昊昌

邢台内丘站 ：陈位满  15532938444

地址：内丘县官庄镇下屯村村西

nei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隆尧县瑞亨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邢台隆尧站 ：周海兴  17731989986

地址：隆尧县尹村镇北小霍村村南

longy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南和县建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邢台南和站 ：刘建胜  13722900981

地址：河北省南和县贾宋镇汽车工业园区

n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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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宁晋县红岩汽车维修中心

邢台宁晋站 ：宋红革  13932967780

地址：宁晋县宁高路口西行社保局对过

ning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揭阳市榕城区永欣汽车修理厂

邢台新河站 ：谢俊丽  13695145270

地址：榕城区东升新河社区后206国道以北黄岐山路口以西

x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广宗裕驰

邢台广宗站 ：贺凤树  15130391483

地址：广宗县广宗镇相家庄社区

guangz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威县东关汽车保养厂

邢台威县站 ：刘根硕  15226862006

地址：河北省威县世纪大街

we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清河县李虎汽车配件门市部

邢台清河站 ：李虎  13730381023

地址：河北省清河县城南罗屯西村

qi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沙河市东胜汽车修理厂

邢台沙河站 ：张兴强  13903190434

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京广路与北环交叉口南行30米路西

sha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保定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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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保定市南市区新时代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保定莲池站 ：张峰  15032207777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莲池南大街4144号门脸

lianc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保定长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保定徐水站 ：刘长青  13833058018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王店镇东街村

xu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涞水县天奇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涞水站 ：徐耀齐  15830953881

地址：河北涞水县义安镇庄疃村

lai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河北省阜平县保运汽车修理厂

保定阜平站 ：夏运杰  13722219606

地址：阜平县阜平镇白河镇村

fu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定兴县恒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保定定兴站 ：陈艳红  13931201277

地址：河北省定兴县定兴镇西石桥村西107国道东侧

ding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高唐县华兴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保定唐县站 ：于庆军  18606353898

地址：高唐县东外环东侧人和路与盛世路交叉处

ta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涞源县乾浩汽修有限责任公司

保定涞源站 ：张振亮  15932179985

地址：涞源县三甲村西

lai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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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曲阳县海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保定曲阳站 ：荀慎贤  13833082096

地址：河北省曲阳县北环路特种车辆检测站斜对面

q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镇雄县顺风重型汽车修理厂

保定雄县站 ：冯春茂  15987005252

地址：镇雄县乌峰镇酒房寨安居房处

xi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涿州市老路汽修

保定涿州站 ：路长顺  13803261203

地址：河北省涿州市城西南街54号

zhuo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定州市宏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保定定州站 ：曹利宁  13111606177

地址：定州市赵村乡西南佐村西

di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高碑店市中原机电公司维修厂

保定高碑店站 ：刘海青  13931251879

地址：高碑店市南大街61号

gb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张家口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8、宣化县大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张家口宣化站 ：孙福清  15031368666

地址：河北省宣化县沙岭子镇经济开发区

xuanhua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8/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833082096
http://quyang.chaichejian.cn
http://quyang.chaichejian.cn
tel:15987005252
http://xiong.chaichejian.cn
http://xiong.chaichejian.cn
tel:13803261203
http://zhuozhou.chaichejian.cn
http://zhuozhou.chaichejian.cn
tel:13111606177
http://dingzhou.chaichejian.cn
http://dingzhou.chaichejian.cn
tel:13931251879
http://gbd.chaichejian.cn
http://gbd.chaichejian.cn
tel:15031368666
http://xuanhuaqu.chaichejian.cn
http://xuanhuaqu.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9

79、张家口市鑫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万全县分公司

张家口万全站 ：温克明  13231300037

地址：河北省万全县110国道马房路口

wan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张北县兴福汽车维修部

张家口张北站 ：陈嘉睿  13513138093

地址：河北张北县兴和西路汽配城8号楼底商

zhang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太仆寺旗兴顺达汽贸有限公司

张家口沽源站 ：全治国  13947926006

地址：太仆寺旗沽源路汽配城对面

hbg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蔚县福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蔚县站 ：鲁明  13633393148

地址：河北省蔚县西合镇夏源村三叉路口

w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怀来县北辛堡镇朔诚汽车修理厂原河北怀来朔诚汽车修理厂

张家口怀来站 ：常亚军  13150825336

地址：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镇北新堡村

huail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承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4、承德盈鑫汽车维修服务站

承德双桥站 ：王国栋  13831482333

地址：双桥区高庙四道沟口

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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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承德市万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承德双滦站 ：于洋  18932877868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西地乡吴营村112线南侧

shuangl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平泉市卧龙镇明峰汽车修理厂

承德承德站 ：王小明  13785447118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卧龙镇三十家子村燕塞汽车产业园C30

5

hbc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武冈市兴隆车身车架汽车修理厂

承德兴隆站 ：胡义鹏  13707396110

地址：武冈市兴隆村7组

xing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滦平镇寰翔汽车修理厂

承德滦平站 ：张艳荣  13785381889

地址：河北省滦平县滦平镇育才西路西侧60号

lua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隆化县立志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承德隆化站 ：刘国艳  13483893794

地址：隆化县257省道立志检测线院内

long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丰宁福林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丰宁站 ：孙晓勇  13932481953

地址：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开发区钢窗厂陶瓷厂北侧

fe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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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宽城胜达汽车修理厂

承德宽城站 ：李凤金  15933671188

地址：宽城县宽城镇东冰窖村

ku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鸿泰机动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承德围场站 ：刘博雅  18232614813

地址：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金龙街41号

wei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平泉县东方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承德平泉站 ：张汉峰  13603143135

地址：河北省平泉县东方街209号

ping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沧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4、德州中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运河站 ：宋海彬  13969235187

地址：运河经济开发区运河工业园B区中盛物流园

yunhe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澜沧通达维修分公司

沧州沧县站 ：苏尔宁  13658792111

地址：澜沧县勐朗镇温泉路

ca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青县国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沧州青县站 ：刘希岭  13180314449

地址：河北省青县柳河屯路口104国道西侧

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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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东光县运输公司修理厂

沧州东光站 ：程志峰  17703370692

地址：河北省东光县茧城街1号

dongg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盐山县众力汽车维修厂

沧州盐山站 ：张志强  13703339921

地址：河北省盐山县205国道东侧大刘牛村南

y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南皮县德兴农汽维修门市部

沧州南皮站 ：张德兴  13001445398

地址：南皮县城东环红绿灯北50米路西

nanp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0、吴桥县文明汽车维修厂

沧州吴桥站 ：林文明  13373170055

地址：河北省吴桥县昆仑道

wu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献县东风汽车大修厂

沧州献县站 ：任焕江  13230715666

地址：河北省献县淮镇东风汽修厂

xi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泊头市富民农业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沧州泊头站 ：房俊胜  13832742101

地址：泊头市西环

bot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任丘市宏运汽车销售处

沧州任丘站 ：田奎良  13603275221

地址：河北省任丘市华油工程运输门西

ren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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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黄骅市鑫盛汽车修理厂

沧州黄骅站 ：洪宝硕  13513023653

地址：黄骅市牛皮庄205国道东侧

huang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河间市华誉汽车维修服务站

沧州河间站 ：毕双全  13833758583

地址：河北省河间市东开北路

hej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廊坊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6、廊坊市贵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安次站 ：李鑫涛  13663160321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大王务四村城南车管所南行200

米路东

anc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固安县博瑞祥通汽车服务中心

廊坊固安站 ：赵文锦魏孟雷  13603364045

地址：河北省固安县柳泉镇金海汽车城11厅

g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大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运输公司

廊坊大城站 ：刘加刚  13731604850

地址：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镇

da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9、文安县利通汽车售后服务处

廊坊文安站 ：王喜申  13785687219

地址：河北省文安县文安镇袁郭村

we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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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大厂回族自治县长江实业有限公司

廊坊大厂站 ：刘福环  15030638966

地址：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夏垫镇商业街31号

da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霸州市冀中机电汽车维修厂

廊坊霸州站 ：张国超  13722667277

地址：河北省霸州市开发区106国道一中操场西侧

ba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常州青汽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廊坊三河站 ：滕超华  15062794702

地址：武进区牛塘镇三河村

s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北衡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衡水市开发区运达汽车维修中心

衡水桃城站 ：张群虎  13231891999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高速口北行100米路东

tao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

衡水武邑站 ：张国庆  15369908000

地址：武邑县南郭庄村北开发区威武大街西040省道北

w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故城县郑口玉行农机维修中心

衡水故城站 ：褚玉行  13582485800

地址：故城县郑口西环路

g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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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景县万里汽车专项修理部

衡水景县站 ：徐静  18231812220

地址：亚夫路西三里庄

ji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阜城县冀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衡水阜城站 ：史景立  15631818088

地址：阜城县阜城镇郭塔头村

f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北京沃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河北衡水分站

衡水深州站 ：李龙  18601233881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深么路

she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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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山西太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9、兴义市晨兴汽车修理厂

太原小店站 ：唐俊  13769533188

地址：兴义市坪东办锅底河村小店子组15号

xiao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太原市晋源区凯达汽修厂

太原万柏林站 ：郝艳军  15110347432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大街18号长风汽贸园内山西凯

志达

wb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山西晋龙新卓越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太原晋源站 ：段丽刚  13111059571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市晋源区307国道东庄景辉太阳院内

ji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太原清徐亮魏运输公司

太原清徐站 ：白金寿  13934652525

地址：山西省清徐县徐沟镇北门加油站东100米

qingx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阳曲县通顺达汽修厂

太原阳曲站 ：刘跃飞  13700512843

地址：阳曲县运输公司院内

yang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山西解放商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太原古交站 ：李晓光  13803417288

地址：山西省古交市兴园路

guj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大同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Page 26/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769533188
http://xiaodian.chaichejian.cn
http://xiaodian.chaichejian.cn
tel:15110347432
http://wbl.chaichejian.cn
http://wbl.chaichejian.cn
tel:13111059571
http://jinyuan.chaichejian.cn
http://jinyuan.chaichejian.cn
tel:13934652525
http://qingxu.chaichejian.cn
http://qingxu.chaichejian.cn
tel:13700512843
http://yangqu.chaichejian.cn
http://yangqu.chaichejian.cn
tel:13803417288
http://gujiao.chaichejian.cn
http://gujiao.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27

125、大同市天瑞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云州站 ：郭中华  13700528733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大塘汽配城

yu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阳高县华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大同大鑫支店

大同阳高站 ：高守碧  13935255212

地址：山西省阳高县城新建路南疾控中心西侧

yangg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天镇县东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大同天镇站 ：姚晋宏  13353525342

地址：山西省天镇省道张同公路大三叉路北

tian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繁峙县通达运业有限责任公司灵丘分公司

大同灵丘站 ：李宝福  13509720417

地址：山西省灵丘县天走路

ling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浑源县鹏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大同浑源站 ：李财  13835252406

地址：山西省浑源县东坊城乡仁和号村口商铺5号18号

hu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大同市东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左云站 ：曹越  18903529508

地址：左云县张家场乡旧高山村

zuo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阳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Page 27/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700528733
http://yunzhou.chaichejian.cn
http://yunzhou.chaichejian.cn
tel:13935255212
http://yanggao.chaichejian.cn
http://yanggao.chaichejian.cn
tel:13353525342
http://tianzhen.chaichejian.cn
http://tianzhen.chaichejian.cn
tel:13509720417
http://lingqiu.chaichejian.cn
http://lingqiu.chaichejian.cn
tel:13835252406
http://hunyuan.chaichejian.cn
http://hunyuan.chaichejian.cn
tel:18903529508
http://zuoyun.chaichejian.cn
http://zuoyun.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28

131、新疆巴音部楞蒙古自治州第一汽云修理厂

阳泉城区站 ：尹国军史金江  13325507222

地址：巴音部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新城区巴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

客运二车队

tqsc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大同市众晟商贸有限公司瑞致汽车修理厂

阳泉郊区站 ：常进鑫  18335299169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西韩岭乡东肖河村

yqj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3、盂县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泉盂县站 ：段满贵  13934272459

地址：孟县孙家庄镇乌玉村

yu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长治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4、山西省襄垣县宏达汽车修理厂

长治襄垣站 ：李桐顺  13903550198

地址：山西省襄垣县北外环宏达汽车修理厂

xia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晋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5、汾阳市鑫晟汽贸有限公司

晋城阳城站 ：任宏宇  15835892847

地址：汾阳市阳城新区小虢城

ya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陵川创实贸易有限公司

晋城陵川站 ：王双午  13503566049

地址：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过境路西侧

ling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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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泽州县源江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晋城泽州站 ：张强  15534616555

地址：山西省泽州县巴工镇

ze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朔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8、山阴县刘宝汽贸有限公司

朔州山阴站 ：刘旺红  13934962158

地址：山西省山阴县玉井叉路口北2000米

shan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应县佳诚汽车技术服务中心

朔州应县站 ：王家成  13903495891

地址：山西省应县左沙路

y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怀仁县鑫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朔州怀仁站 ：孙项  18634927060

地址：怀仁县大运路西小寨立交桥南500米

huair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晋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41、晋中通用林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晋中榆次站 ：范文熬  13333549299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南湖1幢12

yuc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2、太谷县隆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停业整顿

晋中太谷站 ：牛锦刚  13703546347

地址：太谷县108国道韩村段

tai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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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左权县昶升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晋中左权站 ：王永明  13509746560

地址：山西省左权县牧童村

zuo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4、昔阳县东山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晋中昔阳站 ：曹东辉  15373905382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大寨镇孟壁村

x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5、寿阳县三宏汽车修理厂

晋中寿阳站 ：杨金平  13152811927

地址：寿阳县闫家坪华阳农牧有限公司院内

sho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6、祁县钢太汽车修理厂

晋中祁县站 ：杨富春  13935469300

地址：山西省祁县东观镇东观村

sxq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7、平遥县鑫浩汽车维修站

晋中平遥站 ：雷宝峰  18635496721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东外环与大运路交叉口西100米

pingy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8、灵石县灵霄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晋中灵石站 ：董志国  13546223322

地址：灵石县翠峰镇李家沟村

ling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9、介休市北坛进口汽车维修有限公司山西穗源支店

晋中介休站 ：任为冉  13835406555

地址：山西省介休市北坛东路东口

jiex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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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运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50、运城市鑫福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城盐湖站 ：郭双喜  13935911649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运临路鑫国运停车场

yan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1、运城市国有兄弟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临猗站 ：又国宾  13363592407

地址：临猗县华锦大道骨科医院楼下

ycl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2、稷山县开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城稷山站 ：薛甲寅  13994877380

地址：稷山县城稷南大街东口

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3、新绛县丰华运输有限公司

运城新绛站 ：赵新会  15534888777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临夏线南社路口

sxx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4、垣曲县恒通汽修厂

运城垣曲站 ：蔡艳红  18735723600

地址：垣曲县新城镇黄河路

yu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5、平陆县永和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运城平陆站 ：李伟  13193948236

地址：山西省平陆县开发区

pingl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31/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35911649
http://yanhu.chaichejian.cn
http://yanhu.chaichejian.cn
tel:13363592407
http://ycly.chaichejian.cn
http://ycly.chaichejian.cn
tel:13994877380
http://shan.chaichejian.cn
http://shan.chaichejian.cn
tel:15534888777
http://sxxx.chaichejian.cn
http://sxxx.chaichejian.cn
tel:18735723600
http://yuanqu.chaichejian.cn
http://yuanqu.chaichejian.cn
tel:13193948236
http://pinglu.chaichejian.cn
http://pinglu.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32

156、河津市富源重型汽车修理厂

运城河津站 ：任旭斌  13803478456

地址：山西省河津市樊村209国道旁

he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忻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57、忻州华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忻府站 ：马亮红  13935004168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卢家窑斜对面

xin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8、忻州市华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定襄站 ：褚方林  13935061078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东环定襄路口生态园

ding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59、五台县强胜汽修有限公司

忻州五台站 ：白小英  1394001122

地址：五台县东冶镇元帅路口

wu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0、代县诚信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忻州代县站 ：杨曦  13834498245

地址：山西省代县上官镇七里铺村

da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1、繁峙县大营世达工贸有限公司

忻州繁峙站 ：郭小平  13643479180

地址：繁峙县大营镇大营丁子路

fan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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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宁武县长胜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忻州宁武站 ：岑彪  13834197556

地址：山西省宁武县凤凰镇杨庄村

ning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3、神池县嘉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忻州神池站 ：王俊文  18203508999

地址：神池县太平庄乡西口子村

shenc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4、五寨县万鑫汽贸有限公司

忻州五寨站 ：王兴乐  13835091155

地址：山西省五寨县三岔镇晋陕蒙汽配城

wuz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5、河曲县广盛汽车经销有限公司

忻州河曲站 ：鲁有光  13903503745

地址：河曲县旧县乡猫儿沟煤矿50米处

he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6、保德县顺源修理厂

忻州保德站 ：袁宝林  15698633666

地址：保德县东关镇城内村

bao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7、山西华兰汽修有限公司

忻州原平站 ：尚殿卿郭培鑫  18635011118

地址：山西省原平市平安大街高新技术开发区

yua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临汾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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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临汾市尧都区和顺昌车身修理部

临汾尧都站 ：郭宝忠  13934716527

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屯里镇屯里村

yao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69、曲沃县通达农用车修理部

临汾曲沃站 ：张国平  18636752519

地址：山西省曲沃县通达农用车修理部曲沃老政费所斜对面

quw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0、翼城县小龙汽配修理厂

临汾翼城站 ：朱利川  13834875249

地址：山西省翼城县陵下鼓楼南

yc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1、襄汾县新城红林汽修厂

临汾襄汾站 ：张红林  13603579215

地址：襄汾县新城镇赵曲村口南候公路西侧

xiangf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2、洪洞县辛村老杨汽修部

临汾洪洞站 ：杨峰峰  18635743300

地址：山西省洪洞县辛村乡马三村

hong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3、安吉豪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临汾吉县站 ：方洪峰  13735177141

地址：安吉县递铺镇灵峰路西侧范潭工业园区5幢28号

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4、乡宁县昌宁津星汽车维修中心

临汾乡宁站 ：李智星李晓斌  15835721384

地址：山西省乡宁县昌宁镇寺院村

xia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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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山西三皇侯马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放修理厂

临汾侯马站 ：张跃俊  13509773756

地址：山西省侯马市上马乡上马村

houm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6、临汾市晟新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霍州分公司

临汾霍州站 ：赵文明  13133071450

地址：山西省霍州市白龙镇寺庄村兆光发电厂南200米路东

huo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西吕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77、山西省离石区财旺汽修厂

吕梁离石站 ：高才旺贺荣厚  13934010088

地址：山西省离石市高家沟粮种场院内

li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8、新兴县新城镇超杰修理厂

吕梁兴县站 ：劳英林  15917156966

地址：新兴县新城镇广兴大道

xi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79、柳林县顺昌运输有限公司修理厂柳林县顺昌运输有限公司

吕梁柳林站 ：柳栋  18535880029

地址：山西柳林县成家庄

liul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0、岚县恒益源物流贸易有限公司

吕梁岚县站 ：郭平  15635026999

地址：山西省岚县东村镇忻黑线马家坪煤检站斜对面16号

l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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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山西亿田物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吕梁中阳站 ：杨宁  13593393288

地址：山西省中阳县金罗镇西合村

zho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2、翼城县晋通汽贸有限公司交口分公司

吕梁交口站 ：张俊生  13835398188

地址：交口县水头镇交口村

jiaok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3、孝义市通吉利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吕梁孝义站 ：张志勇  13935819723

地址：山西省孝以市梧桐工业园区北姚金盾加油站旁

xiao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4、汾阳市昌欣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吕梁汾阳站 ：赵剑刚  15803585558

地址：山西省汾阳市洪南社桥南307国道旁青银高速汾阳西入口北5

00米

fen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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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85、库尔勒仕宽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新城站 ：樊康格  13399965771

地址：库尔勒市新城辖区库尉公路东侧州车队对面

xc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6、内蒙古凯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回民站 ：王国伟  13789618894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民区110国道中泰物流西200米

huimi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7、当阳市新星汽车修配厂

呼和浩特玉泉站 ：杨新星  13217179641

地址：当阳市玉泉办事处关陵路迪腾物流汽修城

yu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88、托克托县腾飞汽车修配厂

呼和浩特托克托站 ：贾振飞  15849389589

地址：内蒙古托克托县新营子镇呼准公路63公里处

tuoket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包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89、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军友重型汽车修配厂

包头东河站 ：孙克军  18404627777

地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杨扬大街东河路道口

do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0、包头市神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青山站 ：戴文君  18947712229

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110国道二0二厂西门加油站旁

qi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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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万通盛达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石拐站 ：赵安然  18547249899

地址：石拐新区包石一级公路蒙源物流园

shigu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2、内蒙古溢丰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九原站 ：杨青  13947228244

地址：内蒙古九原区210国道18公里处

jiu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3、土默特右旗萨拉齐河宽农机修配门市部

包头土默特右旗站 ：李河宽  13848224460

地址：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南开小区

tmt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乌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94、内蒙古昱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乌海海南站 ：姬富东  13734732277

地址：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32公里隆信祥物流园324325

hai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赤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95、赤峰寰伦达汽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红山站 ：辛宇平  13904767951

地址：红山区文钟镇小八里铺

ho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6、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鑫富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站 ：付晓伟  13947697614

地址：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敖木伦街北段路西

alk.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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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巴林左旗亚明汽贸有限责任公司汽车修理厂

赤峰巴林左旗站 ：房越峰  15849989889

地址：巴林左旗林东镇振兴大街东段农业局对过

bl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8、巴林右旗徐子汽车修理厂

赤峰巴林右旗站 ：徐树国  15547689990

地址：巴林右旗大板镇南市街东段南侧

bl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99、林西县范树志汽车修理点

赤峰林西站 ：范树志  18248048777

地址：林西县林西镇北街原交警队院内

nmgl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0、翁牛特旗乌丹镇王师傅农机修理部

赤峰翁牛特旗站 ：王志敏  13171365083

地址：翁牛特旗乌丹镇利丰汽车城18号厅

wnt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1、宁城县小赵农汽修理部

赤峰宁城站 ：郑晓翠  15560482810

地址：宁城县天义镇铁西物流园区仓储区1号123室

ni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通辽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02、通辽市皮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通辽科尔沁站 ：赵猛刚  15148781886

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民航路中段南大门

keerq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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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开鲁县鑫飞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开鲁站 ：宋继飞  13500656737

地址：开鲁县开鲁镇

kail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4、奈曼旗大镇洪成农机修理部

通辽奈曼旗站 ：秦磊  13948146671

地址：奈曼旗生态大街农机大市场院内

naiman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5、扎鲁特旗鲁北镇安驰汽车修理厂

通辽扎鲁特旗站 ：闫亮  15848962228

地址：扎鲁特旗五中对面

zhalute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6、霍林郭勒市诚信汽车修配厂

通辽霍林郭勒站 ：李国云  13947535598

地址：霍林郭勒市滨河路

hlg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鄂尔多斯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07、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衡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东胜站 ：李晓龙  18648628068

地址：东胜区万利镇

dongs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08、达拉特旗博众商贸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达拉特旗站 ：李雪芬  18947242113

地址：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关碾房村

dlt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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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内蒙古准格尔旗泰达修理厂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站 ：方永胜  13514878393

地址：准格尔旗薛家湾大饭铺15公里处

zge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0、内蒙古老成货车拆车件

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站 ：成海龙  13947736643

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饭铺大运汽贸

neimenggulaocheng.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211、鄂托克前旗西榆汽车修理厂

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站 ：石兵奎  13947702710

地址：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西外环

etkq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2、内蒙古亿阳蒙西物流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鄂托克旗站 ：杨小青  13904738442

地址：内蒙古鄂托克旗蒙西技术工业园区

etuoke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3、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腾达汽车修配厂

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站 ：高飞  15924488159

地址：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

yjhl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呼伦贝尔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14、海拉尔卡玛兹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海拉尔站 ：吴洪月  13947009299

地址：海拉尔区东头道街21号

hailaer.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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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阿荣旗那吉镇新兴汽配维修服务站

呼伦贝尔阿荣旗站 ：肖继伟  13500609598

地址：内蒙古阿荣旗那吉镇中央街68号

arong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6、莫旗尼尔基镇鑫丰全汽车修理厂

呼伦贝尔莫旗站 ：焦华伟  13848505575

地址：莫旗尼尔基镇人民银行家属楼道口

mo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7、鄂伦春自治旗大杨镇和丰农机修理部

呼伦贝尔鄂伦春旗站 ：梁平  15048042678

地址：鄂伦春旗大杨树中央街一委兴林后院

e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8、满洲里市天博工程机械经销处

呼伦贝尔满洲里站 ：胡晓东  15705077878

地址：内蒙古满洲里市五道街惠泽园小区1号楼6号

mz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19、牙克石露天煤炭有限公司修理厂

呼伦贝尔牙克石站 ：崔树文  13354803124

地址：牙克石市免渡河露天煤矿

yake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0、扎兰屯市广利来汽车修理

呼伦贝尔扎兰屯站 ：李国东  13514809567

地址：兴华办秀水是一组

zl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巴彦淖尔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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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临河汽修

