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行政处罚台账（截至4月底）

序号 车号 违法事由 查扣日期 处理结果 处理时间 处罚依据 文书编号 备注

1 皖F86249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2.16 已处理 2022.02.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1号（超）

2 青A70341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02 已处理 2022.03.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2号（超）

3 甘AA5897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05 已处理 2022.03.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3号（超）

4 甘J61055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06 已处理 2022.0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4号（超）

5 甘A87290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05 已处理 2022.0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5号（超）

6 甘N38811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10 已处理 2022.0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6号（超）

7 甘N62279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10 已处理 2022.0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7号（超）

8 青H04521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19 已处理 2022.03.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8号（超）

9 甘D39872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19 已处理 2022.03.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9号（超）

10 甘AZY868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2 已处理 2022.03.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0号（超）

11 青F05939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1号（超）

12 甘A79625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2号（超）

13 甘AA3381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3号（超）

14 川AEP696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2 已处理 2022.0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4号（超）

15 甘N28126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5号（超）

16 甘N21362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6号（超）

17 甘AA7313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6 已处理 2022.03.2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7号（超）

18 甘AA0819 擅自超限运输 2022.03.23 已处理 2022.03.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8号（超）

19 甘NF2706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7 已处理 2022.2.7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1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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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甘N6P063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6 已处理 2022.2.16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2号(运)

21 甘NM8537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6 已处理 2022.2.22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3号(运)

22 甘N8G973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4 已处理 2022.2.22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4号(运)

23 甘NR0704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7 已处理 2022.2.24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5号(运)

24 甘NM6030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7 已处理 2022.2.24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6号(运)

25 甘NY5602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4 已处理 2022.3.1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7号(运)

26 甘NU7714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14 已处理 2022.3.2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8号(运)

27 甘N6G596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3.2 已处理 2022.3.9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09号(运)

28 甘NK8388
未持合法有效《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案
2022.2.28 已处理 2022.3.11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0号(运)

29 甘Nj0895
未持合法有效《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案
2022.2.28 已处理 2022.3.14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1号(运)

30 甘ND6584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3.24 已处理 2022.3.31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2号(运)

31 甘N79564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3.11 已处理 2022.4.8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3号(运)

32 甘NG4121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4.8 已处理 2022.4.11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4号(运)

33 甘NAY711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4.4 已处理 2022.4.12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5号(运)

34 甘NF7338
未持合法有效《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案
2022.3.24 已处理 2022.4.12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6号(运)

35 甘N2F872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2.24 已处理 2022.4.14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7号(运)

36 甘NG6508
未持合法有效《道路运输证

》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案
2022.4.19 已处理 2022.4.27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8号(运)

37 甘A7E253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4.18 已处理 2022.4.27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19号(运)

38 甘NAQ366 非法从事出租客运 2022.3.29 已处理 2022.4.28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临州交罚（2022）020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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