巴彦淖尔临河站 ：张喜群  13947855918

地址：内蒙临河市解放西街砖厂巷4号

li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2、巴彦淖尔同心富运输有限公司汽修分公司

巴彦淖尔五原站 ：衡三平  13754189963

地址：五原县隆兴昌镇110国道

wu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3、乌拉特前旗乌拉山贵林汽车修理厂

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站 ：刘贵林  13948987718

地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桥南区

wltq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4、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广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站 ：柴伟超  15547785858

地址：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苗圃街坊2幢5排1号

wlt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乌兰察布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25、集宁区海江汽车修理部

乌兰察布集宁站 ：丁利  13789448222

地址：集宁新区汽修汽配市场2号楼31户

jining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6、商都县云光农工机械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商都站 ：车刚  15848403900

地址：内蒙古商都县四中往东300米

sha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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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宏达汽车修配厂

乌兰察布兴和站 ：丁军瑞  13704742422

地址：兴和县高速出口110国道往东300米

xi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8、察右前旗精诚特汽贸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察右前旗站 ：彭彭  15540409111

地址：加州华府路口南200米路东

cyq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29、丰镇市星宇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察布丰镇站 ：赵双喜  13614846299

地址：丰镇市208国道土塘段

feng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兴安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30、乌兰浩特市兴企汽车维修中心

兴安盟乌兰浩特站 ：刘少颖  13190968379

地址：乌兰浩特市物流园区院内

wlh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1、科右前旗华永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兴安盟科右前旗站 ：季春芳  15174780057

地址：内蒙古科右前旗省际通道道北309公里

kyq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2、科右中旗荣成农机经销处

兴安盟科右中旗站 ：鞠允成  13948974773

地址：科右中旗兴华北路东侧

ky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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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突泉县突泉镇金顺达汽车修配厂

兴安盟突泉站 ：夏立军  15148930044

地址：内蒙古突泉镇霍家屯11国道边

tu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34、内蒙古二连浩特市锦程汽车修理厂

锡林郭勒盟二连浩特站 ：卢金旺  13754195422

地址：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友谊南路南环路往北200米路西

elh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5、锡林浩特市万和修理厂

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 ：王继光  13722099038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三队十字路南50米英才小学巷内

xlh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6、苏尼特左旗恒运汽车修配厂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站 ：杨明  15047983168

地址：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南街西环路东

snt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7、锡林郭勒盟鑫盛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西乌旗分公司

锡林郭勒盟西乌旗站 ：刘祝堂  13904794041

地址：内蒙古西乌旗柴达木路东17号

xwzm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38、内蒙古锡盟正镶白旗华兴修理厂

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站 ：崔旺  13947990858

地址：内蒙古锡盟正镶白旗朝格温都开发区民政局北侧50米

zxb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45/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5148930044
http://tuquan.chaichejian.cn
http://tuquan.chaichejian.cn
tel:13754195422
http://elht.chaichejian.cn
http://elht.chaichejian.cn
tel:13722099038
http://xlht.chaichejian.cn
http://xlht.chaichejian.cn
tel:15047983168
http://sntzq.chaichejian.cn
http://sntzq.chaichejian.cn
tel:13904794041
http://xwzmq.chaichejian.cn
http://xwzmq.chaichejian.cn
tel:13947990858
http://zxbq.chaichejian.cn
http://zxbq.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46

239、多伦县华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郭勒盟多伦站 ：郭力  18747906789

地址：多伦县淖尔镇北二环东段

duol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内蒙古阿拉善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40、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红飞汽车农用车修理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站 ：董红飞  18748302929

地址：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柳树沟白桥

als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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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辽宁沈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41、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和平站 ：梁家龙  13898045665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路8号

he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2、诸暨市润泽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沈阳沈河站 ：汪利峰  13806768232

地址：诸暨市次坞镇沈河村下河自然村

she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3、开远市金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大东站 ：刘翠英  15911352163

地址：开远市东联村大东市内瑞E4

da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4、沈阳峰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皇姑站 ：邢峰  13889169507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鸭绿江北街70号

huang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5、北安市鹏程汽修换油中心

沈阳铁西站 ：高佳宇  13895905369

地址：北安市铁西区

tie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6、沈阳市苏家屯区江淮汽车修理厂

沈阳苏家屯站 ：马文利  15524069898

地址：苏家屯区瑰香街61号1门

sujiat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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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沈阳市丹赛汽车维修站

沈阳于洪站 ：徐福全  13704027111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沙岭路赛马汽修

yu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8、沈阳市辽中区鼎亿坊汽车修理厂

沈阳辽中站 ：李连娜  13664108288

地址：辽宁省辽中县西地村

liao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49、康平县康平镇永秀金杯轻卡特约维修站

沈阳康平站 ：劳永军  13897988893

地址：辽宁省康平县康平镇立新街

ka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0、沈阳瑞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法库站 ：张新华  13898855029

地址：法库县法库镇晓东街

fak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1、眉山市东坡区金顺汽车修理厂

沈阳新民站 ：陈国华  13778888594

地址：东坡区松江镇新民村一组

xinm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大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52、徐州百事通物流有限公司

大连中山站 ：李耀  18652171818

地址：睢宁县成中山南路18号202室

zho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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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大连华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大连普兰店站 ：陈小宇  13478670080

地址：普兰店市太平办事处气象站前100米

pl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4、瓦房店市新兴汽车修理厂

大连瓦房店站 ：陈圣君  13332256780

地址：瓦房店市双西大街93号

wf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5、新密亨通重型汽车服务中心

大连庄河站 ：王亚丽  13803829278

地址：新密市下庄河十字路口向北100米

zhua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鞍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56、鹤岗市鹤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鞍山铁东站 ：刘海良  13314688565

地址：黑龙江省鹤岗市铁东路鹤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tie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7、鞍山市智伟汽车服务站

鞍山千山站 ：杨金钢  17190237777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宁远镇包董岳村

q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58、台安恒翔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鞍山台安站 ：李敏  18842006111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台东区高屯村一组

ln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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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海城市牛庄镇吉祥汽车修配厂

鞍山海城站 ：李刚  13998016528

地址：辽宁省海城市东四管理区二台子老小学院内

hai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抚顺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60、义乌市罗昕汽车修理厂

抚顺东洲站 ：张东明  15967977933

地址：义乌市青口工业区东洲路1005号

do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1、清原满族自治县正达农用修配商行

抚顺清原站 ：高福红  15041376238

地址：清原县清原镇站东街

lnq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本溪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62、本溪佳合车业有限公司

本溪明山站 ：董岩松  13500448196

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高台子镇威宁村

m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3、桓仁天宝车业有限公司解放商用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本溪桓仁站 ：张宇平  13390357999

地址：桓仁县桓仁镇新安街

huanr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丹东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64、庆安解放商务用车服务站

丹东元宝站 ：李分  15945535677

地址：庆安县元宝小区哈一公路长庆物流院内

yuanb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50/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98016528
http://haicheng.chaichejian.cn
http://haicheng.chaichejian.cn
tel:15967977933
http://dongzhou.chaichejian.cn
http://dongzhou.chaichejian.cn
tel:15041376238
http://lnqy.chaichejian.cn
http://lnqy.chaichejian.cn
tel:13500448196
http://ms.chaichejian.cn
http://ms.chaichejian.cn
tel:13390357999
http://huanren.chaichejian.cn
http://huanren.chaichejian.cn
tel:15945535677
http://yuanbao.chaichejian.cn
http://yuanbao.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51

265、铙河县顺鑫农机维修服务站

丹东振兴站 ：邵清明  13555032600

地址：饶河县振兴南路绿洲小区

zhen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6、丹东华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丹东振安站 ：俞华伟  18641511333

地址：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同兴镇龙母村9组

zhen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7、宽甸长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丹东宽甸站 ：陶秀娟  15174161611

地址：宽甸满族自治县石湖沟乡杨木村六组

kuan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8、东港市景麟汽车修配服务站

丹东东港站 ：姜娜  13284151345

地址：辽宁省东港市景麟汽修

dongg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69、凤城市赛马镇北方机动车辆修配厂

丹东凤城站 ：辛刚  13941524921

地址：凤城市赛马镇

lnf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锦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70、凌河区华申汽车维修站

锦州凌河站 ：汪德军  13840693210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铁新东里26197

li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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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西昌市蓝天汽修厂

锦州太和站 ：张亚琼  13308158181

地址：西昌市太和车管所三号门对面

taihe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2、黑山县恒昇修理厂

锦州黑山站 ：倪静  13956285306

地址：辽宁省晋州市黑山县十街东大道水泥厂院内

he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3、武义县顺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锦州义县站 ：王军文  13967948978

地址：武义县开发大道36号

y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4、凌海市博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锦州凌海站 ：龙铁军  13504163124

地址：辽宁省凌海市新庄子镇曹家村凌海市西外环与102国道交汇

处

li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5、辽宁锦州巴神拆车

锦州凌海站 ：巴神  15542031728

地址：辽宁锦州市凌河区

jzns.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276、永嘉县启蒙车辆修理厂

锦州北镇站 ：李启猛  13706782721

地址：永嘉县瓯北镇梅园村

bei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营口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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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农安县农安镇江隆汽车修配厂

营口站前站 ：周德江  13943105959

地址：农安县站前街

zhanq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8、云南德宏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芒市交通汽车修理厂

营口西市站 ：马兴海  13988297495

地址：潞西市芒市团结大街1号

xishi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79、营口汇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营口鲅鱼圈站 ：陆震  13941749989

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疏港路奥斯比8号

b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0、营口市老边区艺鑫进口汽车修配厂

营口老边站 ：左坤田  13940727623

地址：老边区大水塘村

laob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1、盖州市天发维修中心

营口盖州站 ：于广志  15124247555

地址：辽宁省盖州市辽南汽贸城院内

ga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2、大石桥市南楼叁福隆汽车修理服务站

营口大石桥站 ：张辉范思萌  13940795559

地址：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

d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阜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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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昆明滇莅柴油机配件有限公司云山汽修厂

阜新太平站 ：王利刚  15288351011

地址：安宁市太平镇华楚汽车产业城

ta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4、阜新市清河门区宏兴汽车修理厂

阜新细河站 ：杨红  18804188650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莱茵小镇南门

fxx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5、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金兴汽车修理厂

阜新阜新站 ：张相国  18641862234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长途客运站院内

mg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6、彰武县王清泉农汽修配中心

阜新彰武站 ：王立英  13841814077

地址：彰武县丹霍路123平房1236

zhang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辽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87、博山白塔富春农用车配件经营部

辽阳白塔站 ：孙春  13505337798

地址：博山区白塔大海眼机电市场

bai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88、寿光鑫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辽阳文圣站 ：王坤  13853600616

地址：寿光市圣城街道文圣街北侧幸福路西侧

wens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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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灯塔市鼎运达汽车综合维修有限公司

辽阳灯塔站 ：曹经理  15841914999

地址：灯塔市万宝桥街道大荒地村

deng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盘锦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90、盘锦市双台子区正达汽车服务中心

盘锦双台子站 ：陈淑龙  13998792658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辽河北路六里河桥南20米

st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1、大洼县政华农机汽车有限公司

盘锦大洼站 ：王兴洪  15642725888

地址：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大洼镇双桥街

daw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2、盘锦融亿重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盘锦盘山站 ：李春生  13842730888

地址：盘山县吴家乡团结村

p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铁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93、开原市郑勇汽车配件维修店

铁岭铁岭站 ：郑勇  13188410297

地址：辽宁省铁岭市开原市哈大路362号1

t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4、昌图县金阳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铁岭昌图站 ：冷长永  13941011315

地址：辽宁昌图镇北街45组117栋

changt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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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运输修理分公司 

铁岭调兵山站 ：张健  15104264670

地址：辽宁省调兵山市调兵山镇中央大街北端

db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6、开原中伟重型汽车维修中心

铁岭开原站 ：陈庆刚何旭輝  15898011999

地址：辽宁省开原市后石台一次变电所门前

k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朝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297、承德市疆兴商贸有限公司

朝阳双塔站 ：刘建华  15932408968

地址：双塔山镇大三岔口村九组

shuang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8、萧县红阳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朝阳龙城站 ：王轼  15956002200

地址：萧县龙城镇岱桥311国道北侧

lo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299、凌源市新丰瑞运输有限公司

朝阳朝阳站 ：刘铁军  13795036908

地址：辽宁省朝阳凌源市红山街道庙东村

cy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0、建平县铜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朝阳建平站 ：陈海波  13052607788

地址：建平县环城路啤酒厂南门

jia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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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北票市五间房王树新汽车维修厂

朝阳北票站 ：王树新  13942115330

地址：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

beip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2、凌源市文堂重汽修配厂

朝阳凌源站 ：刘文堂  13842153735

地址：凌源市城关镇大河南文堂重汽修配厂

li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辽宁葫芦岛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03、葫芦岛嘉骅汽车修配厂

葫芦岛连山站 ：刘艳苓  13897800040

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葫金线辽宁省葫芦岛市102国道448公

里处

li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4、绥中县凯达汽车维修中心

葫芦岛绥中站 ：路阳  13898294333

地址：辽宁省绥中县文化街高速公路出口对面

sui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5、建昌县振军汽车修配厂

葫芦岛建昌站 ：刘振军  13709892440

地址：辽宁省建昌县建绥路路西

jian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6、枣庄联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葫芦岛兴城站 ：鹿昊永  13012666995

地址：高新区兴城办事处石农村枣曹路与长白山路交汇处东200米

xi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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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吉林长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07、蓬莱中达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长春南关站 ：谭懿  13305456399

地址：蓬莱市南关路267号

nang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8、杜尔伯特蒙古自治县三达农用车修理部

长春二道站 ：于喜波  15146346111

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北二道街

erd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09、长春鼎鑫汽车有限公司

长春绿园站 ：陈国刚  13104309998

地址：绿园区青年路8728号

lv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0、长春市远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双阳站 ：刘玉石  13341451918

地址：双阳区长清公路35公里处路西

shua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1、九台区九郊恒元汽车修配厂

长春九台站 ：李兵  15948105772

地址：九台市九郊乡杨木村7社

jiu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2、农安县农安镇将军修配厂

长春农安站 ：姜丰军  13756201588

地址：农安县战前街自来水劳动服务公司院内

n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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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榆树市恒升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榆树站 ：凌大志  13943157288

地址：榆树市榆树大街354号

y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4、德惠市松柏机动车修配厂

长春德惠站 ：鲁守毅  13089140925

地址：德惠市德大路德农引线

de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吉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15、昌邑市鑫东汽车修理厂

吉林昌邑站 ：张敬涛  15689811596

地址：昌邑市宏大市场

changyi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6、成都万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吉林龙潭站 ：曾忠莲  13308226393

地址：龙潭乡石马村四组

longt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7、吉林嘉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吉林蛟河站 ：郭宏  13596325358

地址：蛟河市新区世纪路109号

jiao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18、桦甸市金弘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桦甸站 ：李海涛  13804443599

地址：桦甸市经济开发区西台子村合乐屯

hua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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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舒兰市桑达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新村南分公司

吉林舒兰站 ：吕庆坤  15526507513

地址：舒兰市新村路2021号

shul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0、磐石市湘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吉林磐石站 ：王守宝  13644321878

地址：磐石市经济开发区环城村202国道东侧

pan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四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21、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岭乡鑫源维修服务中心

四平公主岭站 ：盖海燕  13943078569

地址：公主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环岭乡一队

gz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2、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永加农机修理

四平双辽站 ：钱万年  13844477702

地址：双辽市孤家子镇

shuangl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辽源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23、林州市博锐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辽源龙山站 ：常俊丰  13700723218

地址：林州市龙山区大学路88号

ly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4、牡丹江市新远东汽车修配厂

辽源西安站 ：朱明华  15504538588

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西新安街西十二条路盛祥冷库院内

xi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通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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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梅河口市东信柴油汽车专业修理厂

通化梅河口站 ：雷波  13843503606

地址：梅河口市建国路1230号

meihek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6、集安市运输公司汽车服务站 

通化集安站 ：钟桂萍  13500952543

地址：集安市胜利西路73号

jlj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白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27、江汉油田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江源汽修厂

白山江源站 ：澎坪民  13085141882

地址：潜江市五一村江源汽车修理厂

jia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8、抚松县春光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白山抚松站 ：孙树学  15943939666

地址：抚松县松江河镇东林街

fus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29、靖宇广泉汽车修理厂

白山靖宇站 ：李彩霞  13180720673

地址：白上市靖宇县玉道街

jingy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0、大安市安广镇宏宇汽车修配厂

白山长白站 ：郑洪雨  15585533222

地址：大安市安广镇长白东路185号

changb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松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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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睢宁县常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松原宁江站 ：高峰  13505220823

地址：睢宁县北环宁江工业园58号

jln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2、长岭县腾达汽车维修厂

松原长岭站 ：宋伟  13630306222

地址：长岭县长岭镇第五中学200道南腾达汽修

syc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3、乾安县永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松原乾安站 ：王铁瑶  18843882000

地址：乾安县丹青街南门外四粮库路东

jlq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4、扶余市三井子镇鑫雨汽车修配厂

松原扶余站 ：杨立波  15981412888

地址：扶余县三井子镇老杂粮市场斜对过

jlf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白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35、镇赉县永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白城镇赉站 ：于勇  18643679939

地址：镇赉县团结西路1160号

zhenl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6、通榆县金杯轻卡服务站

白城通榆站 ：高峰  18643691658

地址：通榆县向海大街1367号

tongy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62/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505220823
http://jlnj.chaichejian.cn
http://jlnj.chaichejian.cn
tel:13630306222
http://sycl.chaichejian.cn
http://sycl.chaichejian.cn
tel:18843882000
http://jlqa.chaichejian.cn
http://jlqa.chaichejian.cn
tel:15981412888
http://jlfy.chaichejian.cn
http://jlfy.chaichejian.cn
tel:18643679939
http://zhenlai.chaichejian.cn
http://zhenlai.chaichejian.cn
tel:18643691658
http://tongyu.chaichejian.cn
http://tongyu.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63

337、大安市畅轩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白城大安站 ：王亮  13732809987

地址：安广镇工业园区302国道840公里处

da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吉林延边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38、延边诚远天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延边延吉站 ：朱长林  13689708558

地址：延吉市解放路2979号

yan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39、吉林省敦化久兴平柴汽车维修厂

延边敦化站 ：赵久兴  13944722546

地址：敦化市经济开发区5号厂区

dun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0、珲春市鑫顺汽车修理部

延边珲春站 ：李立刚  18744396666

地址：珲春市英安镇英安村

hunch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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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黑龙江哈尔滨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41、哈尔滨市鑫昀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道里站 ：柴小明  18646357777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薛程路32号

dao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2、哈尔滨锦程汽车经销有限公司

哈尔滨南岗站 ：张燕江  18345768777

地址：黑龙江省南岗区民建路16号哈铁路公司院内

nang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3、扬中市东润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哈尔滨道外站 ：蒋增荣  18905283289

地址：三茅街道外环南路333号四通物流院内

daow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4、哈尔滨市松北区鸿运汽车修配厂

哈尔滨松北站 ：朱宁君  18604512658

地址：哈市松北区松北大道62号

song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5、哈尔滨宏驰汽车修配厂

哈尔滨香坊站 ：杨晓东  13313657222

地址：哈市香坊区公滨路582号

xiangf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6、阿城蜚克图修配厂

哈尔滨阿城站 ：贾赫  15134531746

地址：黑龙江省阿城区蜚克图镇

a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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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双城市金荣汽车修理厂

哈尔滨双城站 ：尹金荣  13703660938

地址：黑龙江双城市东门外汽配街3栋东头1号门

sc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8、依兰宇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哈尔滨依兰站 ：林萌  15045096770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啤酒路黑龙江省依兰县啤酒路龙鹏

集团院内

yil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49、宾县鸿哲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哈尔滨宾县站 ：杨树超  13945126723

地址：宾县宾州镇文化街六委

bi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0、伊宁市三海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哈尔滨巴彦站 ：刘悦勤  13709997772

地址：伊宁市巴彦岱镇基建队

bay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1、通河县禾力农机有限公司

哈尔滨通河站 ：艾生宝  15146419889

地址：黑龙江省通河县工业园区

to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2、尚志市祉源汽车修配厂

哈尔滨尚志站 ：曹广进  13936657916

地址：黑龙江省尚志市经济开发区

shang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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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五常市万世达汽车修配厂

哈尔滨五常站 ：梅桂  15764606735

地址：无常市货运总站院内

wu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齐齐哈尔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54、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众达汽车保修厂

齐齐哈尔龙沙站 ：马占营  13945207785

地址：龙沙区永安大街159号

longsh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5、齐齐哈尔恒盛伟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铁锋站 ：战大伟  13359927444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联通大道齐齐哈尔市铁锋区联通

大道588号

tie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6、长青汽车维修中心

齐齐哈尔龙江站 ：赵磊  15094567941

地址：黑龙江省铁力市哈伊公路零公里北200米处长青汽车维修中

心

lo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7、依安县新兴镇力军汽车修理厂

齐齐哈尔依安站 ：刘立军  18714753555

地址：依安县物流市场一区对面

y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58、富裕县小关汽车修理部

齐齐哈尔富裕站 ：关福春  13115597877

地址：富裕县富裕镇二街纸浆道口北关福春

fuy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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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克山县松夏汽车维修中心

齐齐哈尔克山站 ：杨志强  13766524151

地址：克山县南大街3段路西晟豪尚城15栋7门市

ke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0、讷河市新农机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讷河站 ：张秀英  13904625058

地址：讷河市中心街222号

na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鸡西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61、虎林市鸿源祥汽车修配厂

鸡西虎林站 ：杨金泉  13796930001

地址：虎林市爱民西街2号

hul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2、密山市密山镇徐师傅农用车修理行

鸡西密山站 ：徐东勇  13846092217

地址：密山市东安街

m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鹤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63、海伦市弘云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鹤岗向阳站 ：乔红梅  15545504400

地址：海伦市向阳大街6位35组

x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4、宜兴市善卷汽车修配厂

鹤岗南山站 ：姜卫海  15852796198

地址：宜兴市张渚镇飞里村南山边

n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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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库尔勒银翔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鹤岗东山站 ：方合群  13719655288

地址：库尔勒市东山坡东归纪念园右侧

d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6、兴山县鑫达汽修厂

鹤岗兴山站 ：吴习平  18771750323

地址：兴山县昭君镇响滩村一组94号

xingsh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双鸭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67、巴州区铭扬金泰重型汽车维修中心

双鸭山尖山站 ：杨明刚  13056485633

地址：巴州区宕梁街道办事处尖山寺村

ji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8、如东县金申汽修厂

双鸭山友谊站 ：汪元林  15950844886

地址：如东县掘港镇友谊西路128号

you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69、宝清县北方远大农机有限公司

双鸭山宝清站 ：吴亚军  15904691693

地址：宝清县通达街77号

bao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大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70、肇源县肇源镇源发汽车修理厂

大庆肇源站 ：肖政伟  13555531386

地址：肇源县货运站综合楼北9门

z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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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林甸县汇元农机配件商店

大庆林甸站 ：王得文  13349500345

地址：林甸县八家子路东

lin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伊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72、铁力市东岗乾朋汽车修配厂

伊春铁力站 ：刘锐  13845862922

地址：铁力市正阳街八委

tie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佳木斯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73、江华瑶族自治县罗氏修理厂

佳木斯前进站 ：罗世满  13707466071

地址：江华县白芒营镇前进路25号交警队斜对面

qian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74、东风销售服务部

佳木斯东风站 ：魏东  13935222212

地址：

df.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75、佳木斯市成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佳木斯桦南站 ：任继波  13555599502

地址：桦南路口南行二公里

hu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76、同江市农友农业机械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佳木斯同江站 ：柏魁峰  13212981298

地址：同江市同三公路东段慧福小镇门市

t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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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建三江峰华修理厂

佳木斯富锦站 ：路春峰  13945416815

地址：富锦市建三江佳抚路综合服务小区3号楼

fu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78、抚远市抚远镇东晟汽车维修中心

佳木斯抚远站 ：于恩涛  13512627236

地址：抚远市迎宾路266号

fu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牡丹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79、绥芬河市永盛汽车修配厂

牡丹江绥芬河站 ：张忠军  13836387233

地址：绥芬河市北山中福街宏隆花园对过

suife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0、东宁县重柴汽车修理行

牡丹江东宁站 ：吴建华  13704531558

地址：东宁县东外环富鹏木业对面

do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黑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81、逊克县农机产品经销处

黑河逊克站 ：夏德强  13199282079

地址：逊克县边疆镇山湖路社区

xunk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2、孙吴县兴达汽配有限责任公司

黑河孙吴站 ：李翠红  13674569764

地址：孙吴县交通街458号

sun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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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北安市北商机动车修理

黑河北安站 ：侯大勇  13154562202

地址：北安市交通路四道街路东商业修配厂

be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4、嫩江县利民汽车修配厂

黑河嫩江站 ：范利民  13804834163

地址：黑木根大街二砖厂北红楼

ne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绥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85、睢宁县运顺汽车维修站

绥化庆安站 ：武马骏  13905220800

地址：睢宁县庆安镇鲍庙

qi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6、山东路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绥化明水站 ：李太山  13105418338

地址：章丘市明水街道办事处廉颇段

ming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7、解放商用汽车肇东服务站

绥化肇东站 ：刘欣  15776076388

地址：肇东市西园区51号

zhao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88、海伦市骏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绥化海伦站 ：张坤鹏  18945561568

地址：海伦市高速公路出口世纪

hail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黑龙江大兴安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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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漠河县复新机械修理厂

大兴安岭漠河站 ：满佰彦  13804841346

地址：漠河县西林吉镇

mo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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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上海上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90、长宁县城南汽车修理厂

上海长宁站 ：胡建  13340651370

地址：长宁县长宁镇竹海大道一段

c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1、上海交运城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站 ：成城  13701660894

地址：闵行区曲吴路85号靠近龙吴路吴泾镇

min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2、上海骏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站 ：王志伟  13002129682

地址：嘉定区思义路1218号近浏翔公路

jia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3、上海浦东新区龙叶汽车修理厂

上海浦东站 ：邓于平  13501727595

地址：浦东新区草高支路1250号

pu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4、东风商用车公司南城服务站

上海金山站 ：程学辉  13807940864

地址：南城县金山口十字路口加油站对面

ji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5、上海沪汇汽车修配厂普通合伙

上海松江站 ：朱黎玲  13564223685

地址：松江区九亭镇久富路399号3幢

so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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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上海悦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青浦站 ：茆庆林  13003209209

地址：青浦区外青松公路5118号

qingp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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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江苏南京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397、栖霞市金都车辆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栖霞站 ：于富龙  13793539888

地址：栖霞市公路局西一公里

qixia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8、南京市江宁区将军汽车修理厂

南京江宁站 ：许英杰  15951738528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天旺路66号

jia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399、溧水县新业汽车修理厂

南京溧水站 ：夏玉明  13357716127

地址：溧水县永阳镇宝塔北路10号

nj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无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00、无锡市西运汽车修配厂

无锡惠山站 ：李聪  13093000448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渡宾馆旁边

hu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1、无锡市双马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无锡梁溪站 ：史以良  13348153139

地址：梁溪区312国道红星段山北加油站旁

wxl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2、无锡祥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新吴站 ：张立志  15961706426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梅村镇梅村工业集中区新堵路9号

xin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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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江阴市锡通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江阴站 ：石峰  15351991727

地址：锡张高速宛山荡服务区修理厂

jiang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4、宜兴市善卷汽车修配厂

无锡宜兴站 ：严远强  13771333166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宜广公路善卷段东侧26号

yi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徐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05、石峰区聚维汽车维修中心

徐州云龙站 ：侯治平  13647330408

地址：云龙示范区学林镇大丰村马家组8号

yunlong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6、铜山区志诚修理厂

徐州铜山站 ：单大雷  15852008607

地址：江苏省铜山区单集镇单集街

t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7、江西广丰神通汽车修配厂

徐州丰县站 ：张英乐  15946898799

地址：广丰县芦林大道上二线路口

fe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08、沛县大众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中心

徐州沛县站 ：苗尊勇  18036375980

地址：沛县汉城南路公交公司院内

pe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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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江苏睢宁县运员远汽车维修站

徐州睢宁站 ：刑学胜  13905220880

地址：江苏睢宁庆安鲍庙

s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0、新沂市百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徐州新沂站 ：朱友帮  13921752987

地址：新沂市唐店镇佳安检测站院内

xin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1、邳州市顺发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徐州邳州站 ：车传部  13952244988

地址：邳州市辽河路与运平路交汇处

p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常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12、常州天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站 ：姚文辉  13584570123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卜弋桥东常金东路120号邹区交

巡警中队斜对面

zhongl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3、重庆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汽车修理厂

常州新北站 ：缪坤明  13983401686

地址：江北区建新北路126号

xin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4、常州市明富盛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常州武进站 ：魏明夫  15961221008

地址：武进区牛塘镇后恕张家村65号

wu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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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金坛市天霸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

常州金坛站 ：夏伟琴  13906148088

地址：江苏省金坛市常溧镇广路交叉口

jint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6、溧阳市东方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站 ：姜辉  13814759038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天目路180号

l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苏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17、苏州夏园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重卡汽车服务分公司

苏州吴中站 ：黄伟  18021282272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善兴路518号

w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8、苏州同强汽车维修厂

苏州相城站 ：吴振鑫  13914005013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路3688号东桥太东路长旺路

长平路长康路交汇处

szx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19、成信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站 ：沈勤荣  13962593581

地址：吴江市松陵镇交通路2834号

wu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0、常熟市华安汽车修理厂

苏州常熟站 ：赵成华  13255121999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东南大道133号

changs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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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张家港市金港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苏州张家港站 ：陈峰  13306244161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苏虞张路口

zj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2、昆山市陆家镇长青汽车修理厂

苏州昆山站 ：毕长青  15051665122

地址：昆山市陆家镇香花路6号

ku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3、江苏太仓市东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苏州太仓站 ：金鸽  13182685590

地址：江苏太仓市204国道950KM沪浏嘉高速交汇处向南50米

taic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南通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24、南通勇乐机动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港闸站 ：何勤勇  13951300101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长江北路69号1幢

gangzh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5、如东县双石柴油机经营部

南通如东站 ：孙红兵  13485178996

地址：江苏省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十一组双石汽修厂

ru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6、启东环宇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南通启东站 ：陆允辉  13706283706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西路1175号

qi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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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如皋市红星汽车修理厂

南通如皋站 ：汪海琴  13776986161

地址：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福寿西路216号

rug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28、

南通海安站 ：万小健  13584704296

地址：

ha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连云港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29、连云港鼎诺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连云港连云站 ：朱学波  13655141188

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开发区黄河路城北停车场院内

lian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0、赣榆区青口镇泰源汽车修理厂

连云港赣榆站 ：刘玲  15261368818

地址：赣榆区青口镇南街社区西外环204国道六里桥北300米

gany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1、连云港市福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连云港东海站 ：曹立军  13382932158

地址：江苏省东海县万花山工业园区华东汽车城

do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2、连云港东海亚州汽配城

连云港东海站 ：曹亚州  13401263038

地址：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

??.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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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连云港市中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连云港灌云站 ：陈立芹  13851228089

地址：灌云县经济开发区县政府对面

guan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淮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34、淮安市祥通汽修有限公司

淮安淮安站 ：王淮星  18852319300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韩候南道200号

jshua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5、江苏淮安市淮阴苏北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淮安淮阴站 ：王忠  13347977878

地址：淮阴区丁集镇转盘南300米

huai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6、泗阳绿巴新世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淮安洪泽站 ：周云  13805247456

地址：江苏省泗阳县国际汽配城洪泽湖大道和朝霞路交叉口绿

hongz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7、盱眙县春林汽车修配厂

淮安盱眙站 ：韩春林  13605234818

地址：江苏省盱眙县五墩东路县检测站院内

xu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38、金湖江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金湖站 ：徐镜淞  13033566761

地址：金湖县金湖东路黎东村部东400米

jin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盐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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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盐城市大丰区裕铧汽车修理厂

盐城大丰站 ：何杰  13651584981

地址：江苏省大丰市大丰镇裕华大蒜批发市场

da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0、响水县响水镇广源汽车配件经营部

盐城响水站 ：秦玉慧  13962045228

地址：响水县城204国道东侧新车站南

xiang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1、阜宁县通亚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盐城阜宁站 ：张军  13605118057

地址：江苏省阜宁县向阳路东侧1号

jsf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2、射阳县新坍镇正勇农机维修中心

盐城射阳站 ：夏正勇  13064840936

地址：射阳县新坝镇创业路113号

she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3、东台天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盐城东台站 ：张杰  13801568938

地址：江苏东台市纬五路11号

dong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扬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44、扬州市兴圣汽车维修中心

扬州广陵站 ：王兵  13338851693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产业园南扬霍路88号

g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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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扬州市江都区军友汽车修理厂

扬州江都站 ：颜付明  15252588324

地址：江都市新区长江东路

jia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6、仪征市第三汽车修理厂

扬州仪征站 ：王竞锋  13801445898

地址：江苏省仪征市石碑路448号328国道边

yiz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7、高邮市福润汽车修理厂

扬州高邮站 ：戴学权  13511737373

地址：江苏省高邮市秦邮路85号京沪高速高邮出口向西800米

gaoy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镇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48、镇江市润州金鑫汽车修理厂

镇江润州站 ：许善华  13705280168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蔣乔民营开发区四号东路

ru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49、镇江金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镇江丹徒站 ：戴建文  13952945878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丹徒新城沿江大道7号

dant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0、丹阳市天华汽车维修中心

镇江丹阳站 ：潘国良  13236369932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严陵镇联兴村

dan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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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扬中市刘跃汽车修理厂

镇江扬中站 ：刘跃  13812351773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三茅街道指南社区刘跃汽车修理厂

yang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2、句容市华阳镇春胜汽车修理厂

镇江句容站 ：李进  13815169583

地址：句容经济开发区陈家埠西门转盘向西600米

jur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泰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53、泰州市海陵区天成汽车修配厂

泰州海陵站 ：陆明春  13218708688

地址：海陵区九龙镇雨声村4191号天成汽修厂

hai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4、泰州姜堰汽修特约服务站

泰州姜堰站 ：薛志明  13601473032

地址：姜堰市姜堰镇姜堰大道1118号

jiangy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5、兴化市长生汽车修理厂

泰州兴化站 ：周学华  15052837858

地址：兴化市经济开发区昭阳工业园四区科升路

xing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6、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靖江特约快修站

泰州靖江站 ：陈逸民  13951167586

地址：江苏省靖江市西北环振亚汽修厂内

ji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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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泰兴市前进进口汽车修理厂

泰州泰兴站 ：葛伟  15996089299

地址：江苏泰兴市通江路3号

tai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苏宿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58、宿迁腾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宿迁宿城站 ：焦同  15250769000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华诚路一号

s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59、沭阳县沭淮汽车修理厂

宿迁沭阳站 ：徐东超  13815700180

地址：江苏省沭阳县十字南2公里205国道东侧

sh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0、泗阳金捷

宿迁泗阳站 ：张兵  15335041718

地址：泗阳县众兴镇俞杨村

s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1、宿迁市泗洪县京龙汽车修理厂

宿迁泗洪站 ：吴宝龙  13092488289

地址：泗洪县磘沟工业园区

si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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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浙江杭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62、兴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修理厂

杭州西湖站 ：闫德平  13508590395

地址：兴义市西湖路运输公司

hzxf.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3、南部县滨江办事处永鑫车业汽修厂

杭州滨江站 ：吴根生  18990753551

地址：南部县滨江办事处嘉陵路248号

bi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4、杭州兴龙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站 ：张兴美  13588392410

地址：萧山区新街街道山末址村

xiao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5、杭州川沃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站 ：魏国银  15968839919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塘康路39号

yu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6、富阳市新登镇新运汽车修理厂

杭州富阳站 ：董志刚  13588375534

地址：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牧场村

f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7、临安市卫东综合汽车修配厂

杭州临安站 ：章卫东  13805707370

地址：临安市玲珑街道玲珑村原高坎村踩家头22号

li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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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桐庐县横村镇若拓农机修理部

杭州桐庐站 ：祝若松  15990119836

地址：桐庐县横村镇横富路畈油车

tongl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69、淳安县千岛湖镇浪达岭汽车修理厂

杭州淳安站 ：汪建刚  13968109318

地址：淳安县千岛湖镇进贤大道加油站后面

chu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0、建德市大同镇正平汽车车身修理部

杭州建德站 ：龚正平  13805747574

地址：浙江省杭州建德市新安江桥南黄泥墩湖田村71号

jian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宁波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71、宁波市鄞州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站 ：盛伟波  13362465393

地址：海曙区甬临线谢家馋牌楼对面

hais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2、贵州省都匀市黔南金星汽车修理厂

宁波江北站 ：刘林  1398575777

地址：都匀市剑江北路55号

jb.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3、宁波北仑建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站 ：凌峰  13867897296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临港一路199号维修区C幢

beil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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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宁波市镇海庄市东凯汽车修配厂

宁波镇海站 ：邵海东  13065630299

地址：浙江镇海庄市兆龙路436弄26号

zhen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5、宁波市鄞州石矸广源汽车修理厂

宁波鄞州站 ：蒋斌  15658222209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后仓村

yinzhou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6、奉化市一条龙农机维修中心

宁波奉化站 ：张雷军  13486639379

地址：浙江奉化市岳林街道麻厂路6号

feng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7、象山县公路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汽车修理厂

宁波象山站 ：林永毅  13566583790

地址：浙江省象山县丹西街道城西路87号

xia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8、宁海县顺风汽车修配厂

宁波宁海站 ：陈湘  13516880668

地址：浙江省宁海县梅林街道方前村

ni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79、余姚市建伟汽车修理厂

宁波余姚站 ：冯建伟  13003777866

地址：浙江余姚市余丈公路穴湖村照山桥

yuy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0、慈溪市桥南汽车维修厂

宁波慈溪站 ：陆琦琨  13600611114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庵东工业园纬一路

ci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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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温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81、阜南县海涛农机修配厂

温州鹿城站 ：刘海涛  13855855313

地址：阜南县鹿城镇地城南路102号

wz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2、府谷县利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龙湾站 ：苏建飞  13509122400

地址：府谷县转龙湾收费站左侧

longw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3、温州江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瓯海站 ：丁俊  13736751455

地址：瓯海区南百象金竹村金竹小学对面

ou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4、永嘉县启蒙汽车修理厂

温州永嘉站 ：李启猛  13588910215

地址：浙江省永嘉县桥镇梅坳高速出口

yongji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5、平阳县三江汽车修理厂

温州平阳站 ：张余龙  15325028828

地址：浙江省平阳县钱仓镇东江村竹楼路67号

pi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6、苍南县大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温州苍南站 ：张书宽  18906774555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建兴西路470号

cang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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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7、瑞安市环卫汽车修配联营厂

温州瑞安站 ：蔡志勇  13958898522

地址：瑞安市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

ru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88、乐清市精艺汽车修理厂普通合伙

温州乐清站 ：王力强  13706601183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成镇万岙村幸福西路62号

le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嘉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89、武汉市海飞汽修厂

嘉兴南湖站 ：李国飞  13006344085

地址：洪山区南湖成功花园B区7特12号

nan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0、嘉善吉利叉车销售有限公司

嘉兴嘉善站 ：周谢雄  13615735050

地址：嘉善环北西路417号

jia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1、海盐县光明农机维修中心

嘉兴海盐站 ：沈云峰  13586354662

地址：浙江省海盐县盐湖公路与武东西大道交叉口往南300米公路

haiy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2、海宁市许村镇小柯农用车修理部

嘉兴海宁站 ：张晓棵  13157129239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钟家角69号

hai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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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3、平湖市当湖镇永兴农机维修服务部

嘉兴平湖站 ：孙永明  13957319033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当湖西路市桥头27号

ping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4、桐乡市正南农机修配有限公司

嘉兴桐乡站 ：张家秀  15888329292

地址：桐乡市梧桐街道城西村永仁桥44号

tong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湖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95、湖州南浔鑫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湖州南浔站 ：朱春虎  18857210199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老318国道交警大队向东500米

nanx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6、长兴亚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湖州长兴站 ：徐建冰  13362220556

地址：浙江省长兴县雉城街道图影大道76号

chang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497、安吉永安汽车修配厂

湖州安吉站 ：施南军  13511278583

地址：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灵峰南路亚信工艺品有限公司一号楼内

an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绍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498、宁波甬沃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绍兴分站

绍兴柯桥站 ：商乐乐  17816021504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征海路43号

ke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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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绍兴市上虞区梅坞汽车修理厂

绍兴上虞站 ：郑妙凤  18058657775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梅坞村江水沿7号

shangy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0、新昌县华雄汽车修理厂

绍兴新昌站 ：卢华雄  13967598166

地址：新昌县七星街道石柱湾村104国道南复线边

xin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1、诸暨市驰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绍兴诸暨站 ：宋佳义  13588593648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江龙村城北路口旁

zhu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2、浙江省嵊州市汽车修理公司

绍兴嵊州站 ：卢立文  13735253535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纬四路1号

she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金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03、金华市周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金华金东站 ：周文胜  13905794647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赤松路2号

jin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4、武义国新农机修理服务部

金华武义站 ：汤国新  13868904352

地址：上松线城建局楼下

wu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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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磐安县顺和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磐安站 ：厉守良  13867992233

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安文镇花月路188号

p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6、兰溪市宏成汽车修理部

金华兰溪站 ：蒋群芳  13857909942

地址：浙江省兰溪市兰江街道沿塘头村后鲍7号

la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7、义乌市保兴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义乌站 ：汪勇维  13957960766

地址：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义西工业园四通路一号

yi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8、东阳市剑锋汽车修理厂

金华东阳站 ：卢剑锋  13735770399

地址：东阳市城南西路水果市场正对面

do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09、永康市城磊汽车修理厂

金华永康站 ：季昌又  13575696815

地址：永康市330国道永康收费所

yongk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衢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10、衢州市豪沃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衢州柯城站 ：王忠维  13735052808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通衢街18号凯泰汽配城41幢110112室

ke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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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利汽配公司

衢州开化站 ：徐智勇  13511421498

地址：开化县华埠镇金三角华

kai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2、龙游龚红卫拖拉机修理配件店

衢州龙游站 ：龚红卫  13059705696

地址：龙游巨龙路128号

longy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3、江山市至顺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衢州江山站 ：徐崇武  13857025253

地址：江山市清湖镇路口村三道弯38号

jia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舟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14、舟山市定海区顺捷汽车修理厂

舟山定海站 ：刘国松  13655805432

地址：定海区万康电厂路55号C区

di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5、嵊泗县菜园镇天顺汽车修理厂

舟山嵊泗站 ：杨剑明  15168063638

地址：浙江省嵊泗县菜园镇劳动村加油站对面

shengs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台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16、台州祥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椒江站 ：郑云达  18658668168

地址：椒江区洪家上金线2号

jiao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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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台州市黄岩万里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站 ：唐百清  13957600487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十院路98号

huangy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8、蒲城神州汽车修理厂

台州路桥站 ：安照锋  13891324921

地址：蒲城县城南转盘南洞耳铁路桥南100米路西

lu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19、三门县龙山汽车修理厂

台州三门站 ：胡传榜  13906551927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枫坑工业大道40号

sanm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0、天台县民政汽车修配厂

台州天台站 ：鲍先相  13666873893

地址：浙江省天台县城关下余食品站旁

tian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1、浙江省仙居县胜发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汽修厂

台州仙居站 ：吴勇杰  13305769700

地址：浙江省仙居县横溪镇汽车站

xianj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2、温岭市松门福明汽车修理厂

台州温岭站 ：江海兵  18958587302

地址：温岭市松门镇迎宾大道客货运输有限公司

wen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3、台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

台州临海站 ：朱一平  13706767865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靖江南路

lin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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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玉环县双丰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台州玉环站 ：黄仁宝  18957689551

地址：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直塘村

yu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浙江丽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25、丽水市亿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莲都站 ：朱剑锋  13587188867

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火车站售票厅旁东升南区

lian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6、缙云县昌盛车辆维修中心

丽水缙云站 ：李占雄  15990867282

地址：缙云县五云镇新区官店村仙都啤酒厂后面

jin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7、遂昌县小李汽车修理部

丽水遂昌站 ：李新兵  13575362383

地址：遂昌县妙高街道牡丹亭东路257号

sui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28、湄潭县贵通汽车维修部

丽水龙泉站 ：邓志群  15085413186

地址：湄潭县湄江镇龙泉村湄江加油站旁

l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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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安徽合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29、安徽鑫大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瑶海站 ：林菲  13721111876

地址：京商商贸城

xdc.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530、合肥茂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第一维修分公司

合肥庐阳站 ：朱宁  13721045005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天水路与天河路交口

l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1、合肥市云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合肥蜀山站 ：刘爱洲  13505614212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创新大道合六路700号

shu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2、安徽陆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包河站 ：万振华  13965018199

地址：包河区繁华大道和庐州大道交叉口向南200米

bao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3、安徽大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长丰站 ：汪刘海  13637098358

地址：安徽省长丰县岗集汽车工业园合淮路旁

hfcf.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4、肥东江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肥东站 ：王辉  15256939915

地址：肥东县包公大道69号国道口向西200米

fei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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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合肥市联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肥西站 ：蔡萍  13966700487

地址：肥西县金桥

fei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6、庐江县光能汽车修理厂

合肥庐江站 ：王光能  13705652107

地址：庐江县庐城七里岗三环路与合铜路交叉处

luj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37、巢湖利民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利民汽车修理厂

合肥巢湖站 ：姚后淼  13805600135

地址：巢湖市湖光路6号

chao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芜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38、南陵县良发汽车修理厂

芜湖南陵站 ：花成江  13956162557

地址：安徽省南陵县籍山镇柯店

nan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蚌埠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39、安徽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蚌埠淮上站 ：姜军  13965269222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大道5131号万科电子集团院内

huais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0、怀远县荆山皖顺汽车修配厂

蚌埠怀远站 ：李明  18949313698

地址：怀远县老西门汽车站向南2公里淮河加油站斜对面

huai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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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五河县友谊汽车修理厂

蚌埠五河站 ：李宗辉  18955222666

地址：安徽省五河县城关镇闸桥路北段

wu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2、固镇县贺文汽车修理厂

蚌埠固镇站 ：刘安凤  13515527199

地址：安徽省固镇县垓下路中段

gu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淮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43、安徽省闻豪车业有限公司

淮南大通站 ：张忠  13695614581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十八中学斜对面

datong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4、谢家集区兴业汽车修理厂

淮南谢家集站 ：朱利  13053072769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望峰岗镇十涧湖西路鑫森物流园0070

08号

xj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5、凤台县龙安汽车维修厂

淮南凤台站 ：高龙安  13866313598

地址：安徽省凤台县斜路陈凤利路边

feng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6、仁寿县云通汽车修理厂

淮南寿县站 ：陈杰  15228824954

地址：仁寿县文林镇转盘围

s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马鞍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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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镇江城西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马鞍山花山站 ：梁光照  13905282021

地址：润洲区乔家门大花山

hua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8、城固县三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马鞍山博望站 ：李振强  13892676260

地址：城固县西环二路中段博望农机修理站院内

bow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49、当涂县康农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马鞍山当涂站 ：陈荣春  13085553451

地址：当涂县新大陆汽车城6栋7号

dangt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0、太和县第二汽车修配厂

马鞍山和县站 ：李广英  13965716996

地址：安徽省太和县太毫路三角元南15公里路西

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淮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51、濉溪县实训汽车修理厂

淮北濉溪站 ：周维焕  15805617994

地址：濉溪县南环城路

sui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安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52、安庆市永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安庆宜秀站 ：胡贤礼  13909662103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永林工业园内安庆竣翔新型电

子元器件有限公司3厂房

yix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00/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05282021
http://huashan.chaichejian.cn
http://huashan.chaichejian.cn
tel:13892676260
http://bowang.chaichejian.cn
http://bowang.chaichejian.cn
tel:13085553451
http://dangtu.chaichejian.cn
http://dangtu.chaichejian.cn
tel:13965716996
http://anhe.chaichejian.cn
http://anhe.chaichejian.cn
tel:15805617994
http://suixi.chaichejian.cn
http://suixi.chaichejian.cn
tel:13909662103
http://yixiu.chaichejian.cn
http://yixiu.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01

553、安徽省交通集团安庆汽运有限公司太湖分公司修理厂

安庆太湖站 ：陈沧林  18955689699

地址：安徽省太湖县高界路4号

tai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4、宿松县庆红汽配修理厂

安庆宿松站 ：汪庆红  13500557912

地址：宿松县孚玉镇孚玉西路高速路口

sus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5、望江县东红汽车修理厂

安庆望江站 ：曹伟  15922355777

地址：望江县华阳镇香茗山路

wa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6、安徽省交通集团安庆汽运有限公司岳西分公司修理厂

安庆岳西站 ：奚东岳  13905568198

地址：安徽岳西县天堂镇建设西路8号

yue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7、桐城市运怛汽车技术修理厂

安庆桐城站 ：鲁桂荣  15922361577

地址：桐城市文昌工业园文华路金海汽贸

t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58、潜山县东方运输汽车修理厂

安庆潜山站 ：黄西西  13866436768

地址：潜山县梅城镇皖潜大道安居工程小区西

qi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黄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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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9、黄山市徽州区小强汽车修理厂

黄山黄山站 ：强克于  13063229712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永佳大道三号沟245061

h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滁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60、滁州市福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滁州南谯站 ：马俊  17805501133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龙蟠街道滁州市福斯特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nan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1、滁州市来安县顺捷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滁州来安站 ：毕冠军  13955009266

地址：来安县经济开发区南洛高速出口处

la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2、滁州市全椒县忠安汽车修理厂

滁州全椒站 ：王修忠  18056962088

地址：全椒县内环南路506号

quanj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3、定远县花园汽车维修厂

滁州定远站 ：董皖  18949493588

地址：定远县长征西路西门加油站东侧

di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4、凤阳县府城镇凤凰汽修厂

滁州凤阳站 ：蒋勇  13359001885

地址：安徽省凤阳县府城镇东环路五里庙

fe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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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天长市五联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滁州天长站 ：施文连  13955071371

地址：安徽省天长市城南办事处田庄社区

tian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6、明光市宏远修理厂

滁州明光站 ：刘家鸿  18955071115

地址：明光市工业园区瑞尔公司西柳湾路50号与南郢路交叉口

mingg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阜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67、阜阳市骏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阜阳颍州站 ：马玉鹏  13955895387

地址：颍州区阜南路四里桥100号

yi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8、临泉县远大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阜阳临泉站 ：余学峰  13955842266

地址：安徽省临泉县工业园区城防坝东150米处

lin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69、阜南县环北汽车修配厂

阜阳阜南站 ：孙琦  15855860688

地址：安徽阜南县鹿城镇环北路52号

fu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0、颍上县鑫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阜阳颍上站 ：王靖  15856818021

地址：颍上县慎城镇四里湾499号检测站西50米

fyy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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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界首刘洋汽车修理部

阜阳界首站 ：李廷虎  13965713448

地址：安徽省界首市界光路中段

jies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宿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72、砀山县王森汽车修理厂

宿州砀山站 ：焦长红  13965346108

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砀城镇道北东路

da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3、萧县红阳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萧县站 ：王轼  15391858585

地址：安徽省萧县龙城镇岱桥311国道北侧

xiao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4、灵璧县新大桥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宿州灵璧站 ：刘传飞  13505571121

地址：皖灵璧县凤山北路一汽服务站

lingb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5、泗县正直机动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宿州泗县站 ：张建  18133216898

地址：经济开发区潼河路与赤山路交叉口西200米

szs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六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76、六安市叶集区周杨汽车修理厂

六安叶集站 ：周扬  13385686688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金叶路

ye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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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霍邱辉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六安霍邱站 ：朱香桂  13625591125

地址：安徽省霍邱县冯井镇桃园村

huo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8、舒城县福义汽车修理厂

六安舒城站 ：吴伏义  18919761018

地址：舒城县城关合安北路

sh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79、合肥市华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六安金寨站 ：袁文刚  13855181841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金寨南路660号

jinz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亳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80、亳州市谯城区西元汽车修理厂

亳州谯城站 ：程修刚  13696580077

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北五环古井大道交叉口东500米路北

qiao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1、涡阳县福安机动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亳州涡阳站 ：李亚  13675681784

地址：安徽省涡阳县城东经济开发区

wo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2、安徽春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分公司

亳州蒙城站 ：丁奇于树叶  13966521900

地址：蒙城庄子大道18号

me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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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利辛县强盛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亳州利辛站 ：郭震  13856861885

地址：安徽省利辛县城关镇双桥东一公里双桥停车场

lix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池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84、东至县凯顺江淮汽车技术服务站

池州东至站 ：鄢俊  13955502272

地址：安徽省东至县尧渡镇梅林路62号

dong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5、青阳县正兴汽车修理厂

池州青阳站 ：荣树生  18905668023

地址：安徽省青阳县杨田镇工业园区

ahq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安徽宣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86、宣城市青松汽车修理厂普通合伙

宣城宣州站 ：丁青松  13905630280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双桥办事处金杨村

xua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7、郎溪县春宝汽车修配厂

宣城郎溪站 ：何志华  13731902888

地址：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建平镇宁芜路502号

lang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88、宁国市东站汽车修理厂

宣城宁国站 ：陈祥平  13956602135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千线交通驾校边

ningg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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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9、广德县永翔汽车修理厂

宣城广德站 ：吴翔  13865305555

地址：安徽省广德县桃州镇太极大道162号

guang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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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福建福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90、福州启顺华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台江站 ：张君儒  13559933316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东滨路6号台江港务局堆货场内

fzt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1、福州豪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马尾站 ：游银添  18359189963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湖里路27号1楼239室自贸试验区

maw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2、陕西新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蒲城分公司

福州长乐站 ：刘刚  13572850236

地址：蒲城县长乐东路蒲城东高速路口西300米

chang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3、福建省闽侯县丰达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福州闽侯站 ：叶晨  13960799777

地址：

min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4、福清市宏路新增汽车修配厂

福州福清站 ：徐新增  13705022365

地址：福建省福清市宏路东坪村福夏线53公里处

fu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厦门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95、君诚厦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站 ：张洪彩  13599621186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马青路2117号

haic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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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厦门市顺安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湖里站 ：廖志祥  13859916233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寨上邮政局后

hu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7、厦门市森利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站 ：秦站长  13959211507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西福路同安西柯西福路3号

t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莆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598、增城市荔江汽车修配厂

莆田荔城站 ：姚丽芳  13802803589

地址：增城市荔城街西园南路195号

pt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599、福建仙游胜北实业有限公司

莆田仙游站 ：李志添  13808591906

地址：福建省仙游县鲤南镇南新区南一环西路66号

xiany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三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00、三明市三元机械汽车修理厂

三明三元站 ：王明安  15396173191

地址：三元区白沙群工路7号

sms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1、吉首市代松汽车修理厂

三明大田站 ：甘维瀚  18608430055

地址：吉首市大田湾宗南公司院内

da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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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2、尤溪县城关信发汽车修理厂

三明尤溪站 ：卢国庆  13459831711

地址：福建省尤溪县城关镇埔头园工业路46号

you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3、沙县水南星龙汽车修理厂

三明沙县站 ：胡朝华  15259815097

地址：福建省沙县金泉村205国道边星龙修理厂

sha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4、达县南外益民汽修厂

三明泰宁站 ：吴益民  13980191212

地址：达川市达川区翠屏街道泰宁路208号

tai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5、曲靖通懋有限公司

三明建宁站 ：龙跃  13577371929

地址：建宁街道麻黄社区第一居民小组

jian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6、永安市天雄汽车修理厂

三明永安站 ：孙毅  13960532715

地址：永安市燕亚上大溪52号

y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泉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07、惠安县螺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泉州惠安站 ：胡俊雄  13306990068

地址：企塘岭下东侧南客运站对面

hu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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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安溪县金谷鑫艺汽车修配店

泉州安溪站 ：陈鑫艺  18659519699

地址：福建省安溪县金谷农机站金谷交警站对面

a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09、泉州市青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原永春新兴保修厂

泉州永春站 ：洪清山  13313821278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榜德工业区

yongch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0、泉州德化源源农机

泉州德化站 ：宋胜福  13906094271

地址：德化县龙浔镇龙鹏街156号

de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1、石狮车顺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泉州石狮站 ：陈伟  18065525848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灵秀镇旅游北路华山物流园

shi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2、晋江市罗山万运汽车修理厂

泉州晋江站 ：王保云  13905079568

地址：晋江市罗山罗裳开发区38号

ji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3、南安市联鑫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泉州南安站 ：吴华仁  13505060003

地址：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金桥开发区

n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漳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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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漳浦县绥安镇新福兴汽车修配厂

漳州漳浦站 ：许文虎  18259686666

地址：漳浦县绥安镇大陂村324国道西侧

zhangp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5、漳州元方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漳州龙海站 ：张瑞彬  18960016652

地址：福建省漳州龙海市颜厝镇上洋村

lo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南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16、南平市延平区凯通汽车修理厂

南平延平站 ：邢世国  13706003411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东坑坝头46号

ya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7、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建阳分公司

南平建阳站 ：翁平  18950669949

地址：福建省建阳市童游新区A区嘉禾大道气象局旁

jian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8、浦城县红光车辆维修中心

南平浦城站 ：吕玲  13110913925

地址：福建省浦城县南浦生态工业园内

p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19、邵武市景星汽车修理厂

南平邵武站 ：陈俊团  13706013659

地址：邵武市月山关6号

shao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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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武夷山市阳光汽车修理厂

南平武夷山站 ：杨雪凤  13850902388

地址：武夷山市石雄1号

wuy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1、建瓯市闽芝汽车修理厂

南平建瓯站 ：李德峰  13859379888

地址：建瓯市城东工业区A区5号

jian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龙岩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22、新罗区捷顺汽车修理厂

龙岩新罗站 ：苏龙金  13015606366

地址：新罗区龙门镇政府往红坊方向200米

xinl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3、永仁县永昌汽修厂

龙岩永定站 ：李永梅  13908781718

地址：永仁县永定镇环城东路19号

yong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4、连城连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龙岩连城站 ：揭长江  13459717512

地址：福建省连城县莲峰镇城西村畔坑路21号

li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5、漳平市顺达机动车维修厂

龙岩漳平站 ：肖爱忠  13860231005

地址：漳平市富山工业园区和富路125号

zha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福建宁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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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宁德市蕉城区金涵胜杰汽车修理厂

宁德蕉城站 ：关细碧  13515070960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金涵苗圃六斗

jc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7、古田县鸿源汽车修理厂

宁德古田站 ：张善榕  13959336378

地址：古田县城西罗华停车场内

gu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8、寿宁宁顺车行

宁德寿宁站 ：吴奶旺  13950555287

地址：寿宁县南阳镇洋边村小康街

shou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29、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福安汽车修配厂

宁德福安站 ：王士永  13948806030

地址：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三马路

f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0、福鼎市宏意汽车修理厂

宁德福鼎站 ：周明意  18659362555

地址：福建福鼎岩前加油站向前100米岩前路站内

fu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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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江西南昌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31、富顺县彬元汽车修理厂

南昌东湖站 ：杨成彬  18990005458

地址：富顺县东湖镇南环路久泰村3组

dong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2、上饶县宏伟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西湖站 ：郭炳伟  18879339132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茶亭镇西湖村

ncx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3、新建县小杨汽配销售部

南昌新建站 ：杨小斌  13870634165

地址：新建县工业四路卓越停车场内

xinj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4、南昌千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南昌南昌站 ：段继农  13870622566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迎宾汽车城1068号

nc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5、江西省进贤江跃汽车维修中心

南昌进贤站 ：卿建  13879193506

地址：进贤县民和镇九坊岭320国道旁

ji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景德镇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36、浮梁县兴达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景德镇浮梁站 ：卿建  18907983294

地址：浮梁县洪源镇金三角

ful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15/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8990005458
http://donghu.chaichejian.cn
http://donghu.chaichejian.cn
tel:18879339132
http://ncxh.chaichejian.cn
http://ncxh.chaichejian.cn
tel:13870634165
http://xinjian.chaichejian.cn
http://xinjian.chaichejian.cn
tel:13870622566
http://ncx.chaichejian.cn
http://ncx.chaichejian.cn
tel:13879193506
http://jinxian.chaichejian.cn
http://jinxian.chaichejian.cn
tel:18907983294
http://fuliang.chaichejian.cn
http://fuliang.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16

637、乐平市鸿达汽车修配厂

景德镇乐平站 ：杨华欢  13607985955

地址：江西省乐平市乐港镇张家桥

le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萍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38、攸县精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萍乡湘东站 ：谢觉敏  18973374109

地址：湘东汽贸城攸县精灵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xiang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39、萍乡超越车辆服务有限公司

萍乡上栗站 ：孙建林  18979998798

地址：江西省上栗县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shang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九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40、九江市明清车业有限公司

九江濂溪站 ：陈世军  13979255898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南山路388号顺信物流园内

jjl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1、修水县顺顺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九江修水站 ：况德满  15979909999

地址：修水县良塘鹏创汽车城11栋1号

xiu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2、瑞昌市宏兴汽车修理厂

九江瑞昌站 ：董国忠  15170257757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黄金工业园南园东环路与南环路交叉口

rui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新余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Page 116/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607985955
http://leping.chaichejian.cn
http://leping.chaichejian.cn
tel:18973374109
http://xiangdong.chaichejian.cn
http://xiangdong.chaichejian.cn
tel:18979998798
http://shangli.chaichejian.cn
http://shangli.chaichejian.cn
tel:13979255898
http://jjlx.chaichejian.cn
http://jjlx.chaichejian.cn
tel:15979909999
http://xiushui.chaichejian.cn
http://xiushui.chaichejian.cn
tel:15170257757
http://ruichang.chaichejian.cn
http://ruichang.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17

643、新余市深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新余渝水站 ：魏先海  13879032532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白竹路1289号

yu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鹰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44、鹰潭市月湖区祥林汽车修理厂

鹰潭月湖站 ：熊饶生  13507018086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月湖岩东路英伦名郡5栋4243号

yue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5、鹰潭东鑫汽修服务有限公司

鹰潭贵溪站 ：卿建  13870015888

地址：贵溪市工业园区320国道旁

gui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赣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46、南康蓝翔重汽修理厂

赣州南康站 ：李瑞民  13879704937

地址：江西省南康市金鸡镇十字路口

nank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7、赣县宏顺汽车维修站

赣州赣县站 ：丁家锋  13707029411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茅店镇东田村323国道高速路口

g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48、龙南县交通汽车修配厂

赣州龙南站 ：肖烨琴  13576654008

地址：江西龙南县龙鼎大道319号

jxn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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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宁都县梅江镇骏英汽修部

赣州宁都站 ：陈书生  15970837763

地址：江西省宁都县梅江镇水东村方明小组彭屋新村

ni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0、兴国县赣鑫汽车修配厂

赣州兴国站 ：李桂平  13607073166

地址：江西省兴国县长途汽车站对面

xingg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1、瑞金闽瑞汽车修配厂

赣州瑞金站 ：丘涛盛  13707972601

地址：瑞金市象湖镇岗背村

rui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吉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52、新干县宝骏汽车修配厂

吉安吉安站 ：李剑洪  13970461456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金川北大道66号

ji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3、吉水县城南汽车修理厂

吉安吉水站 ：鄢昌勋  13970450546

地址：江西吉水县龙华中大道409号

ji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4、峡江县小赖汽修厂

吉安峡江站 ：赖国清  13979601131

地址：江西峡江县水边镇商城对面

xia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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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新干县宝骏汽车修配厂

吉安新干站 ：徐强  13576611996

地址：江西省新干县金川北大道62号

xi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6、永丰县广田汽车修理厂

吉安永丰站 ：曾广根  13979604736

地址：江西省永丰县恒通公司院内

yong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7、吉安玉光

吉安泰和站 ：张玉光  13807961657

地址：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上田立交105国道旁

tai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8、遂川县翔敏汽车修理厂

吉安遂川站 ：谢晓华  13307064673

地址：泉江镇高速公路连接线速通物流内

sui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59、梓潼县大华小型汽车修理厂

吉安万安站 ：吴皓  13378156119

地址：梓潼县文昌镇万安街205号

w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宜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60、奉新县国泰汽车修理厂

宜春奉新站 ：涂为刚  13879567841

地址：奉新县209修理厂

fengx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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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万载县永诚汽车修理厂

宜春万载站 ：宋冬平  18720690656

地址：万载县将军大道128号

wanz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2、江西省上高县龙华汽车修理厂

宜春上高站 ：聂海明  18979507033

地址：江西省上高县锦江镇石湖村

shangg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3、江西豪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宜春宜丰站 ：戴新民  13807956116

地址：江西省宜丰县大广高速宜丰出口右侧

yi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4、铜鼓县华盛物流有限公司

宜春铜鼓站 ：时业林  13767521304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城南东路472号汽车服务广场15

栋10号店面

tong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5、丰城市东盛汽车修配厂

宜春丰城站 ：孙伟东  13879516055

地址：江西省丰城市锦鸿汽车城15幢567号

fe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6、江西省樟树市鑫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宜春樟树站 ：李年保  13870548897

地址：樟树市药都北大道36号火车站斜对面

zhangs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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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7、高安市华云汽车修理厂

宜春高安站 ：周乐华  13879559155

地址：高安市石脑镇高峰大道8号

gao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抚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68、江西东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东乡直营店

抚州东乡站 ：徐志强  13979437923

地址：东乡县雄岚大道盛世华庭店面停车厂师范学校旁

dong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69、重庆市双联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抚州南城站 ：田维龙  13908256636

地址：南川区南城街道办事处林堡社区二组

n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0、南丰县昌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抚州南丰站 ：黄德贤  13307049877

地址：江西省南丰县昌厦公路旁轻坊城斜对面

nan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1、崇仁县华鹏南骏农机维修服务中心

抚州崇仁站 ：曾辉平  15307945866

地址：崇仁县巴山镇人民大道

chongr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2、BPW江西金溪服务站

抚州金溪站 ：周发根  15946998323

地址：江西金溪县

ji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江西上饶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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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余干县东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上饶余干站 ：汤建东  13979351858

地址：江西省余干昌万公里

yu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4、婺源县顺达汽车修理厂

上饶婺源站 ：卿建  13317037628

地址：婺源县太子桥

jxw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5、德兴市环球汽配有限公司

上饶德兴站 ：夏世英  13979399800

地址：江西省德兴市银城镇女儿田朱潭埠

de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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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山东济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76、都江堰市中兴镇华夏汽车修理厂

济南市中站 ：陈明松  13679030636

地址：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场口

qns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7、济南华源诚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济南槐荫站 ：司瞳  15866733755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张庄西路455号

h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8、济南欧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天桥站 ：王东海  18668911673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二环西路北首大魏工业园内

tian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79、济南历下圣诺汽车维修中心

济南历城站 ：李亮  13854159900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荷花路坝子村1676

jn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0、章丘市康师傅汽车修理厂

济南章丘站 ：黄海峰  18754190188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明水济青路北柳岗路

zhang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1、莱芜市口镇鑫华汽修厂

济南莱芜站 ：宋守文  13863440180

地址：莱芜市口镇姚口路36号

jnlw.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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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平阴县田宇汽车大修厂

济南平阴站 ：冯贵忠  13064081348

地址：山东省阴县锦水街道办事处堡子村

ping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3、商河县顺昌汽车维修厂

济南商河站 ：宋昌轩  13954198918

地址：商河县商中路宏业集团北邻

sha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青岛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84、烟台交运集团蓬莱运输有限公司汽车维修服务分公司

青岛市南站 ：张勇  13708910882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132号

shin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5、凭祥市宏胜汽车修理部

青岛市北站 ：王强  13077724246

地址：凭祥市北大路222号二号车库

shi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6、青岛海西永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黄岛站 ：张超  18753226166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千山北路大炼油对过

huangd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7、崂山区申华盛汽车修理厂

青岛崂山站 ：申斌  15092203088

地址：崂山区中韩街道张家下庄社区

lao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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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福安市永鑫汽车修理厂

青岛城阳站 ：缪永忠  13905034563

地址：城阳乡步兜亭公交停车场隔壁

che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89、即墨市顺利达汽车修理厂

青岛即墨站 ：王桂萍  15965574993

地址：即墨市通济办事处于家庄对面青威路1650号

jim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0、胶州市联华汽车修理厂

青岛胶州站 ：王胜军  13361279826

地址：胶州市海尔大道中段

jiao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1、平度市江鸿机动车维修厂

青岛平度站 ：于资江  15689901788

地址：山东省平度市华星路南段路东

pi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淄博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92、淄川区松龄迎方汽车修理部

淄博淄川站 ：房迎  13011618755

地址：淄川区立交桥北600米路西张博路

zi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3、张店福瑞德汽车修理厂

淄博张店站 ：刘业强  13355218767

地址：张店区山泉路市法医中心南邻

zhang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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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博山华泰汽修厂

淄博博山站 ：赵永春  13853345390

地址：

bo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5、周村兴农汽车修理厂

淄博周村站 ：梁燕飞  13105331199

地址：周村区西外环路一号

zhouc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6、桓台县世达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桓台站 ：张若记  13573338360

地址：桓台县寿济路前毕村段

huan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697、沂源县顺航汽修有限公司

淄博沂源站 ：张爱霞  13969328632

地址：山东省沂源县鲁山路东首

yi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枣庄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98、滕州华鑫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枣庄滕州站 ：朱术廷  13465988895

地址：滕州市平行中路288号

te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东营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699、垦利众诚汽车修理厂

东营东营站 ：王东树  13515461556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广兴路与华丰路交叉路口往西100米路

南

dongy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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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重庆市万州第二运输有限公司

东营河口站 ：胡斌  13388932838

地址：万州区双河口永佳路198244号

hekou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1、东营永杰

东营垦利站 ：王永刚  15266038188

地址：山东垦利县开发区振兴路233号

ken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2、山东金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利津站 ：贾树军  13361529963

地址：利津县陈庄镇陈庄经济开发区

li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3、广饶县潍高路云龙农用车维修部

东营广饶站 ：张国营  13361527027

地址：广饶县潍高路机动车维修市场B1号

guangr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烟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04、烟台市泓洋汽车修理厂

烟台芝罘站 ：于海波  13562532130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环海路94号交运加油站院内泓洋汽车修

理厂

zhi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5、烟台华峻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烟台福山站 ：张庶清  13606452111

地址：福山区福新路190号

f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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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牟平区华林汽车修理厂

烟台牟平站 ：梁林  13165355896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崔山大街以北西关路以西

mou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7、龙口市圆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龙口站 ：范圣海  13589826099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302省道231公里处海岱开发区

longk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8、莱阳市第二汽车修理厂

烟台莱阳站 ：张齐虎  13605452004

地址：山东莱阳市马山路26号

la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09、山东莱州市鸿富轿车修理厂

烟台莱州站 ：于建勋  13805457303

地址：莱州市莱州北路468号

la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0、蓬莱市兴安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烟台蓬莱站 ：王行安  15966547988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登州路189号

pengl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1、招远市机动车检测维修有限公司

烟台招远站 ：矫健涛  15192202929

地址：山东省招远市玲珑路89号

zhao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2、栖霞市银丰汽车修理厂

烟台栖霞站 ：徐桂平  13864503265

地址：山东省栖霞市迎宾路1494号

qixi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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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海阳市增佳船机修配部

烟台海阳站 ：梁增佳  13465583605

地址：海阳市大辛家镇冷家庄村556号

ha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潍坊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14、潍坊市中联汽车大修厂

潍坊奎文站 ：陈东光  13869698199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潍洲路377号

kuiw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5、临朐恒达汽车修理部

潍坊临朐站 ：苏玉林  13806364246

地址：临朐县城南环路与东红路交叉口南东侧

li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6、昌乐中兴车业服务有限公司

潍坊昌乐站 ：吴建五  13361569981

地址：山东昌乐县城新昌路319号

c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7、青州市跃进牌汽车特约维修厂

潍坊青州站 ：李巧香  13905363123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青州北路587号

qi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18、诸城盛奥汽车修理厂

潍坊诸城站 ：杨振秀  15650292977

地址：山东省诸城市经济开发区舜都路西首路北

zh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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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寿光市钓鱼台杰达汽修厂

潍坊寿光站 ：孙德祥  13864681678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寿荛路中段

shoug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0、山东安丘市基安汽车维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潍坊安丘站 ：李树安  13655363868

地址：安丘市商场路东首

an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1、高密市正泰汽修有限公司

潍坊高密站 ：贾瑞强  15610588000

地址：高密市夏庄镇刘四村夷安大道段路东

gaom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2、昌邑市交通街鸿义农用车配件维修站

潍坊昌邑站 ：张子毅  13964636223

地址：山东省昌邑市新昌路与富昌街交叉路口北100米路东

chang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济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23、济宁宏伟专用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济宁任城站 ：黄欣  13963702676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金宇西路

re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4、微山腾翔

济宁微山站 ：李超  15666575766

地址：微山县欢城镇微欢路东侧城南工业园区

w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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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鱼台县乾坤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济宁鱼台站 ：王昌胜  13053792888

地址：鱼台县鱼丰路与南环路交叉路口西198米

yu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6、金乡县众鑫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济宁金乡站 ：周素成  15615970088

地址：金乡县金兴路18号

jin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7、嘉祥县天龙汽配有限公司

济宁嘉祥站 ：冯勋芝谷保华  13905474156

地址：山东省嘉祥县城西关

jia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8、汶上县盛达汽修有限公司

济宁汶上站 ：刘全喜  13176796551

地址：山东省汶上县东二环北段苑庄镇水坡涯村

s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29、泗水县新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济宁泗水站 ：丁传坤  18678736817

地址：泗水县泗河办济河路东段

si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0、山东梁山北内汽修有限公司

济宁梁山站 ：李庆存  15854780786

地址：山东省梁山县梁山镇220国道转盘路北1公里

sd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1、曲阜宁远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济宁曲阜站 ：刘建国  13615372313

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孔子商贸城西300米路北

qu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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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兖矿集团有限公司物资部汽车大修厂

济宁邹城站 ：边家玉王庆波  13583731891

地址：山东邹城市苏庄路3号

zo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泰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33、跃进汽车集团公司胶南特约维修厂

泰安泰山站 ：王玉芹徐宗宝  13668897088

地址：胶南市泰山路356号

taish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4、泰安市聚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泰安岱岳站 ：邢长源  13854808811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天乐城水世界西门南行500米路

东聚源服务站

daiyu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5、宁阳县汇金汽车维修站

泰安宁阳站 ：黄伦亮  13905483278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文化路东首236号

ni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6、东平开运汽车维修经贸有限公司

泰安东平站 ：王刚  13562873156

地址：山东省东平县东平镇西山路121号

do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37、三穗县徐峰汽车修理厂

泰安新泰站 ：徐峰  15985565955

地址：三穗县八弓镇新泰路

xin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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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8、肥城市昌华汽车修理厂

泰安肥城站 ：赵常君  13853838838

地址：肥城市汽车站转盘向北一公里路东

fei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威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39、威海宇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环翠站 ：张玉祝  13963118286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温泉镇雅家庄工业园宇廷汽车

huanc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0、文登市重联斯太尔汽车维修站

威海文登站 ：徐克珍  13306308718

地址：山东文登市棋山路南首

wend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1、荣成市东辕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威海荣成站 ：于科  15318245666

地址：山东省荣成市建业街

r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2、乳山市海峰汽车修理厂

威海乳山站 ：李鹏  13863134822

地址：山东省乳山市海峰街西首

ru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日照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43、日照市众邦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岚山站 ：刘加合  18863380577

地址：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碑廊镇西杨家庄子村

l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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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五莲县夕名汽修厂

日照五莲站 ：阎夕名  18863333738

地址：五莲县许孟镇驻地

wul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5、莒州大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日照莒县站 ：冯立涛  13723937866

地址：山东省莒县山东北路49号

ju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临沂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46、临沂龙川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兰山站 ：张智  13505499015

地址：兰山区蒙山大道与金五路交汇处南50米路东

lansh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7、罗庄区兴塘汽车修理厂

临沂罗庄站 ：李现绪  13864939533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兴唐汽车修理厂

luozh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8、菏泽交通集团汽车修理厂

临沂河东站 ：谷庆响  13905300886

地址：山东省荷泽市黄河东路1398号

hd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49、沂南县阳都汽车修理厂

临沂沂南站 ：范如龙  13355098118

地址：沂南县北外环西外环十字路口东500米

yi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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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郯城县福众车辆维修服务站

临沂郯城站 ：李福忠  13345095228

地址：郯城县城南外环路众力汽车农机城院内

t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1、沂水县鹏昊汽车修理厂

临沂沂水站 ：杨树青  13793914082

地址：沂水县马站镇珠江店子村

yi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2、兰陵县运发汽车修理厂

临沂兰陵站 ：周传运  13854985806

地址：兰陵县向城镇驻地中心西村段北侧

lan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3、费县文硕汽车服务修理厂

临沂费县站 ：王光亮  15092861688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上冶镇西毕城村

fe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4、平邑县鑫亿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临沂平邑站 ：赵鑫  13355059852

地址：山东省平邑县北环路东首

ping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5、莒南县万达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临沂莒南站 ：巩在华  13563981397

地址：莒南县城南环路西段

ju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6、蒙阴县兄弟车辆维修厂

临沂蒙阴站 ：钟绪才  13954938325

地址：山东省蒙阴县城西环路南端

meng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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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临沭宏达

临沂临沭站 ：刘光强  18263389700

地址：山东临沭市临沭县郑山镇郑山街

lins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德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58、宁津县大兴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德州宁津站 ：郭珍  13953401237

地址：宁津县北环路西首

sdn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59、庆云业成汽车维修中心

德州庆云站 ：张海亮  13791360621

地址：庆云县渤海路街道办事处杨习武村

qing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0、临邑县福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德州临邑站 ：杜群策  18805344444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新客运站往东100米路南

l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1、盈江宏泰汽车修理厂

德州平原站 ：胡培国  13988243866

地址：盈江县平原镇

pi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2、夏津县开发区双桥农田汽车配件维修部

德州夏津站 ：孟庆国  15953783398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南外环红绿灯西侧路北瑞祥汽修厂内东

半边

xia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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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武城县广运时代农机服务中心

德州武城站 ：王强  13365449009

地址：武城县农机大世界

w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4、乐陵市顺成汽贸有限公司

德州乐陵站 ：刘彬  13905445866

地址：乐陵市4号路西侧高新园区

le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5、禹城市第二汽车大修厂

德州禹城站 ：陈秀芹  18562140107

地址：山东省禹城市长途汽车站往西300米路北

y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聊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66、茌平县第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大修厂

聊城茌平站 ：公振军  13869551856

地址：山东省茌平县温陈街道办事处

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7、阳谷县黄河路全通卡车维修中心

聊城阳谷站 ：方振广  13370952086

地址：阳谷县黄河路西段

yang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68、莘县顺通运输有限公司

聊城莘县站 ：杨建锋  15106353897

地址：山东莘县车管所向西100米路南

she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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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东阿福民汽修有限公司

聊城东阿站 ：王泽奎  13375602018

地址：山东省东阿县环球路南首

dong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0、山东冠县通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聊城冠县站 ：李牧  15165807779

地址：对过冠县经济开发区冉子路东段新瑞木业对面

gu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1、高唐县景宸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聊城高唐站 ：李强  13563041311

地址：山东省高唐县人和街道和路东段路南邻

gaot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2、临清市荣泰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聊城临清站 ：蔡长松  13793082876

地址：山东省临清市新华路临馆街29号

lin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滨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73、滨州北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滨州滨城站 ：杨涛  15965415599

地址：山东省滨城区渤海五路677号

bi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4、沾化县恒泰汽车修配厂

滨州沾化站 ：杨志峰  13793892978

地址：沾化县永馆路东首红绿灯南300米路东

zhan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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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惠民县联众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惠民站 ：王敏  13156835966

地址：惠民县何坊乡王官村边大济路与乐胡路交叉口向南1公里

huim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6、阳信华阳汽车销售维修中心

滨州阳信站 ：张建民  15615225988

地址：阳信县河流镇帽李村

yangx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7、无棣县炳金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无棣站 ：李连鹏  15066993203

地址：无棣县中心大街2号

wud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8、黄河三角洲滨南物流有限公司汽修厂

滨州博兴站 ：孙希泉  18266498588

地址：山东省滨洲市博兴高新园区

bo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79、邹平恒大车漆快修有限公司

滨州邹平站 ：王允峰  13954381288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韩店镇肖镇村恒大汽修

zou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山东菏泽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80、定陶金博

菏泽定陶站 ：王涛  18954771555

地址：定陶县杜堂经济开发区定陶县交警队车管所对过

dingt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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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曹县昌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菏泽曹县站 ：曹海华  18254041999

地址：山东省曹县南环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南100米路东

cao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2、单县亨通汽车技术服务站

菏泽单县站 ：朱大明  13184090807

地址：山东省单县白云路北105国道中段北外环

sh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3、山东现代达驰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菏泽成武站 ：于清侠  13583062383

地址：山东省成武县工业园区

cheng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4、巨野县培振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菏泽巨野站 ：郭培振  15020203687

地址：山东省巨野县南环路东段路北

juy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5、郓城县金马汽贸服务有限公司

菏泽郓城站 ：葛广新  13275309888

地址：山东郓城北环路中段聊商路口西150米

sdy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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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河南郑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86、驻马店市驿城区鸿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中原站 ：曹燕  15693914455

地址：河南省驻马店驿城区中原大道与中原路交叉口北200米路东

zho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7、河南万通鑫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二七站 ：马银生  15333819969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与南四环向西200米

er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8、合阳县南关汽车修理厂

郑州金水站 ：雷义生  13992375787

地址：合阳县金水路中段42号

jin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89、资中县恒耀汽车修理厂

郑州上街站 ：曹珍  18990537166

地址：资中县成渝上街376号

shangji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0、郑州二融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原郑州三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中牟站 ：丰赢  13838034468

地址：河南省中牟县汽车工业园区和风路向西1KM路南中石油加

油站隔壁

zhongm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1、巩义市裕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原名双盛汽车维修

郑州巩义站 ：张喜垒  15981879516

地址：巩义市新310国道南官庄段

gong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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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荥阳市东升汽车修理厂

郑州荥阳站 ：周文选  13700874195

地址：荥阳市乔楼镇新310国道蔡砦段

xi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3、新密市天达汽车贸易维修有限公司

郑州新密站 ：宋金柱  13703993153

地址：河南省新密市开发区下庄河红绿灯东500米路南

xinm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4、郑州市惠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新郑站 ：王瑞婷  17703716699

地址：河南省新郑市龙湖镇107国道世贸汽车城维修区810号

xinz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5、登封市告成镇晓峰汽修厂

郑州登封站 ：常晓峰  13526532310

地址：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

deng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开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796、杞县奥合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开封杞县站 ：柳二伟  13937871550

地址：杞县五里河史庄村

hnq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7、通许县星通汽车维修店

开封通许站 ：刘卫星  13598780531

地址：河南省通许县南环路城关客运站西邻

tongx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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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尉氏县广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开封尉氏站 ：刘红卫  13837855255

地址：河南省尉氏县开尉路汽车北站北1000米

wei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799、兰考城南汽车维修中心

开封兰考站 ：户芳  13781125329

地址：兰考县兰兴工业区

lank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洛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00、宣威市远超汽车修理厂

洛阳老城站 ：王锦  18808744999

地址：宣威市环城北路老城北收费站旁

lao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1、洛阳市盛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洛阳瀍河站 ：张玉辉  15978691567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区310国道小李村立交桥西北侧

ch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2、洛阳市舜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洛阳涧西站 ：张建伟  18638898855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武汉南路舜通驾校院内

jia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3、洛阳市洛龙区奥驰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洛阳洛龙站 ：冯高智  13693818803

地址：洛龙区安乐镇中岗村南科技中专向东800米

lyl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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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栾川县安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修理厂

洛阳栾川站 ：王俊武  13523791113

地址：栾川县西环西车站院内

luan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平顶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05、道县新华汽车修配厂

平顶山新华站 ：蒋小平  13607468276

地址：河南省道县道州南路673号

xinhua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6、开县汉湖汽车修理厂

平顶山石龙站 ：杨直高  13983502488

地址：开县镇东小区石龙船客运站内

shi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7、平顶山市富润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湛河站 ：张泉须  13783230775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北渡镇油坊头村6号

zh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8、叶县鑫隆汽车修理厂

平顶山叶县站 ：吕军平  13525372537

地址：河南叶县叶舞路少林武术院东50米路北

ye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09、鲁山县金源汽车大修厂

平顶山鲁山站 ：李艳军  13837598533

地址：鲁山县北环路与墨公路交叉口北200米

hn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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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郏县宏源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平顶山郏县站 ：张占强  13569593918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南环路转盘南300米路西

jia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1、舞钢市保卫重型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平顶山舞钢站 ：董保卫  13137521611

地址：河南舞钢市建设路东段武功大桥处

wug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2、汝州市五征车辆销售行

平顶山汝州站 ：郭惠珍  13525359125

地址：河南市汝州市北环路板长庄西200米路南

ru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安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13、唐河县恒盛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安阳文峰站 ：党全生  13938994875

地址：唐河县文峰区建设路499号

wen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4、烟台市金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阳北关站 ：王安邦  18663817188

地址：牟区北关大街338号

beig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5、河南东星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安阳殷都站 ：谢江  18688232955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G107邺城大道

yin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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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平武县崔氏汽车修理厂

安阳龙安站 ：崔忠荣  13808116626

地址：平武县龙安镇金龙路

long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7、林州市广大汽贸有限公司

安阳安阳站 ：郑太锁  13949521268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凤宝大道林州市陵阳镇凤宝大道凤宝特

钢对面

ay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8、滑县建新汽修厂

安阳滑县站 ：宋建新  13213260088

地址：河南省滑县城关镇新濮路辛屯村口

hua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19、内黄县天禾汽车配件销售有限公司

安阳内黄站 ：杜会民  13253072508

地址：内黄县南环路西段北侧

neih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0、志伟拆车件

安阳内黄站 ：许志伟  13460821063

地址：河南省内黄县楚旺镇毛韩村

zhiwei.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821、林州市天程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林州站 ：常江东  13569077088

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合涧镇合涧小区

li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鹤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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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鹤山市德信汽车维修中心

鹤壁鹤山站 ：卢镜洪  13702292703

地址：鹤山市桃源镇325国道旁竹朗路段

hbh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3、鹤壁市福田万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鹤壁淇滨站 ：吕玉民  15565208000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107国道淇河桥南路西市车管所对面

qib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4、浚县汇通昊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鹤壁浚县站 ：王守闯  15937263355

地址：河南省浚县黎阳镇前毛村

ju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5、鹤壁市宏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鹤壁淇县站 ：王社涛  18903737222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高村镇鱼坡村

q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新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26、四川省旺苍县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修理厂

新乡红旗站 ：边刚  13981232449

地址：旺苍县嘉川镇原红旗村红旗小学

hongq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7、新乡市荣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新乡新乡站 ：刘永霞  15537396690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北环路与106国道交叉口

xx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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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获嘉县北环路盛昌汽车维修服务部

新乡获嘉站 ：布启煜  13937396738

地址：河南省获嘉县北环路西段路北

huoji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29、原阳县荣华车辆销售有限公司

新乡原阳站 ：张华  15236628177

地址：原阳县城关镇八里庄

yuan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0、封丘县培林农用机械维修中心

新乡封丘站 ：石廷轩  13849389875

地址：河南省封丘县封曹路北段西关段

fengq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1、新乡市德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新乡卫辉站 ：闫佩德  15137308797

地址：河南省卫辉市唐庄村东连岩村S306省道县界牌坊处

wei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2、辉县市天统汽车修理部

新乡辉县站 ：宋玉红  13598613039

地址：河南省辉县市东外环清晖路中段路西

h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3、长垣县长裕汽车维修部

新乡长垣站 ：赵满  15090410812

地址：长垣县蒲西区桂陵大道北段路西

cha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焦作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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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都兰县胖子汽车修理厂

焦作解放站 ：贺文宾  13897173338

地址：都兰县解放街

jief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5、成都鑫精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马村站 ：徐顺华  13308202882

地址：彭州市天彭镇白马村5组

mac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6、修武县必高汽修厂

焦作修武站 ：焦小辰  15838988500

地址：修武老汽车站东门对面

xiu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7、博爱县胜兴汽车维修服务站

焦作博爱站 ：王权威  13462874218

地址：博爱县清化镇鸿昌路中段

bo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8、焦作三龙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焦作武陟站 ：徐国森薛保才  13839109299

地址：河南省武陟县城迎宾大道南段

wu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39、温县中集汽车维修站

焦作温县站 ：郭小武  13782875588

地址：温县新洛路后岗村段

we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40、沁阳市中建汽修厂

焦作沁阳站 ：毛建中  13569189558

地址：河南沁阳市常付路新沁河桥南侧

qin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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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孟州市建兴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焦作孟州站 ：李康武  13938190055

地址：河南省孟州市西虢镇全义村

me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濮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42、清丰县红丰汽修服务站

濮阳清丰站 ：赵自峰  13346821966

地址：河南省清丰县西外环红绿灯北50米

qing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43、南乐县四通修理厂

濮阳南乐站 ：潘高举  13839332994

地址：河南省南乐县城北5公里道西

nan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44、台前县新区农用车维修部

濮阳台前站 ：杨学奇  13137337155

地址：河南省台前县新区转盘东一公里

taiq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45、濮阳市福田欧曼机械修理有限公司

濮阳濮阳站 ：李宏欣  13603838152

地址：河南省濮阳县G106国道与南环交叉路西300米路南

p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许昌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46、襄城县通达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许昌襄城站 ：刘海亮  13103748186

地址：河南茨沟襄城到洛界路中段路北

hnx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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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禹州市鸿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禹州站 ：刘朝阳  18839908882

地址：河南省禹州市郑平路河桥北200米

yu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48、常柴河南长葛中心

许昌长葛站 ：朱迅  13303993166

地址：河南长葛市长社路东转盘向东200米路北锯床大厅西5楼

changg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漯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49、漯河市启信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漯河源汇站 ：李海收  13721328778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107国道西侧叶岗村

yuan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三门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50、义马市众城汽修有限公司

三门峡渑池站 ：李翔  15729030212

地址：渑池县城关镇塔泥村三合搅拌站西隔壁

mianc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南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51、南阳市卧龙区宛西汽修

南阳卧龙站 ：吕小珂  13462688266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靳岗乡坡桥新村

wo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52、东风汽车方城技术服务站

南阳方城站 ：张成伟  13937713011

地址：河南省方城县城关东三里岔红绿灯口东100米

f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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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3、西峡县金三角重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南阳西峡站 ：朱垚林  18211827888

地址：西峡县东环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向东200米

xixi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54、苍鑫汽车修理厂

南阳镇平站 ：张苍  13987220040

地址：漾濞彝族自治县平坡镇平坡村320国道石灰窑

zhe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55、内乡赢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南阳内乡站 ：黄长久  13613770667

地址：内乡县湍东镇五里堡转盘北

nei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56、邓州市福顺农机维修部

南阳邓州站 ：王勋  15690700520

地址：邓州市人民路与工业路交叉路口向南500米

de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商丘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57、商丘开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商丘梁园站 ：张文杰  15003706861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三环路商丘市梁园区金桥路129号

sql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58、商丘中原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商丘睢阳站 ：孟向东  13592300209

地址：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平原南路1019号

sqs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52/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8211827888
http://xixia.chaichejian.cn
http://xixia.chaichejian.cn
tel:13987220040
http://zhenping.chaichejian.cn
http://zhenping.chaichejian.cn
tel:13613770667
http://neixiang.chaichejian.cn
http://neixiang.chaichejian.cn
tel:15690700520
http://dengzhou.chaichejian.cn
http://dengzhou.chaichejian.cn
tel:15003706861
http://sqly.chaichejian.cn
http://sqly.chaichejian.cn
tel:13592300209
http://sqsy.chaichejian.cn
http://sqsy.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53

859、民权县城关镇长清农机配件销售部

商丘民权站 ：董长清  13569318515

地址：河南省民权县熊大道东段154号

min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0、睢县鸿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商丘睢县站 ：丁洛实  13837074658

地址：河南省睢县南环路西段

su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1、柘城县金源汽车修理厂

商丘柘城站 ：康金立  13837096100

地址：河南省拓城县未来大道东段

zhe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2、虞城县鸿福重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商丘虞城站 ：王运福  13569306173

地址：河南省虞城县东环路中段路西虞城县运福农机销售有限公司

hny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3、夏邑诚信汽车修理厂

商丘夏邑站 ：侯建敏  13592319844

地址：河南夏邑县城关镇滨湖路北段雪枫像对面

xia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4、永城市华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商丘永城站 ：赵华  15937049666

地址：河南省永城市永宿路铁路西侧100米

yo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信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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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玛纳斯县弘兴天成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商城站 ：田野  13179931988

地址：玛纳斯县头工乡二工村省道S115北侧华瑞国际商城A1栋负1

层001号房屋

sha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6、固始县马店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信阳固始站 ：文成红  15837653766

地址：固始县七一十字路口往北500米

gu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7、淮滨县福瑞商贸有限公司

信阳淮滨站 ：任远伟  15237616878

地址：河南省淮滨县城关任堰村

huaib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周口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68、周口聚银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周口川汇站 ：居根银  13849459687

地址：川汇区太昊路东段

chuan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69、淮阳县坤鹏汽车维修部

周口淮阳站 ：赵卫华  13849464043

地址：河南省周家口市淮阳县四通镇南路东

hua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0、扶沟县金巍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周口扶沟站 ：崔金巍  13703941111

地址：扶沟县城北老汽车站院内

fug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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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周口瑞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周口商水站 ：纪潇坤  13027672303

地址：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汤庄乡吴楼村

shang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2、郸城县顺发汽车维修站

周口郸城站 ：张凤勤  13939489289

地址：郸城县南环路东段

d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3、太康县科丰农机有限公司

周口太康站 ：李伟  18538625009

地址：太康县交通路西段

taik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4、鹿邑县张永立汽车维修站

周口鹿邑站 ：张永立  13903945236

地址：河南省鹿邑县观堂路口东50米路北

lu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5、项城市大鑫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周口项城站 ：孔令伟  13148236656

地址：河南省项城市光武刘正楼

zkx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驻马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76、西平县正通机械有限公司

驻马店西平站 ：陈书清  13839942466

地址：西平县107国道耿庄路段吴庄路口

x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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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正阳县精诚重卡维修厂

驻马店正阳站 ：孟高升  13723092008

地址：河南省正阳县真阳镇西二环路南段

zhe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8、确山县权政汽车修理服务部

驻马店确山站 ：刘玉琴  13507643982

地址：确山县确泌路口北200米路东五征三包中心

que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79、新蔡县东升汽修厂

驻马店新蔡站 ：陈东升  13043968688

地址：河南省新蔡县古吕镇振兴路中段

xinc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河南省直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80、济源市汽车修配有限责任公司

省直管济源站 ：李涛  18638908000

地址：济源市天坛区泥河头村北

jiy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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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湖北武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81、江汉油田凯达实业有限公司江田修理厂

武汉江汉站 ：彭均民  13986930399

地址：湖北省潜江市五七江汉一村四路

jiang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2、武汉临空商用车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元通

武汉东西湖站 ：罗祖建  18971293618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西湖大道湖北省东西湖区高桥四路

盛辉物流园内4S店

dx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3、东风商用车服务中心武汉荣立九康站

武汉蔡甸站 ：韩先生  13659852287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武汉盟盛汽车产业园3540号

cai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黄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84、黄石飞盛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黄石黄石港站 ：张华钢  13986585316

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黄石物流中心内

hs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5、阳新新荣机电有限公司

黄石阳新站 ：方统贵  18064185979

地址：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上乐组109号

hby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6、大冶市华强汽车修理厂

黄石大冶站 ：胡焕新  15871208858

地址：大冶市城北开发区七里路

day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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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十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87、欧阳鑫成服务站

十堰张湾站 ：彭勇  18872461799

地址：湖北省枣阳市张湾村三组欧阳鑫成服务站

zhangw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8、竹溪县合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十堰竹溪站 ：龙合意  17786682988

地址：竹溪县水坪镇金铜岭村瑞通汽车产业园

zhu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89、房县进口汽车维修中心

十堰房县站 ：刘明华  13886808155

地址：房县城关镇花宝村检测站旁

fa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宜昌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90、宜昌市金华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宜昌伍家岗站 ：张丰华  13972025552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58号三峡鑫物汽车城1013区

wj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1、宜昌市宏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宜昌猇亭站 ：程亚平  13872589781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大道157号

ycx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2、兴山县祥发汽车修理厂

宜昌兴山站 ：丁伟  15871648611

地址：湖北省兴山县古夫镇北斗坪社区柚子树小区22号

xi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58/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8872461799
http://zhangwan.chaichejian.cn
http://zhangwan.chaichejian.cn
tel:17786682988
http://zhuxi.chaichejian.cn
http://zhuxi.chaichejian.cn
tel:13886808155
http://fangxian.chaichejian.cn
http://fangxian.chaichejian.cn
tel:13972025552
http://wjg.chaichejian.cn
http://wjg.chaichejian.cn
tel:13872589781
http://ycxt.chaichejian.cn
http://ycxt.chaichejian.cn
tel:15871648611
http://xingshan.chaichejian.cn
http://xingshan.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59

893、秭归县高峰柴油车修配部

宜昌秭归站 ：王刚  18972511797

地址：秭归县茅坪镇西楚路212号

zig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4、湖北省宜都市华运公司汽车修理厂

宜昌宜都站 ：刘兴全  13545839491

地址：湖北省宜都市体育路54号

yi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5、当阳市全海汽车修理厂

宜昌当阳站 ：杨全海  13872517233

地址：当阳市坝陵办事处锦屏大道

da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6、枝江市靖捷汽车修理厂

宜昌枝江站 ：戴常艳  15171776306

地址：湖北省枝江市迎宾大道东段腾家河村三组汽摩城东200米

zj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襄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897、襄阳龙通万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樊城站 ：王禹  18986368985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团山大道260号

xyf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898、襄阳宏达泽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襄州站 ：马志刚  18671065899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奔驰大道115号

xyx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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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南漳县巡检镇杨洋汽修厂

襄阳南漳站 ：杨俊  13545334757

地址：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巡检镇峡口新农村

nanz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0、谷城县大众汽车维修中心

襄阳谷城站 ：谢学剑  13797639099

地址：湖北省襄樊市谷城县城关镇银城大道

g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1、保康县华润物流有限公司

襄阳保康站 ：冉平  13986360611

地址：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

baok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2、老河口佳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襄阳老河口站 ：孙启学  13886235134

地址：湖北省老河口市航空路41号

lhk.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3、枣阳东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襄阳枣阳站 ：龚心定  13907275330

地址：湖北省枣阳市前进路153号316国道旁

xyz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4、宜城市渊博汽车维修站

襄阳宜城站 ：李渊博  13995723206

地址：湖北省宜城市燕京大道606号

xyy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荆门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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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荆门贵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荆门东宝站 ：苏贵林  13986968262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传话公路港

dongb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6、荆门市中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FW

荆门掇刀站 ：张林  13581342922

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207国道湖北省荆门市掇刀区207国道

duod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7、钟祥市耀鑫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荆门钟祥站 ：田辉  13972887538

地址：钟祥市西环一路35号

zhong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08、京山县华源东风汽车修理厂

荆门京山站 ：袁小兵  15926681888

地址：京山县新市镇新阳大道

ji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孝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09、孝南区卓远汽车修理厂

孝感孝南站 ：高圣  13177284808

地址：孝南区毛陈镇汪洋市场

xiao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0、应城市隆吉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孝感应城站 ：宋连刚  13797153270

地址：应城市汉宜大道6016号

yi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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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安陆市五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孝感安陆站 ：韦秋莲  13429926047

地址：湖北省安陆市太白大道56号

anl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荆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12、荆州市海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荆州沙市站 ：王强  13257161555

地址：沙市区锣场镇津港工业园31234号门面

sha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3、荆州开发区鑫捷汽车修理厂

荆州荆州站 ：刘彬  13677180030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荆沙大道2号鑫捷物流园内

j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4、公安县精诚汽车销售经营部

荆州公安站 ：蔡圣丽  18972344605

地址：湖北省公安县斗湖堤镇斗黄路

g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5、监利鸿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荆州监利站 ：毛洪祥  15926548888

地址：湖北省监利县容城大道126号6号

jian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6、石首市调关镇易铭汽车修配厂

荆州石首站 ：周冲  15929816300

地址：石首市调关镇调弦大道99号

shis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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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7、洪湖市裕森汽车修理厂

荆州洪湖站 ：林农  13797480000

地址：湖北省洪湖市新堤大道2号物流中心院内

hong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18、松滋市海松汽车修配厂

荆州松滋站 ：吴松  13972143220

地址：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镇民主路385

songz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黄冈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19、罗田县永顺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黄冈罗田站 ：王双仲  13972720159

地址：湖北罗田县凤山镇丰衣坳村

luo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0、蕲春快马汽车修理部

黄冈蕲春站 ：叶文亚  18995757147

地址：蕲春大道668号

qich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1、黄梅县万通汽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

黄冈黄梅站 ：邓稳绪  13871975775

地址：湖北省黄梅县黄梅大道533号

huangm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2、麻城市恒安汽修有限公司

黄冈麻城站 ：杜法剑  13092729766

地址：麻城市西畈工业园

ma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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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武穴市骏丰农机服务有限公司

黄冈武穴站 ：程辉  13337456111

地址：湖北省武穴市刊江大道172号

wuxu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咸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24、咸宁和润汽车服务站

咸宁咸安站 ：刘银平  18171897899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咸安大道75号汽车文化广场19栋

xi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5、咸宁市鑫桂商贸有限公司

咸宁通城站 ：程鑫  13807244969

地址：湖北省通城县湘汉路458号

to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6、崇阳县孙师傅汽车修理部

咸宁崇阳站 ：孙衍华  13797806341

地址：湖北省崇阳县天城镇下津村2组

chong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27、赤壁市新春修理厂

咸宁赤壁站 ：徐新春  13508654021

地址：湖北省赤壁市迎宾大道沈家湾

chib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随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28、曾都区蓝天汽车服务中心

随州曾都站 ：李博  17786287391

地址：曾都区世纪大道75号

ze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恩施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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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恩施市天龙汽车修理厂

恩施恩施站 ：吴际飞  13597757157

地址：湖北省恩施市天龙汽车修配厂旗峰坝八组老保管室

hben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0、利川万通汽车修理厂

恩施利川站 ：谭祥兵  13886764971

地址：利川市西门

li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1、建始县永昌汽车修配有限责任公司

恩施建始站 ：李永剑  13135853118

地址：建始县业州镇杜家坝

jian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2、巴东县通达工贸有限公司

恩施巴东站 ：陈秋一  13402752883

地址：湖北省巴东县信陵镇寇公路65号

ba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3、来凤县同兴汽车修理厂

恩施来凤站 ：王世军  13367184911

地址：湖北省来凤县翔凤镇航空路

lai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4、鹤峰县容美镇祥龙汽修中心

恩施鹤峰站 ：洪家强  13547471988

地址：湖北鹤峰县容美大道120号

he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北省直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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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仙桃市华磊汽车修配有限责任公司

省直管仙桃站 ：张光华  13907227149

地址：仙桃市干河办事处

xiant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6、江汉油田凯达实业潜江有限公司江源修理厂

省直管潜江站 ：程功  18672864366

地址：湖北潜江市广华办事处五七区四路

hbq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37、天门市福盛汽修

省直管天门站 ：汪会娥  13687250127

地址：湖北省天门市状元路公园居委会

tianm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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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938、广州爱生活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站 ：曾五哥  13926477268

地址：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76号A32

cnhn.chaichejian.cn

省级站

 湖南长沙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39、湖南车商常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岳麓站 ：孙佳恺  18711025688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岳麓西大道3580号车商汽车城内

yuel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0、长沙和睿行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开福站 ：丁星辉  13875890870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港街道新安寺小区24栋二单元302号

房

kai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1、安化刘建汽修厂

长沙望城站 ：甘维瀚  13875346702

地址：安化县梅城镇望城村

wa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2、长沙县星沙圣湘汽车修理厂

长沙长沙站 ：汤长春  13874875345

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沙镇盼盼路15号

hnc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3、浏阳市超越汽车修理厂

长沙浏阳站 ：刘义  13507415805

地址：浏阳市集里平水花炮大道西环线岔路口

li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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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宁乡县锐翔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宁乡站 ：贺俊海  13007490146

地址：宁乡县白马桥乡瑞良路

ning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株洲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45、攸县启星汽车维修技术服务中心

株洲攸县站 ：李平浪  13786356299

地址：湖南攸县城关镇中心大道

you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6、茶陵县洣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修配厂

株洲茶陵站 ：雷明  15007332413

地址：茶陵县思聪乡左垅村

cha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7、醴陵市春晖汽车修理厂

株洲醴陵站 ：肖校辉  13974178965

地址：湖南省醴陵市县阳路60号

li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湘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48、湘潭市雨湖区鸿程汽车修配厂

湘潭雨湖站 ：彭志刚  13873208087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潭邵路290号

yu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49、湘乡市振坤汽修服务站

湘潭湘乡站 ：左水生  13975236795

地址：湖南省湘乡大道长桥安置处

xtx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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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新疆腾丰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湘潭韶山站 ：赵春军  13609967021

地址：经济开发区韶山街82号

shao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衡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51、花垣县清益汽车修配厂

衡阳衡阳站 ：李清益  13974301897

地址：湖南省花垣县花垣镇佳民村衡阳路中段

hnh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2、衡山雄胜汽车修理厂

衡阳衡山站 ：彭方信  13469110893

地址：湖南省衡山县开云镇交通村黄金园开发区

he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3、衡东信誉汽修厂

衡阳衡东站 ：曹喜荣  13575130587

地址：衡东县吴集镇吴集新街

heng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4、祁东联富汽车服务中心

衡阳祁东站 ：周富生  18974755872

地址：湖南省祁东县洪桥镇祁丰大道

hnq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5、耒阳市科达汽修行

衡阳耒阳站 ：甘维瀚  15573493214

地址：耒阳市开发区荷花街9号

hnl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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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常宁分公司

衡阳常宁站 ：李卫东  13974716959

地址：湖南省常宁市宜阳镇群英西路莲花车站湘运修理厂

hyc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邵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57、邵阳福达汽车服务维修有限公司

邵阳双清站 ：曾赞胜  13973917192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与世纪大道交汇处天妖大型停

车场内

shuang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8、邵阳市金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邵阳站 ：李芝林  13907395057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大道中润汽车城16号地

sy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59、隆回县宏泰汽修厂

邵阳隆回站 ：陈善勇  13607393278

地址：湖南省隆回县环城北路五马桥村

long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0、洞口县祥和汽修店

邵阳洞口站 ：曾茂  13786926467

地址：湖南省洞口县洞口镇雪峰西路城西加油站对面

dongk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1、绥宁县湘运汽修厂

邵阳绥宁站 ：袁红  13907397251

地址：湖南省绥宁县长铺镇绿洲大道湘运绥宁分公司院内

hns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170/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74716959
http://hycn.chaichejian.cn
http://hycn.chaichejian.cn
tel:13973917192
http://shuangqing.chaichejian.cn
http://shuangqing.chaichejian.cn
tel:13907395057
http://syx.chaichejian.cn
http://syx.chaichejian.cn
tel:13607393278
http://longhui.chaichejian.cn
http://longhui.chaichejian.cn
tel:13786926467
http://dongkou.chaichejian.cn
http://dongkou.chaichejian.cn
tel:13907397251
http://hnsn.chaichejian.cn
http://hnsn.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171

962、新宁县泽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公司

邵阳新宁站 ：蒋泽群  13607397369

地址：湖南省新宁县金石镇解放北路

xin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3、武冈市万里汽修厂

邵阳武冈站 ：刘成清  13874235736

地址：湖南省武岗市兴隆路76号

hnw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4、湖南邵东县格尔发汽车修理厂

邵阳邵东站 ：姚文闯  13574923315

地址：湖南省邵东县宋家塘村华东停车场内

shao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岳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65、岳阳赛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岳阳云溪站 ：黄志朋  19908405650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溪镇坪田村柴垅组

yunxi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6、老君山镇八十一争华汽车修理厂

岳阳君山站 ：王玉花  15125101261

地址：剑川县老君山镇八十一

ju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7、岳阳华鑫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岳阳岳阳站 ：林小燕  13337307879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洞庭大道88号

yy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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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平江县常岳汽修厂普通合伙

岳阳平江站 ：李常  13077153319

地址：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北源村齐家组

yyp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69、汨罗市龙腾汽车维修服务站

岳阳汨罗站 ：叶灿  13874081390

地址：湖南省汨罗市新市镇团山村

mil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0、临湘市富源汽车修配厂

岳阳临湘站 ：曾庆武  18974075136

地址：湖南省临湘市107国道五里派出所旁

lin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常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71、常德弘胜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常德武陵站 ：高平  17773610682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常德大道2226号

wu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2、汉寿县畅兴运输有限公司

常德汉寿站 ：彭金满  15873629338

地址：湖南省汉寿龙阳大道花园西路

hans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3、湖南省临澧县东门汽修厂

常德澧县站 ：叶正跃  13973634537

地址：湖南省临澧县新安镇

li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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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遂川县泉江镇驿站汽车修理厂

常德桃源站 ：罗建华  13766222069

地址：泉江镇桃源村

tao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5、石门县通达利汽车维修中心

常德石门站 ：邹勇  15873607978

地址：石门县宝峰路月亮山社区三组

shim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6、津市市顺达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湘北汽修厂

常德津市站 ：赵大元  13973612432

地址：北大路410路

jin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益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77、广南正方修配厂

益阳南县站 ：王正方  13887649426

地址：广南县西路61号

n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8、湖南永盛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益阳桃江站 ：刘向军  13973788856

地址：桃江县桃花江镇桃花江大道北侧58号

tao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79、沅江市亮波汽修厂

益阳沅江站 ：吴亮  13875374727

地址：湖南省沅江市国土局旁

yua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郴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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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东风汽车郴州创一技术服务站

郴州北湖站 ：朱波  13875585113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郴江路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郴江路

bei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1、桂阳县强农机电修配厂

郴州桂阳站 ：朱茂东  13873575612

地址：湖南省桂阳县学仕路34号

hng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2、宜章华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郴州宜章站 ：高海兵  13707354451

地址：湖南省宜章县城关镇文明南路

yiz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3、佛山市顺德区永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永兴服务站

郴州永兴站 ：钟伦青  13690760297

地址：顺德区伦教广珠公路立交桥北永兴汽车市场内

yong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4、嘉禾县鑫旺汽车服务中心

郴州嘉禾站 ：李日军  13875597712

地址：湖南省嘉禾县坦塘工业园桂嘉公路旁

jia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5、临武县南大汽贸有限公司

郴州临武站 ：罗建成  13975536581

地址：湖南省临武县武水镇东云路刘家村对面

lin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6、汝城县飞腾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郴州汝城站 ：何文胜  13467830929

地址：湖南省汝城县卢阳镇汝城大道

ru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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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垫江县富源汽车修理厂

郴州桂东站 ：袁锡昌  13709465673

地址：垫江县桂东大道72号

gui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88、安仁县宏运汽车修配厂

郴州安仁站 ：甘维瀚  13467822312

地址：安仁县城关镇五一北路

anr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永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89、永州市零陵区金阳汽修厂

永州零陵站 ：彭燕春  13874382200

地址：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潇湘汽车城往永连公路900米

ling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0、祁阳县东柴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永州祁阳站 ：陈安军  13135271678

地址：湖南省祁阳县浯溪中路168号

q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1、东安县芦洪市镇平安汽修

永州东安站 ：胡钢铁  15116504760

地址：湖南省东安县芦洪市镇塘尾村

d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2、道县新华汽车修配厂

永州道县站 ：甘维瀚  13517468939

地址：道县道州南路218号

dao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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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宁远县北京福田汽车维修部

永州宁远站 ：张尚佑  13207461029

地址：湖南省宁远县舜陵镇重华北路131号

ni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4、临渭区田市朋波农机综合修理

永州新田站 ：薛朋波  18992394690

地址：临渭区官道镇新田村216车站对面对面

xin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怀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95、怀化市鹤城区现代维修中心

怀化鹤城站 ：李智  13974590550

地址：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环城西路顺溪铺大桥旁

he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娄底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996、双峰县福运汽车修理厂

娄底双峰站 ：苏梅  13337381690

地址：湖南省双峰县永丰镇双源村

shuang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7、新化县鑫源汽车修理厂

娄底新化站 ：刘春光  13973845210

地址：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园株岭社区

xh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998、湖南省冷水江市环北汽修厂

娄底冷水江站 ：杨芝华  15973820888

地址：湖南省冷水江市同兴乡

ls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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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涟源市汽车大修厂

娄底涟源站 ：廖创课  13875478636

地址：涟源市人民东路荷花广场

lia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湖南湘西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00、湖南湘西自治州汽车运输总公司吉首修制厂

湘西吉首站 ：罗创  13037412516

地址：吉首市桐油坪11号

jis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01、龙山县安车汽车修配厂

湘西龙山站 ：田玉望  15007402868

地址：湖南省龙山县新诚街道望诚社区

lo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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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1002、广州爱生活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站 ：曾五哥  13926477268

地址：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76号A32

gd.chaichejian.cn

省级站

 广东广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03、奇台县宇龙汽车修理厂

广州天河站 ：张文杰  13689948455

地址：奇台天河中央市场

ti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04、广州拆车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站 ：曾五  13903070097

地址：广州白云太和广从路186号1楼

bai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05、广州爱生活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站 ：曾五哥  13926477268

地址：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76号A32

huoche.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1006、广州市骠骑骏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黄埔站 ：晏圣文  13929250929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湾西街60号102房

huangp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07、广州立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站 ：陈坪  18664833376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莲溪村市南路6066号

nansh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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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增城市新塘正通汽车修配厂

广州增城站 ：曹有才  13640712928

地址：增城市新塘镇水南工业区一路四十四路

gdz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韶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09、韶关市众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曲江站 ：李新华  15992973751

地址：曲江区马坝镇韶钢大道101号金兴优钢A幢

gdq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0、普宁市丰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韶关新丰站 ：尚春雷  15819591597

地址：普宁市新丰路段西片东侧

gdxf.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深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11、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马长云汽车修理厂

深圳福田站 ：马长云  13909990387

地址：伊宁市福田街2号佰汇汽配城A2号楼106号

fu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2、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景岗汽车修理部

深圳宝安站 ：谭奇祥  18823380908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沙井新和大道西38号坤宏大厦内2号院

bao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3、深圳市利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龙岗利群汽车修理厂

深圳龙岗站 ：杨成  18948316766

地址：龙岗街道新生社区新生路310号

longg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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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中江县元亨汽修厂

深圳龙华站 ：吴皓  15282881999

地址：中江县南华镇龙华路56号

szl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5、兴义市光明汽车修理厂

深圳光明站 ：先廷光  15870362622

地址：324国道旁龙头上隧洞20米处

szgm.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珠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16、珠海市勇达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珠海香洲站 ：吴立德  13928072288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南屏科技园屏北二路3号A型厂房一层A

2区

x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7、1234567A

珠海金湾站 ：符生  18578202325

地址：珠海金弯

1234567a.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广东汕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18、汕头市鸿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龙湖站 ：李定海  15919503218

地址：龙湖区龙祥街道洋滨酒瓶陇自编7号之一

long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19、汕头市昌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金平站 ：陈源龙  13421885647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126号

jp.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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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广东澄海钱东昌盛汽贸

汕头澄海站 ：施汉进  13902709317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东里大桥东侧300米

che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佛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21、佛山东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站 ：罗勇  18664279417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虹岭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

新干线西横岗创汇市场旁

nan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2、佛山市顺德区盛凯汇通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佛山顺德站 ：郭柏裕  13509957026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工业区科技西路中段

shun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江门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23、广东广众汽车有限公司

江门蓬江站 ：张娣  13929030286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华鸿汽车城15幢

pe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4、江门景胜

江门开平站 ：梁绍滔  18922033906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沙冈区龙塘西路66号之一325国道边

jmkp.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5、鹤山市荣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鹤山站 ：邹君营  18807501161

地址：广东省鹤山市雅瑶镇黄洞村侧

hs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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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湛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26、麻章昌记汽车修理厂

湛江麻章站 ：蔡昌  13553466340

地址：麻章区麻遂路23号

maz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7、雷州市荣胜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湛江雷州站 ：颜驰骏  13822523142

地址：广东省雷州市邦塘南207国道旁

le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茂名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28、茂名市信兴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茂名茂南站 ：阮传恒  18929718088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馆镇横山村民委员会北侧岭13号

mao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29、高州市锡志拖挂车配件部

茂名高州站 ：赖锡志  13580001773

地址：高州市红荔大道机油志拖挂车配件部

gao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0、化州市才达汽车维修厂

茂名化州站 ：黎森才  15820193388

地址：化州市鉴江开发区法院对面

hua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1、信宜市腾达汽车修配厂

茂名信宜站 ：陆汝江  13542386105

地址：广东省信宜市人民南路359号

gdx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肇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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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肇庆市鼎湖区汉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鼎湖站 ：钟洋华  13425290505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莲花镇321国道富廊虎田岗罗坑场地

ding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3、高要市南岸诚信汽车维修部

肇庆高要站 ：莫泳鸿  13824614302

地址：广东省高要市南岸镇324国道科德路段旁

gaoy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4、怀集县怀城镇金鹰汽车修理厂

肇庆怀集站 ：郭素芳  13929827860

地址：怀集县怀城镇幸福四路

huai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5、四会市大沙镇合德顺汽修厂

肇庆四会站 ：容美华  13925407870

地址：四会市大沙镇南江工业园内总体规划编号27号地块

si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惠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36、惠州市惠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惠阳站 ：张忠民  13075231588

地址：广东省惠阳市淡水人民三路

hu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7、惠州博罗龙溪兴仁农机

惠州博罗站 ：黄福平  18028481313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龙桥大道819号

bol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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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惠东县创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惠东站 ：吴振泽  13392025228

地址：惠东县吉隆镇坳背广汕路边

hui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39、彭山区大地汽车修理厂

惠州龙门站 ：张彬  13990393339

地址：彭山区彭溪镇龙门桥

longm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梅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40、五华县新和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五华站 ：古俊杰  13549168820

地址：五华先水寨镇工业大道水安公路旁

wuhu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41、广东平远梅平车行

梅州平远站 ：姚梅平  13727621652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扩镇超竹村

gdp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42、广东省兴宁市顺万里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兴宁站 ：李奕映  13802365463

地址：兴宁市兴南大道

xi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汕尾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43、启航汽贸

汕尾海丰站 ：欧阳先生  13929335958

地址：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附城镇324国道车世界正对面启航汽贸

hai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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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广东陆丰伟塘汽贸

汕尾陆丰站 ：刘伟塘  13502364453

地址：陆丰市海关大楼对面中华保险公司楼下

luf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河源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45、广东龙川县伟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源龙川站 ：谢总曾伟权  13553271882

地址：广东省河原市龙川县水贝经济开发区2号小区

long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46、东源县新嘉应汽车修配厂

河源东源站 ：邓建瑜  13650679620

地址：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205国道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灯塔镇205

国道旁

dong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阳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47、阳春市众宝汽车维修中心

阳江阳春站 ：陈山莉  13902524388

地址：阳春市人民桥侧

yangch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清远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48、太阳山长通汽车修理服务中心

清远阳山站 ：王建平  13639538467

地址：太阳山顺东汽车修理厂门面房

ya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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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9、英德市德龙汽修厂

清远英德站 ：钟小云  13553912168

地址：广东省英德市大站镇银英公路西侧龙腾加油站侧

ying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0、广东省连州市龙江汽车修理厂

清远连州站 ：龙华桥  13902357075

地址：广东省连州市连江路28号

lia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东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51、东莞市东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大岭山站 ：俞先生谭站长  18607690321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连马路东富驾校路口东风汽车4S店

dl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中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52、兰州晨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中山东区站 ：郭建明  13991769137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62号

zsd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3、中山坚信北汽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小榄站 ：任婷婷  18576006672

地址：小榄镇菊城大道西第129号卡2北汽新能源4S店

xiaol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4、中山市三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板芙站 ：陈东国  13925311826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广珠公路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板芙中路26号欧

曼家具后面

ban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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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中山市港航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中山民众站 ：杨超文  13590883988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浪网村阳光大道中山保税物流中心东侧

min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6、临泉县农机公司

中山港口站 ：程军  13805670876

地址：港口路42号

zsgk.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7、鹤庆现代汽车修理厂

中山环城站 ：赵宏坤  13987211875

地址：鹤庆县南环城南路

hu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58、中山市佳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西区站 ：王朋  13928199741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郞彩虹大道128号

zsx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揭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59、惠来县展发汽车修配店

揭阳惠来站 ：郑泽展  15014148659

地址：广东省惠来县岐石镇华清村金鸡山路

huil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60、普宁市欧达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揭阳普宁站 ：欧创豪  13925619662

地址：广东省普宁市池尾镇塘边路段

pu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东云浮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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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罗定市叶兴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云浮罗定站 ：林发昌  18927189291

地址：罗定市素龙街道禾杆洞

luo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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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1062、广州爱生活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站 ：曾五哥  13926477268

地址：广东广州市白云大道76号A32

gx.chaichejian.cn

省级站

 广西南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63、武汉御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南宁江南站 ：秦金祥  18602740688

地址：白沙洲大道桥木弯江南汽车交易市场

jiang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64、广西桂炎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宁西乡塘站 ：杨道锋  13307860699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秀厢大道辅路108253414228

46586

xx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65、莱阳市第二汽车修理厂

南宁马山站 ：张齐虎  18660098968

地址：老样式马山路163号

ma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柳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66、恭城瑶族自治县祝安汽修厂

柳州城中站 ：吴鹏举  13087937858

地址：恭城县城中西路八巷公路局3号对面

lzc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67、柳州市星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柳州柳南站 ：韦顺科  13377236711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柳南区新南环路口南环物流园对面

liu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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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8、融安县顺忠汽车修理部

柳州融安站 ：夏政忠  13397720007

地址：广西省柳州市融安县长安镇红卫路口

ro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69、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精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柳州三江站 ：杨清峰  13845445046

地址：建三江农垦管理局佳扶路16号

sa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桂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70、都匀市东匀汽车修理厂

桂林七星站 ：郭金柱  18083123576

地址：都匀市七星路

qix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1、灵川县振华汽车修理厂

桂林灵川站 ：张荣弟  13077603058

地址：灵川县二小路口

gx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2、全州祝海汽车修理厂

桂林全州站 ：蒋增芳  13321639067

地址：广西全州镇柘桥

gxq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3、沐川县永福达胜汽车修理厂

桂林永福站 ：王春  18990645510

地址：沐川县永福镇街道

yongf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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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南充市智宏汽车修理厂

桂林资源站 ：苟永红  18990831808

地址：顺庆区潆溪镇川北再生资源市场内

ziyu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5、荔浦汽车大修厂

桂林荔浦站 ：刘代飞  13977347718

地址：荔浦县城黄寨

lip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梧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76、捂州市正盛汽车修理厂

梧州龙圩站 ：袁林  13607749038

地址：苍捂县龙圩客运服务中心

wzl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7、苍梧县力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梧州苍梧站 ：段振斌  18677422309

地址：苍梧县西南大道353号

cang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78、岑溪市中兴汽车修理厂

梧州岑溪站 ：梁纪文  13877433883

地址：广西岑溪市岑罗路大樟根旁

cen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北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79、广西运德北海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合浦汽车修理厂

北海合浦站 ：钟伟义朱明  13878933508

地址：广西合浦县廉州镇廉东大道19号

hep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防城港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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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上思县福华汽车修理厂

防城港上思站 ：许镇  13977050379

地址：广西省上思县团结西路高岸桥头

shangs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1、东兴联友进出口有限公司

防城港东兴站 ：王孟博  13877068662

地址：广西东兴市北仑大道435号

d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钦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82、钦州市永兴汽车修理厂

钦州钦北站 ：符伟明  13517778012

地址：广西省钦州市钦北区山仔停车场内永兴汽车修理厂

qin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3、灵山县宏远汽车修理厂

钦州灵山站 ：叶绍军  13507775229

地址：灵山县灵城镇十里工业园内

li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贵港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84、广西贵港市港九商贸有限公司汽车修理厂

贵港港北站 ：王传彪  13768459069

地址：广西省贵港市港北区港城镇六八村第八屯十三队六黄垌

gang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5、平南县新威汽车修理

贵港平南站 ：王维刚  13597156500

地址：广西省平南县二环路客运中心对面

gxp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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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桂平市升发汽车修理厂

贵港桂平站 ：卢启程  13481582399

地址：桂平市西山镇岭头村

gu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玉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87、广西容县风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玉林容县站 ：申慰宽  13607755418

地址：广西容县经济开发区容县康美酒业有限公司铺面

r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8、陆川县陆城汽车修理厂

玉林陆川站 ：吴鹏举  13607752738

地址：陆川县温泉镇北路

lu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89、北流市昌盛汽车修理厂

玉林北流站 ：梁松  15177580047

地址：广西北流市北流镇白须村民委会后面坡地柏龙大型停车场

beil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百色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0、乐业县柳州振兴汽车修理厂

百色乐业站 ：周翔  13788266888

地址：乐业县同乐镇那陇小区内

ley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91、靖西市永加汽车修理厂

百色靖西站 ：黄加靓  15878635497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新甲乡万古村岜埠屯二级路往龙邦方

向约500米

jing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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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贺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2、贺州市平桂区泳宁汽车服务中心

贺州平桂站 ：谢泳宁  13807741210

地址：广西省贺州市平桂区黄田镇担干岭二级路边

ping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河池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3、广西宜州市老桂汽车修理厂

河池宜州站 ：卿遇仙  18977810018

地址：广西宜州市城西开发区同福路口

y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94、天峨县小河汽车修理厂

河池天峨站 ：田景智  18978278357

地址：广西天峨县峨里路

tian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广西崇左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5、宁明县蓝天汽车修理厂

崇左宁明站 ：农志英  13737189688

地址：广西省宁明县

ningm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96、广西瑞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崇左凭祥站 ：董学春  13878758080

地址：凭祥市万通物流园第一号商铺A22123号门面

gxp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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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海南省直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7、杨凌昌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省直管文昌站 ：李文昌  13032985379

地址：杨凌示范区五胡路东段鲁力集团院内

wen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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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重庆重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098、万州区科龙路云坤汽车修理厂

重庆万州站 ：陈将云  13896988718

地址：万州区龙都大道

wa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099、重庆市涪陵区德高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站 ：杨文强  13996828080

地址：涪陵区鹅颈关寸5组涪南路8公里

f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0、重庆市綦江区光新汽车修理店

重庆綦江站 ：缪光新  13883684756

地址：綦江县新盛镇德胜村

qi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1、大足县互利汽车修理厂

重庆大足站 ：王孝梅  13883819450

地址：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红星村3组

daz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2、渝北区联兴汽修厂

重庆渝北站 ：郑永胜  13983398585

地址：渝北区汉渝路2巷10号联兴汽车修理厂

yu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3、重庆市巴南区荣植汽车修理厂

重庆巴南站 ：戴俊懋  15823747271

地址：巴南区花溪街道岔路口村4组11号

ba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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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齐齐汽车修理厂

重庆江津站 ：王真齐  13983609299

地址：江津区客运中心停车厂

jiang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5、永川市兴发汽车修理厂

重庆永川站 ：汪云兵  13509401738

地址：永川南大街大众园A区4号楼

yong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6、重庆市南川区同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重庆南川站 ：杨桷  13896787890

地址：南川区南涪路89号

nan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7、璧山区鑫伍汽车修理厂

重庆璧山站 ：胡建  13883743822

地址：壁山区壁城镇壁兴路87号

b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8、铜梁县绍县汽修厂

重庆铜梁站 ：鲁绍宪  13883010903

地址：巴川镇西环路

tongl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09、荣昌县渝荣汽车修配厂

重庆荣昌站 ：张荣  13753866473

地址：荣昌县昌元镇虹桥村三社

rong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0、重庆市开州区世通车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开州站 ：胡建  15123500581

地址：开州区云枫街道龙珠社区汉街130号

kai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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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梁平县宗平汽车修理厂

重庆梁平站 ：杨宗平  13983501385

地址：梁平县工业园区回兴村

lia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2、丰都县仕平汽车修理厂

重庆丰都站 ：伍仕平  13983326177

地址：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

feng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3、垫江县志成汽车修理厂

重庆垫江站 ：赵光平  13896640193

地址：垫江县桂溪镇过境北路3号

dia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4、忠县忠川光明汽修厂

重庆忠县站 ：邱关明  13896934607

地址：忠县忠州镇

zho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5、奉节县佳盈农机有限公司

重庆奉节站 ：白冰  13372767888

地址：奉节县沿江大道六十八队加油站旁

fengji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6、巫山县松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重庆巫山站 ：向远林  13372760777

地址：巫山县巫峡镇巫峡路666号

wu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7、石柱潘渝汽车修理厂

重庆石柱站 ：潘渝  13452267888

地址：石柱县下路大山沟潘渝汽车修理厂

shiz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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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秀山鑫煜汽车大修厂

重庆秀山站 ：黎鸿军  13908277170

地址：秀山县中和镇凤栖路158号

xiu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19、重庆市酉阳汽车运输公司大修厂

重庆酉阳站 ：熊洪勇  13388982888

地址：酉阳县城南车站内

you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0、彭水营安汽车修理厂

重庆彭水站 ：邓光茂  13983578276

地址：彭水县汉葭镇汗关路营安修理厂

peng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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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四川成都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21、宾川万向汽车修理厂

成都金牛站 ：蔡文娴  13529926876

地址：宾川县金牛镇杨公箐

jinn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2、成都恒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成都青白江站 ：曾礼寿  13908009553

地址：青白江区弥牟镇长城路8号

qb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3、新都区华龙汽车维修厂

成都新都站 ：许汝林  13558804029

地址：新都区新都镇新东社区3组

xind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4、双流金桥汽修厂

成都双流站 ：梁家云  13608068032

地址：四川省双流县金桥镇

shuangl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5、成都市新津四通汽修厂

成都新津站 ：刘建  13408073680

地址：四川省新津县新平镇狮子村十二组

xin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6、都江堰市中兴更新汽车修理厂

成都都江堰站 ：陈俊峰  13980050955

地址：都江堰漾温路229号

dj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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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彭州市天彭镇同发汽车修理厂

成都彭州站 ：邓道富  13518125013

地址：彭州市天彭镇新茶村

pe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8、邛崃市临邛大升汽车修理厂

成都邛崃站 ：李大刚  13458636816

地址：邛崃市西郊环路下段39号

qiongl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29、崇州市鼎盛汽修厂

成都崇州站 ：赵霞  13568991002

地址：四川崇州

cho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30、简阳市明阳汽车修理厂

成都简阳站 ：王卫华  18628899459

地址：四川省简阳市简城镇建设西路晨阳酒店对面

scj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自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1、贡井顺泰汽车维修中心

自贡贡井站 ：方晨  15388278898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长土镇洞桥村1组

gongj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攀枝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2、樊枝花泽南商贸有限公司

攀枝花西区站 ：孙兴南  17052673333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西区格萨拉大道7号3栋一帆汽修

xi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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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顶盛汽车修理厂

攀枝花仁和站 ：徐勇  18980348993

地址：仁和区弯腰树二村

re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泸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4、叙永县昌明汽车修理厂

泸州叙永站 ：高小明  13982437818

地址：四川省叙永县叙永镇一碗水铜鼓石大桥

xuy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德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5、广汉市第一汽车大修有限公司

德阳广汉站 ：穆新林  18990281959

地址：四川广汉市顺城东路国道108线

guang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36、什邡市人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德阳什邡站 ：毛定斌  15183866999

地址：四川省什邡市马祖镇复兴村八组

shif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37、绵竹市西南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德阳绵竹站 ：卿华  13890207775

地址：绵竹市大南路下段

mianz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绵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38、绵阳市游仙区兴文地其秀汽车修理厂

绵阳游仙站 ：罗军  13458009811

地址：游仙镇290号

youxian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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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三台县益纺汽车修理厂

绵阳三台站 ：张宝珑  13980132778

地址：三台县潼川镇长坪马家桥

san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0、江油市国辉汽车修理厂

绵阳江油站 ：何国元  13438401097

地址：四川省江油市太平镇红旗村六组

jiangy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广元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41、苍溪县陵江镇德鹏汽车维修中心

广元苍溪站 ：韩鹏  18781276321

地址：苍溪县陵江镇北门大道职业学校院内

cang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内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42、内江市东兴区佳苇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内江东兴站 ：廖安冲  18081777668

地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

ershoulutai.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1143、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老刘修理厂

内江威远站 ：刘文明  13577981815

地址：景谷县威远停车场内

wei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4、隆昌市金鹅镇小唐汽车维修店

内江隆昌站 ：唐世界  13108329055

地址：隆昌金鹅镇外站路48号

long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乐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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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犍为县城南修理厂

乐山犍为站 ：邱洪泉  18990661676

地址：犍为县塘坝乡向坪村三组

jianw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6、夹江县精密汽车修理部

乐山夹江站 ：梁虹  13086467856

地址：夹江县新场镇迎宾路3号

jia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南充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47、南充兴达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南充顺庆站 ：廖进  13990792299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212国道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北干道马

市铺路543号

shunq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8、南充市嘉陵区发达汽修厂

南充嘉陵站 ：王世华  13990888448

地址：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燕京大道头洞桥村

jial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49、南部县南隆镇兴达服务站

南充南部站 ：舒坤明  13909074125

地址：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新安路131号

nanb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0、营山县正兴汽修厂

南充营山站 ：王海刚  13350277778

地址：四川省营山县渌井镇枣岩村二组

scy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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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蓬安县鸿鑫汽修厂

南充蓬安站 ：王昌文  13228265266

地址：蓬安县相如镇龙角村七组

pe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2、仪陇县久义汽车修理厂

南充仪陇站 ：李久义  18282058999

地址：四川省仪陇县金城镇潘家桥

yi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3、阆中市晋华汽修有限公司大车维修服务中心

南充阆中站 ：常晋华  18363617951

地址：四川省阆中市七星工业园区变电站北路

lang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眉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54、眉山市众大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眉山东坡站 ：罗进平  13508070776

地址：东坡区科工园二路566号

dongp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5、洪雅县李氏汽修厂

眉山洪雅站 ：雷艳  13795514091

地址：洪雅县洪川镇封河坝村

hongy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宜宾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56、宜宾市翠屏区霖鸿汽车修理厂

宜宾翠屏站 ：马小兰  13002883785

地址：翠屏区西郊接到白石村中心组

cu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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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江安创新科技汽车技术服务站

宜宾江安站 ：陈绍容  18990963238

地址：四川省江安县江安镇五会村环城路中段

jia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8、宜宾弘驰汽车修理厂

宜宾高县站 ：胡建  18780601113

地址：高县庆符镇正大路中段

gao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59、珙县金沙汽修厂

宜宾珙县站 ：李学军  13890908998

地址：四川省珙县巡场镇茨梨二社

go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0、筠连县商业汽修厂

宜宾筠连站 ：周先才  13890921112

地址：筠连县巡司镇黄荆村一组

junl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1、兴文县成信汽车修配厂

宜宾兴文站 ：肖猛  13989206098

地址：兴文县古宋镇撑腰岩村一组

xingw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广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62、广安荣达汽车维修中心

广安广安站 ：唐进  18980336123

地址：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奎阁办事处三桥村三组

g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达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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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达州市融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达州通川站 ：胡建全  13709091776

地址：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202省道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环

城路东风商用车4S店

tc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4、达州市达川区先锋汽车修理厂

达州达川站 ：李晓华  13882833699

地址：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七河路中段

da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5、开江县长兴汽修厂

达州开江站 ：张光俊  13404042222

地址：四川省开江县新宁镇东大街24号

kai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6、四川大竹县东宏汽修厂

达州大竹站 ：熊如文  13092859001

地址：四川大竹县竹阳镇竹阳南路

daz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7、渠县昌泰车业有限公司

达州渠县站 ：刘文革  13989167928

地址：四川省渠县渠江镇渠光路

qu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68、万源市玉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达州万源站 ：唐安义  13882891800

地址：万源市鞠家坝村

wa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雅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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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荥经县颐顺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雅安荥经站 ：程其武  13908163452

地址：荥经县康宁路西二段373号

yingj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0、汉源县流沙河梨园发汽车修理厂

雅安汉源站 ：杨花  13795868997

地址：四川省汉源县唐家乡小关村6组

ha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1、石棉县进城汽车修理厂

雅安石棉站 ：吴皓  18981636989

地址：石棉县滨河路三段

shim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2、天全华海

雅安天全站 ：刘杰  18011595850

地址：四川省天全县始阳镇凤凰大道

tian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巴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73、库尔勒亿丰祥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巴中巴州站 ：刘建平  13709961977

地址：巴州库尔乐市天山辖区314国道北侧过境公路146号

bazhou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资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74、资阳市兴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资阳雁江站 ：陈家林  18784302425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骏兴路三利停车场内

ya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阿坝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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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会理县果元康华汽修厂

阿坝理县站 ：康华  13908152064

地址：会理县果元乡九榜村八组

abl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6、金川县金达汽车修理厂

阿坝金川站 ：陈明均  13558594212

地址：金川县沙尔乡干河坝

jin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甘孜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77、康定名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甘孜康定站 ：陈险峰  13056454984

地址：四川省康定县南郊

kang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8、泸定县建东汽修厂

甘孜泸定站 ：李波  15982475552

地址：四川省泸定县冷磧镇甘谷地村一组63号

lu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79、伊宁市驰飞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孜乡城站 ：张平  13899780318

地址：伊宁市汉宾乡城盘子村

scx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四川凉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80、西昌市朝华汽车修理厂

凉山西昌站 ：朱朝华  15881501275

地址：西昌市袁马路中段

xi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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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盐源县广浩修理厂

凉山盐源站 ：张宗亮  15882769368

地址：四川省盐源县润盐东街420号

ya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2、会东县再生汽修厂

凉山会东站 ：王礼国  13989232285

地址：四川省会东县鲹鱼河镇团结村六组

schd.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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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贵州贵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83、贵阳花溪博森汽车修理厂

贵阳花溪站 ：黄勇鹤  13985159445

地址：花溪区石板镇合朋村五金机电城内

huax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4、贵阳云岩金利汽车修理厂

贵阳观山湖站 ：袁红运  18275010367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二铺收费站旁金利汽车修理厂

gs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5、清镇市鑫广仕汽车修理厂

贵阳清镇站 ：高燕红  18185096131

地址：清镇市东门桥扁坡村东郊水厂旁

qing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六盘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86、六盘水市钟山区铀钢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六盘水钟山站 ：王松  18185836228

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西路钟山加油站上500米

z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7、六枝特区联营汽车修理厂

六盘水六枝特站 ：杨信春  18985491858

地址：贵州省六枝特区平寨镇贵烟路中铁五局水泥厂涵洞右侧

liu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88、水城县子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六盘水水城站 ：佀围周  18216594166

地址：水城县塔山路口

shui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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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盘州市远征汽车修理厂

六盘水盘州站 ：张徽  13985903601

地址：贵州省盘县城关镇交通路116号

gzp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遵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190、遵义市洪松汽车大修厂

遵义红花岗站 ：王泽洪  13985601984

地址：红花岗区忠庄建材厂内

hh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1、遵义安福汽车保养场

遵义汇川站 ：夏继承  15085058091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1区董公寺镇

hui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2、桐梓县仕春汽车维修中心

遵义桐梓站 ：陈仕春  18984237198

地址：贵州省桐梓县娄山关街道杉坪村田坝组114号

tongz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3、正安县旭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遵义正安站 ：何先进  13984964929

地址：贵州省正安县凤仪镇北宛社区翁家坡

zhe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4、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宗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遵义道真站 ：王代忠  15208604916

地址：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上坝乡八一村齐心组

daozh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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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务川自治县申勇汽车保养场

遵义务川站 ：申勇  15085633582

地址：贵州省务川县杨村村珍珠组

gzw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6、湄潭县正禄汽车修理服务站

遵义湄潭站 ：唐俊  13985225958

地址：湄潭县湄江镇大山村

meit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7、习水县大利通汽车维修厂

遵义习水站 ：王涯  1821217417

地址：贵州省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

gzx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8、赤水市万众汽修

遵义赤水站 ：李成智  13511871388

地址：赤水市人民南路电信大楼对面

chi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199、仁怀市诚敬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遵义仁怀站 ：彭国徽  18212072271

地址：仁怀市新车站小刚夜市旁

renhu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毕节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00、毕节市志诚艺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毕节七星关站 ：徐平洪  17785780122

地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五里坪村水泥厂路

中路

qx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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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大方县宇力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毕节大方站 ：雷朋顺  13908575129

地址：大方县东关乡开发区桂花路

daf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2、黔西县老百姓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毕节黔西站 ：付兴禄  15286056488

地址：贵州省黔西县杜鹃办事处五里牌红绿灯旁

gzq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3、贵州省织金县天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毕节织金站 ：吉永贵  17785766476

地址：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金凤街道办事处岩脚村沟沟寨组

zhij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4、纳雍县鑫安汽车修理厂

毕节纳雍站 ：陈刚  13984580195

地址：贵州省纳雍县阳长镇海座火电二厂旁

nay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5、贵州威宁鼎峰修理厂

毕节威宁站 ：雷友松  13638150588

地址：贵州省威宁县威宣路鸭子塘中段二库

wei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6、贵州赫章县航宇汽车修理厂

毕节赫章站 ：陈航  13638182381

地址：赫章县城关镇小山花果园

hez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铜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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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铜仁市罗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铜仁碧江站 ：唐晓斌  13885619625

地址：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茅溪四位一体修配城

gzb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8、玉屏县镁铂莱汽修厂

铜仁玉屏站 ：张林  18285633888

地址：贵州省玉屏县七里塘村320国道旁

yu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09、石阡鹏达汽车修理厂

铜仁石阡站 ：杨再林  18085696750

地址：贵州省石阡县河西街下段

shiq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0、思南腾飞汽车修理厂

铜仁思南站 ：杜执飞  15885174458

地址：贵州省思南县思唐镇大岩关石院坝

si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1、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宏达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铜仁印江站 ：张星儿  15185860031

地址：贵州省印江县峨岭镇梵净山路岩底寨

yin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2、贵州省德江久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铜仁德江站 ：冉晓军  15185894240

地址：贵州省德江青龙镇人民北路156号

de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3、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农机汽车修理厂

铜仁沿河站 ：何丽娟  15985620998

地址：贵州省沿河县和平镇崔家村

ya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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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黔西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14、贵州省兴义市华兴汽车修理厂

黔西南兴义站 ：刘启书  13885902921

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桔山路桔山敬老院

xing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5、兴仁县流水沟老杨汽车修理厂

黔西南兴仁站 ：杨占国  13885944187

地址：兴仁县城关镇流水沟

xingr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6、普安县顺发汽车修理厂

黔西南普安站 ：杨胜江  13329691819

地址：普安县高速路收费站旁

p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7、晴隆县隆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黔西南晴隆站 ：杨昌鹏  15186390036

地址：晴隆县莲城镇南街102号

gzq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8、望谟县罗勤申汽车修理厂

黔西南望谟站 ：罗勤申  13985963522

地址：望谟县城林业局

wangm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19、贵州省册亨县兴德汽修厂

黔西南册亨站 ：赵兴德  13985098292

地址：册亨县者楼镇纳福小区

ce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黔东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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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凯里市龙源汽车修理厂

黔东南凯里站 ：龙定显  13595522718

地址：凯里市二龙路

kai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1、天柱县志隆汽车修理场

黔东南天柱站 ：严家立  15329657677

地址：贵州省天柱县凤城镇联山村燕窝一组

tianz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2、黎平县鑫胜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黔东南黎平站 ：王甲绪  13765567841

地址：贵州省黎平县德凤镇万福山森泰公司一楼

l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贵州黔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23、都匀市东云汽车修理厂

黔南都匀站 ：郭金柱  13885445678

地址：贵州都匀市剑江北路78

du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4、福泉市新强劲汽修厂

黔南福泉站 ：康中庆  15885578818

地址：贵州省福泉市金山办事处北门冷风口

fu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5、瓮安县新业汽车修理店

黔南瓮安站 ：王亿鑫  13885410567

地址：贵州省瓮安县高庄富水桥高速路口柴姨妈黄耙厂旁

weng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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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罗甸县诚信汽车综合修理厂

黔南罗甸站 ：龚启豪  13885441293

地址：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环城路

luod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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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云南昆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27、呈贡宏强修理厂

昆明呈贡站 ：杨洪  13708440712

地址：呈贡县三岔口公路边运政所斜对面

chengg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8、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长兴修理厂

昆明宜良站 ：张勇  13708402461

地址：宜良县石安公路五厂白户路段

yil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29、安宁俊沣

昆明安宁站 ：马鸿烈  13708419989

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昆晼西路34公里安宁公交公司加油站旁

an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曲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30、曲靖市金兴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曲靖麒麟站 ：施雁雄  15187812340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长河工业园区废旧金属收购市场

qil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1、云南曲靖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沾益汽车大修厂

曲靖沾益站 ：龚政文  13987479798

地址：沾益县腰堡路81号沾益总厂

zhan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2、陆良三三汽修厂

曲靖陆良站 ：彭乔坤  13987406010

地址：陆良县同乐大道西桥闸院内

lul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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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师宗县丹凤同心汽修厂

曲靖师宗站 ：王建中  13769566274

地址：师宗县丹凤镇

shiz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4、罗平县贤达昌源汽车修理厂

曲靖罗平站 ：龚政文  13887429149

地址：罗平县罗雄镇轻工业园区324国道东段

ynlp.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5、富源县中安镇孟业重型汽车修理厂

曲靖富源站 ：王猛  13987434684

地址：富源县中安镇东堡火车大桥旁

ynf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6、会泽者海金音大型汽车修理厂

曲靖会泽站 ：许彦山  13769537700

地址：云南省会泽县者海镇农机站

huiz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37、宣威市泰达汽车修理厂

曲靖宣威站 ：孟庆羽  13312626086

地址：宣威市环东路火车站对面

xuanw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玉溪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38、玉溪昆鹰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玉溪红塔站 ：张路华  18687775254

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研和镇红土坡79号

hong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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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云南玉溪交通运输集团公司通海修理厂

玉溪通海站 ：李秉元  13987742736

地址：云南省通海县秀山镇大桥

to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0、文山市伟达汽车修理厂

玉溪新平站 ：吴高俊  15911684106

地址：云南省文山市新平街道文山大型施工机械服务中心场地A区

32号庄子田

xi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保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41、云南保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腾冲汽车修理厂

保山腾冲站 ：张虎生  13987540059

地址：腾冲县腾跃镇满邑社区元吉小区223号

tengc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昭通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42、昭通湘缘商贸有限公司

昭通昭阳站 ：彭泽湘  15096557797

地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路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龙泉路昭通

湘缘商贸有限公司

zhao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3、巧家县白鹤滩镇平安汽车修理厂

昭通巧家站 ：徐远洋  13578064541

地址：巧家县白鹤滩镇黎明一组

qiaoji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4、永善县恒丰修理部

昭通永善站 ：王国生  13881508642

地址：云南永善县金江路

yong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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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丽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45、华坪县荣将镇昌盛汽修店

丽江华坪站 ：梁昌  13170776583

地址：云南省华坪县荣将镇二级公路边

hua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普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46、云南金孔雀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普洱思茅站 ：柳荣  13987970908

地址：云南省思茅市环城西路北段18号

sim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7、墨江黎杰汽车修理厂

普洱墨江站 ：彭莹  18214037971

地址：墨江县联珠镇桑田村大路边组

mo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8、景东彝族自治县鸿运汽车修理厂

普洱景东站 ：徐昌华  13577922286

地址：景东县林业局一车队

jing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49、西双版纳通达贸易有限公司汽车维修中心

普洱澜沧站 ：朱德  18988127266

地址：云南省景洪市江北澜沧江路31号昆曼驾校旁

pel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临沧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50、临沧市交通运输集团公司云县分公司保修总厂

临沧云县站 ：张国娴  13708667788

地址：云县爱华镇草皮街丙票

yny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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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永德县腾跃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临沧永德站 ：张光强  13988374379

地址：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德党镇忙见田村委会对面

yong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楚雄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52、楚雄活塞销有限公司汽车维修中心

楚雄楚雄站 ：董从礼  13987828328

地址：云南省楚雄市鹿城镇河前村委会菠萝哨168号

ync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红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53、云南红河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个旧汽车大修厂

红河个旧站 ：孙光明  13908732487

地址：云南省个旧市建设东路47号

geji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54、云南省个旧绿电实业有限公司路通汽车修理厂

红河开远站 ：田友  13808774796

地址：云南省开远市西南路

kai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55、蒙自鸿达汽车修理厂

红河蒙自站 ：赵俊红  15925335841

地址：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4号

mengz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56、云南省弥勒县信达修理厂

红河弥勒站 ：张永弼  13887336673

地址：云南省弥勒县二环南路7号

mi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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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建水县老七汽配修理厂

红河建水站 ：王森  15911889800

地址：云南省建水县陈官三岔路口加油站对面老七汽配修理厂

jianshu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58、石屏县经纬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金辉修理厂

红河石屏站 ：邹文喜  13987309677

地址：云南省石屏县异龙镇过境公路旁

shi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59、泸西县明昌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红河泸西站 ：唐湛斐  13888188330

地址：泸西县阿庐大街中段

ynl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文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60、文山瀚通经贸有限公司

文山文山站 ：何云辉  13908761986

地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自治州砚山县江那镇通广路

ws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1、砚山县信诚修理厂

文山砚山站 ：苏兴奇  13170591666

地址：云南省砚山县江那镇三星坝中段

yny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2、马关鑫平汽车修理厂

文山马关站 ：柏月平  13887659941

地址：马关县林海路87号

mag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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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丘北县锦屏汽车修理厂

文山丘北站 ：居培良  13887673416

地址：丘北县下寨农具厂

qiu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4、云南优特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文山广南站 ：叶挺周  18287697717

地址：云南省广南县保宁大道

guangn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5、富宁湘源汽车修理厂

文山富宁站 ：陈文荣  13508767267

地址：富宁县马市街38号

ynf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西双版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66、云南省景洪联华五环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景洪站 ：董社坤  13887918804

地址：景洪市勐海路6号

jing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7、勐海风顺汽修

西双版纳勐海站 ：杨凯  18908810688

地址：勐海县佛双路170号

mengh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68、勐哈三友汽配汽修

西双版纳勐腊站 ：赵永进  13578129951

地址：勐腊县勐棒镇哈大桥旁

mengl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大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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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大理九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大理大理站 ：周月刚  13988537172

地址：云南省大理州下关镇新桥北214国道旁大展屯

ynda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0、南涧县罗唱汽车修理部

大理南涧站 ：龚政文  15087297579

地址：南涧县小军庄

nanj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1、永平县腾达汽车修理店

大理永平站 ：茶丽琼  13987225473

地址：永平县博南路连接线中屯

yo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德宏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72、瑞丽中集

德宏瑞丽站 ：靳宗阳  18988240666

地址：瑞丽市贺闷村民小组320国道旁

ruil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3、潞西市芒市吉祥修理店

德宏芒市站 ：李梅红  13759208019

地址：芒市造纸厂外320国道旁德宏奥华水泥有限公司岔路口

m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4、盈江安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德宏盈江站 ：吴宗懿  18387530048

地址：云南省盈江县腾陇公路平原镇芒璋村杏过路口

yingj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怒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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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贡山县红绿灯汽车修理厂

怒江贡山站 ：关开芳  13988659639

地址：贡山县红绿灯修理厂茨开路76号

njlan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云南迪庆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76、香格里拉桂昌

迪庆香格里拉站 ：林友亮  13170799908

地址：云南香格里拉县214国道线军马场

xgl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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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西藏拉萨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77、盘县远征汽车修理厂盘县汽车运输公司

拉萨城关站 ：兰燕国  13639195458

地址：盘县城关镇交通路166号

lscg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78、西藏拉萨欣正汽车修理厂

拉萨堆龙德庆站 ：杨红雨  13648982680

地址：西藏自治区堆龙德庆县公安局对面

dld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西藏日喀则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79、日喀则市云全汽修有限责任公司

日喀则桑珠孜站 ：谢国明  18089970587

地址：桑珠孜区几吉朗卡路西郊加油站

sz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0、拉孜县永昌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日喀则拉孜站 ：李永华  15208011838

地址：拉孜县老中尼路吉如村521号

laz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西藏昌都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81、西藏左贡县解放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昌都左贡站 ：袁亚林  13889059426

地址：西藏左贡县旺达镇上街

zuog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西藏那曲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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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临夏市君平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那曲安多站 ：杨国荣  13993002645

地址：临枹福路安多家属院斜对面

and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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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陕西西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83、韩城腾达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新城站 ：冯忠学  18992339820

地址：陕西省韩城市新城区新农村

xax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4、陕西兰宝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灞桥站 ：王继峰  13991261545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路西安市灞桥区东三环路

baqi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5、西安馨源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未央站 ：陈多杰  15929984913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办丰产路六村堡小学西隔壁

weiy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6、泸州三友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蓝田站 ：刘世荣  13679675383

地址：蓝田蓝安西路28号

lant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87、西安大德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周至站 ：郭栋  15129229158

地址：陕西省周至县交警大队西20米路北

zhou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铜川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88、铜川市铜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铜川王益站 ：李重伟  18992968000

地址：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王家河工业园区赵家塬南咀村1号

wang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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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宝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89、宝鸡市福克莱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宝鸡陈仓站 ：王海江  15991976618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陈仓大道千河汽配城院内福克莱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chenc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0、陕西通力汽修厂

宝鸡岐山站 ：王军岐  13992706115

地址：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蔡五路中段

qi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1、宝鸡诚鑫物流有限公司修理厂

宝鸡麟游站 ：王恩平  17729352950

地址：麟游县崔木镇崔木村野胡桥桥停车场

liny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咸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92、咸阳三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咸阳渭城站 ：张强  18791023866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朝阳四路三和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sxw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3、土默特右旗萨拉齐佳信重车维修服务部

咸阳三原站 ：赵建斌  13488521018

地址：萨拉齐三原宾馆对面

sa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4、兴平市迎宾汽车修理厂

咸阳兴平站 ：姬超  13891031727

地址：兴平市西宝中线方家桥口

xingp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231/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5991976618
http://chencang.chaichejian.cn
http://chencang.chaichejian.cn
tel:13992706115
http://qishan.chaichejian.cn
http://qishan.chaichejian.cn
tel:17729352950
http://linyou.chaichejian.cn
http://linyou.chaichejian.cn
tel:18791023866
http://sxwc.chaichejian.cn
http://sxwc.chaichejian.cn
tel:13488521018
http://sanyuan.chaichejian.cn
http://sanyuan.chaichejian.cn
tel:13891031727
http://xingping.chaichejian.cn
http://xingping.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232

 陕西渭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295、大荔县腾隆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渭南大荔站 ：李敏  18220432855

地址：北新街北段荔北中队对面

dl.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6、陕西弘运实业有限公司

渭南澄城站 ：间顺乾  13892335113

地址：澄城县南新街

cheng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7、蒲城县军平电焊修理部

渭南蒲城站 ：张军平  13571360868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五陵路东段八福村

sxp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8、富平县宏远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交通车辆维修中心

渭南富平站 ：支强  15091272555

地址：富平县望湖路8号

sxfp.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299、韩城汽修

渭南韩城站 ：李军科  15802903135

地址：陕西省韩城市经开区新型工业园区七纬路塬村东头

han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0、华阴市红安汽修厂

渭南华阴站 ：员永红  13991666555

地址：陕西省华阴市罗夫大华路口

sxh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延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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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延安市远行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宝塔站 ：李延东  18292115299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李渠镇碾庄远行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baot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2、安塞鸿海实业有限公司

延安安塞站 ：宋建新  13509114922

地址：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真武洞镇东营村

ans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3、红塔区兴玉修理厂

延安延长站 ：朱全青  13577734867

地址：明珠路延长线高仓十组

yan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4、延川宏安汽修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延川站 ：董延琴  13239186548

地址：延川县郭家塔陵园路2号

yan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5、洛南县欣荣汽修有限公司

延安黄龙站 ：吴新军  15353902111

地址：陕西省洛南县石门镇黄龙村四组洛华公路旁

huangl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6、子长县顺源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延安子长站 ：栾顺生  13991773924

地址：陕西省子长县瓦窑堡镇瓷窑村

zi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汉中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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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城固县茂源汽车修理厂

汉中城固站 ：陈科王建  1389161605

地址：城固县小河桥

cheng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8、洋县通达汽修厂

汉中洋县站 ：华宝德  13891656988

地址：陕西洋县南环路东段农场开发区108路边

yang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09、西乡县东渡西金汽车修配厂

汉中西乡站 ：郝方顺  13379160208

地址：西乡县城东东渡

xix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0、汉中致邦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汉中勉县站 ：熊永强  13992671212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勉阳镇旧洲村原人造板厂院内汉中致邦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

mi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1、宁强县喜庆汽车修理厂

汉中宁强站 ：薛喜庆  13992679927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敬老院旁

ningq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2、汽车售后服务部

汉中镇巴站 ：罗书瑞  15029768890

地址：陕西省镇巴县泾洋镇河西北路

zhenb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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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南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汉中留坝站 ：刘汉平  13992698499

地址：留坝县南环路中段

liuba.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榆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14、榆林市盛华工贸有限公司

榆林榆阳站 ：程伟  13892209061

地址：榆阳区王家楼村大排则湾

ylyy.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5、横山航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横山站 ：闫彩霞  13991099877

地址：榆靖高速出口25公里处西苑酒店斜对面

sxh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6、陕西省府谷县鼎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榆林府谷站 ：屈强卫  13335321996

地址：陕西省府谷县省道一级公路2公里

fu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7、靖边县宏达重汽修理厂

榆林靖边站 ：贾银贵  18291207566

地址：靖边县包茂高速东出口往西1000米

jingb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18、定边县顺达利重型汽车修配厂

榆林定边站 ：马林  13109221516

地址：陕西省定边县307国道贺圈集镇

dingb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235/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992698499
http://liuba.chaichejian.cn
http://liuba.chaichejian.cn
tel:13892209061
http://ylyy.chaichejian.cn
http://ylyy.chaichejian.cn
tel:13991099877
http://sxhs.chaichejian.cn
http://sxhs.chaichejian.cn
tel:13335321996
http://fugu.chaichejian.cn
http://fugu.chaichejian.cn
tel:18291207566
http://jingbian.chaichejian.cn
http://jingbian.chaichejian.cn
tel:13109221516
http://dingbian.chaichejian.cn
http://dingbian.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236

1319、绥德县宏兴修理厂

榆林绥德站 ：郭春涛  13992253711

地址：绥德县芋则沟210国道旁

suid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0、榆林市昌泰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米脂站 ：陈道平  13892287868

地址：陕西省米脂县银州镇班家沟

miz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1、神木县张彦永汽修厂

榆林神木站 ：张彦永  13474445585

地址：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候川村

shenm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陕西安康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22、安康市汉滨区亿平汽车修理厂

安康汉滨站 ：刘亿平  13992520538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江北铁二中前运通驾校下隔壁

hanb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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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甘肃兰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23、陇南市武都区恒甲汽车维修中心

兰州城关站 ：刘轩  13830985322

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城关镇灰崖子陇南一中向西100米

nzcg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4、兰州市顺通伟业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兰州七里河站 ：李高明  15294193288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1000号

qili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5、兰州润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西固站 ：何毓儒  13893273849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皋兰县久和汽配城

xig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6、甘肃省双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兰州榆中站 ：张瑞国  14763650555

地址：甘肃省榆中县定远高速路口

yu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金昌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27、甘肃省永昌县长城农机有限公司

金昌永昌站 ：尚新忠  13884503988

地址：甘肃省永昌县南关北15号综合楼

yongch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白银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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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白银新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白银白银站 ：孙国虎  13893025564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银西产业园海天汽车城院内

gsbaiy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29、景泰县鸿源达汽修厂

白银景泰站 ：王海燕  13809307516

地址：甘肃省景泰县一条山镇705南路供水站旁

jing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天水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30、天水市秦州区宏燕汽修厂

天水秦州站 ：张晓宏  13993868949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东十里村

tsq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31、陇南玉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天水分公司

天水麦积站 ：巩晓旭  13369417664

地址：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花牛镇航修厂对面

maij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32、武山县洛门高强汽车修理部

天水武山站 ：刘高强  15293838583

地址：甘肃省武山县洛门镇富源路

gsws.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武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33、武威市鸿泽物流有限公司

武威凉州站 ：杨涛  13884552086

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新建路华祥货运中心

liang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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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民勤县仁和汽修部

武威民勤站 ：桑宗仁  13150165300

地址：民勤县南环东路

minq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张掖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35、张掖市甘州区宏玉汽车配件维修销售部

张掖甘州站 ：陈玉  18093668175

地址：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东北郊下安四社

g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平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36、泾川县银安汽车配件经销部

平凉泾川站 ：张银安  13993397260

地址：甘肃省泾川县陇东第一汽配城一排A面16号

jingch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37、静宁县继综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平凉静宁站 ：江继宗  15309333939

地址：甘肃省静宁县八里汽车站院内

gsj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38、华亭县森康汽车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平凉华亭站 ：林昌生  18793338889

地址：华亭县华泰汽配城二号楼22152216号

huat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酒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39、酒泉兆声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肃州站 ：李晨龙  17309370888

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西郊工业园飞天路654号

suzhou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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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瓜州县北桥重型汽车修理厂

酒泉瓜州站 ：杨建国  13893725055

地址：甘肃省瓜州县工业园区

gua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1、玉门天泽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酒泉玉门站 ：曹文虎  13830760176

地址：玉门市新市区工业区

yume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2、敦煌市中普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同创支店

酒泉敦煌站 ：张荣起  13909373760

地址：甘肃省敦煌市敦七公路三号桥

dunhu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庆阳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43、庆阳鸿儒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庆阳西峰站 ：刘涛  13993455657

地址：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化大道北段

xf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4、环县吉隆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庆阳环县站 ：慕宝吉  13919583656

地址：环县县城北十五里沟211国道旁

hua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5、宁夏中宁县兴隆汽修厂

庆阳宁县站 ：沈硕  18709659888

地址：中宁县西街水暖公司斜对面

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定西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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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甘肃恒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定西安定站 ：吴照恒  18919005919

地址：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洋芋市场向南1公里处

and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7、临洮县心连心汽车维修站

定西临洮站 ：戚江  15193241985

地址：甘肃省临洮县窑店镇

linta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48、岷县莫师汽车修配中心

定西岷县站 ：莫永斌  15209323582

地址：甘肃省岷县岷阳镇东照村火烧沟口

minxi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甘肃甘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49、甘南金伯渲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甘南合作站 ：康  18419886777

地址：甘肃省合作市环城路岷合公路旁

hez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50、玛曲永达汽修

甘南玛曲站 ：王师傅  13893981438

地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汽车站旁

maq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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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青海西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51、青海利凯机动车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站 ：徐永华  13119768687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南山东路66号中惠国际机电城

cheng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52、青海辉腾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城中站 ：刘庆辉  13897237289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川东路11号

xncz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53、西宁城西汽车后市场服务中心

西宁城西站 ：钟天魁  18897213636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海晏路

qhkg.chaichejian.cn

货车展

厅

1354、西宁领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城北站 ：贺连金  13299774044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村拥军路口向西鸿运停车内

chengbe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55、湟中县渝青重卡维修中心

西宁湟中站 ：尹伦海  18709780719

地址：青海省湟中县多巴镇小寨村112号

huangzh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青海黄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56、格尔木唐昆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黄南河南站 ：马国福  15500522225

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沱沱河南侧

hn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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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海南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57、深圳市金龙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兴海站 ：孙莹  13510082880

地址：蛇口区兴海大道平方园汽车城1702

qhx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青海海西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58、第3405汽车修理厂

海西格尔木站 ：王晓伟  13309796626

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盐桥中路18号

geerm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59、德令哈市四方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海西德令哈站 ：李小矿  13709776364

地址：德令哈市昆仑南路西侧

dl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0、乌兰县天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海西乌兰站 ：蔡彪生  15909770680

地址：乌兰县茶德高速公路茶卡服务区

wul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1、天峻小邱修理部

海西天峻站 ：邱宝贵  13897273926

地址：青海省天峻县天木东路

qhtj.chaichejian.cn

区县站

Page 243/252

http://.chaichejian.cn/
tel:13510082880
http://qhxh.chaichejian.cn
http://qhxh.chaichejian.cn
tel:13309796626
http://geermu.chaichejian.cn
http://geermu.chaichejian.cn
tel:13709776364
http://dlh.chaichejian.cn
http://dlh.chaichejian.cn
tel:15909770680
http://wulan.chaichejian.cn
http://wulan.chaichejian.cn
tel:13897273926
http://qhtj.chaichejian.cn
http://qhtj.chaichejian.cn


货车拆车件总站周刊第4期
货车作业车拆车件安装服务 专业事故车维修

244

宁夏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宁夏银川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62、银川市能获众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银川永宁站 ：瞿波  13309576382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望远镇望远大道国际汽车城E

0215aW

nxy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3、宁夏影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银川贺兰站 ：李和平  13629520008

地址：宁夏贺兰德胜工业园区新胜东路32号

hel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4、宁夏众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银川灵武站 ：韩军  13639505528

地址：宁夏灵武市宁东镇古窑子商业街

lingw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宁夏石嘴山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65、宁夏恩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石嘴山惠农站 ：徐风庆  18095216662

地址：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工业园区110国道西侧

huin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6、平罗县方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石嘴山平罗站 ：路爱良  15909627339

地址：平罗县二环路老户村三队增瑞汽修城内

pingluo.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宁夏吴忠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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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宁夏鼎鑫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吴忠利通站 ：罗荣军  15909539220

地址：宁夏省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塞上明珠北侧晟昊汽车交易中

心楼

lit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8、宁夏盐池县长通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吴忠盐池站 ：刘景伟  13209532856

地址：宁夏盐池县盐兴公路丁字路口长通汽配服务中心

yanc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69、青铜峡市昊磬工贸有限公司

吴忠青铜峡站 ：哈玉玲  13895249456

地址：青铜峡市小坝西环南路52

qtx.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宁夏固原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70、宁夏固原玉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固原原州站 ：蒲文平  13649541120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101省道宁夏固原市原州区清

河南街375号

yuanzho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宁夏中卫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71、中卫市金利达汽车修理中心

中卫沙坡头站 ：刘玉红  18995477555

地址：沙坡头区宁夏万齐农业发展集团院内

spt.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72、中宁宏昌

中卫中宁站 ：何永刚  18995471999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汽车城

zhong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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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货车拆车件服务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73、库车五运汽车修理厂

乌鲁木齐天山站 ：晏韬  13999666323

地址：库车县天山路东路283号

ti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74、新市区北站路新凯汽车修理厂

乌鲁木齐新市站 ：王全有  13565993419

地址：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站东路金大地汽车城

xs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75、新疆语恒骏博商贸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头屯河站 ：曹慧杰  13999264397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头屯河公路1575号

toutun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76、乌鲁木齐凌鑫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米东站 ：饶建军  18699143272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北路8808号米东天兴汽配城二期

15119号

mido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77、新疆瑞源安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站 ：张永清  14747420888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十色街16号

wlm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克拉玛依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78、克拉玛依市众升机修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站 ：唐泰昌  15349902112

地址：新疆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白碱滩迎春路3号

kelamay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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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吐鲁番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79、吐鲁番市鑫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吐鲁番高昌站 ：雷焕刚  15009960001

地址：高昌区亚尔镇戈壁村村委会北侧500米

xjg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0、鄯善县天翔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吐鲁番鄯善站 ：张长保  13899308721

地址：鄯善县油城路2997号

shansh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1、新疆同泰物流有限公司修理厂

吐鲁番托克逊站 ：王立贤  18699503322

地址：新疆托克逊县黑山煤矿

tuokex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昌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82、阜康市万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昌吉阜康站 ：高俭标  15001661100

地址：阜康市乌奇西路经济开发区

fuk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3、奇台县才华汽车维修配件销售中心

昌吉奇台站 ：韩军荣  13689932623

地址：新疆奇台县天河市场西路

qita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4、吉木萨尔县城镇福通雪昌汽配修理厂

昌吉吉木萨尔站 ：马学福  18997550405

地址：吉木萨尔县北庭物流园大车区151

jms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博尔塔拉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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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博乐市通达汽车修理厂

博尔塔拉博乐站 ：李冰岩  13899437668

地址：博乐市团结路306号

bo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6、精河县金路通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博尔塔拉精河站 ：陈亮  15999060151

地址：新疆博州精河县城镇交通路13号

jing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7、临沂贵华

博尔塔拉温泉站 ：韩文  13853920968

地址：温泉路与金桥街交汇处

wenq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巴音郭楞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88、库尔勒德善汽车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巴音郭楞库尔勒站 ：范春虎  13999004398

地址：库尔勒市过境路46号北山路停车场院内

kuerl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89、若羌县鑫旺汽车配件经销部

巴音郭楞若羌站 ：范晶森  17799445789

地址：新疆巴州若羌县315国道好想你公司东侧3楼

ruoqia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0、中国石油天然气运输公司沙运机修分公司

巴音郭楞且末站 ：郑德军  13579035009

地址：新疆巴州且末县塔中

qm.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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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和静县保芳修理部

巴音郭楞和静站 ：贺宝方  15699285918

地址：新疆巴州和静县和静镇查汗通古北路现天鹅湖路

hej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阿克苏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92、阿克苏祥升汽车修理厂

阿克苏阿克苏站 ：李建明  13779791385

地址：新疆阿克苏市解放南路南城派出所对面

xjakes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3、新疆库车蜀江汽车修理有限责任公司

阿克苏库车站 ：陈勇军  13031260076

地址：新疆库车县吾宗乡园艺场

kuche.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4、拜城县汇鑫重型汽车修理厂

阿克苏拜城站 ：柯发军  13779793688

地址：新疆省拜城县米吉克乡工业园区修理厂

xjbc.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喀什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95、新疆叶城金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喀什喀什站 ：李卫斌  13909989356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叶城县孟咯特路叶城县零公里

xjkashi.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6、新疆喀什叶城重汽配套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喀什叶城站 ：吴占疆  13909989909

地址：零公里新藏公路2公里处

yeche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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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巴楚县翔云汽修部

喀什巴楚站 ：杨枫  15276082288

地址：新疆巴楚县巴沙公路长运加油站对面

bachu.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伊犁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398、伊犁农垦汽车大修厂

伊犁伊宁站 ：陈红文  13899764832

地址：新疆伊宁市公园街四巷七号

yining.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399、奎屯新域汽车修理部

伊犁奎屯站 ：韩雷锋  13899543327

地址：奎屯市汽贸园F区2013

kuit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0、新疆伊犁新源恒通汽车修理厂

伊犁新源站 ：何卫江  13899765056

地址：新源县则克台镇则新路水泥厂旁

xinyua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塔城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401、新疆塔城额敏县路顺汽车修理厂

塔城额敏站 ：段大应  18999759020

地址：额敏县塔额路

emi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新疆阿勒泰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402、新疆阿勒泰富蕴金豹维修中心

阿勒泰富蕴站 ：聂晓东吴发德  13070337112

地址：新疆富蕴县城南工业区

fuy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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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省直管货车拆车件安装站

1403、石河子运输公司修理厂

省直管石河子站 ：郭银新  13779705050

地址：石河子11小区乌伊公路旁

shz.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4、阿拉尔腾飞货运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省直管阿拉尔站 ：王杰  18699760131

地址：阿拉尔市美居物流园库房区霞光路

alaer.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5、新疆润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省直管五家渠站 ：王有成  13107592110

地址：新疆五家渠市梧桐镇凯旋汇金港C座3段30号一楼

wjq.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6、新疆北屯永林汽车修理厂

省直管北屯站 ：郭梅  15352616696

地址：新疆北屯市阿福路247号

beitun.chaichejian.cn

区县站

1407、荷泽市创新农机服务中心

省直管双河站 ：吴金矩  13805307899

地址：荷泽市双河路91号

xjsh.chaichejian.cn

区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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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
	日喀则
	昌都
	那曲

	· 陕西 （40）
	西安
	铜川
	宝鸡
	咸阳
	渭南
	延安
	汉中
	榆林
	安康

	· 甘肃 （28）
	兰州
	金昌
	白银
	天水
	武威
	张掖
	平凉
	酒泉
	庆阳
	定西
	甘南

	· 青海 （11）
	西宁
	黄南
	海南
	海西

	· 宁夏 （11）
	银川
	石嘴山
	吴忠
	固原
	中卫

	· 新疆 （35）
	乌鲁木齐
	克拉玛依
	吐鲁番
	昌吉
	博尔塔拉
	巴音郭楞
	阿克苏
	喀什
	伊犁
	塔城
	阿勒泰
	省直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