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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机关：锡盟交通运输局                                                                                            公示时间：2022年4月22日

序号 执法相对人 执法类别 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结果 案号 备注

1     许有江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
火车站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八）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01号 蒙HY8440

2     富海龙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在
火车站不服从调度私自揽。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八）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02号 蒙HY9102

3 赵宝金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3号 蒙H0315V

4     郭东云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取得从业
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04号 蒙HY6770

5 宝音阿日布吉呼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5号 蒙H39304

6 潘永超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6号 蒙H7H617

7 吕祥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7号 蒙H8595F

8 牟广民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8号 蒙H7C809

9 白建军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09号 京HEN161

10 和德强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捌仟元整(¥8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0号 蒙HV0962

11 马东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1号 蒙HAC180

12  全双山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服
从调度私自在非指定区域揽客。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八）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12号 蒙HY8205

13 特古斯巴雅尔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捌仟元整(¥8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3号 蒙H9H361

14 胡有亭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4号 蒙H2858R

15
锡林郭勒盟行安
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未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
对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0%的。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肆仟元整(¥4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5号

16
锡林浩特市政威运
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处罚
未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
对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0%的。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肆仟元整(¥4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16号

17 张义军 行政处罚
不按照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
合理路线行驶，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17号 蒙HY8345

18  张义军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18号 蒙HY8345

19 杨权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19号 蒙HY9687



20 白海峰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0号   蒙HY9538

21 王枝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乘客
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
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21号   蒙HY8123

22    刘春洋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乘客
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
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22号   蒙HY8154

23 康佃萍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乘客
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
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3号   蒙HY8034

24 于瑞兵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5号 蒙H8285S

25 席有生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26号   蒙HY9808

26 阿其乐图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7号 蒙H71682

27 陆荣堂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8号 蒙H8391Y

28 石宝忠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29号 蒙H0D057

29 曹斌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0号 蒙H88530

30 贾青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1号 蒙H5811P

31 哈斯高毕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2号 蒙HAT572

32 邹红瑞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3号 蒙H8F627

33 杨佳豪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4号 蒙H6510Z

34 巴图吉日嘎拉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5号 蒙AW539N

35 薛宝兵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6号 蒙HC0382

36 伊中凯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7号 蒙H3G666

37 周世忠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8号 蒙H6K711

38 崔建敬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乘客
指定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
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39号 蒙HY8096

39 张宏义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42号 蒙HY8303

40
齐齐哈尔聚成旅游
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处罚 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壹仟元整(¥1000.00)的行政处

罚
蒙锡交运罚[2022]043号 黑BY8077

41 吴伟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44号 蒙HV8513



42    宋鹏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45号 蒙HY0265

43 钢都力格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46号 蒙H3387E

44 缪忠良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
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 [2022]047号 蒙HY6697

45 谷国栋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按照乘客
指定目的地，途中甩客。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50号 蒙HY9405

46 李强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受巡游出租
汽车电召任务后未履行约定。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51号 蒙HY8388

47 于存喜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受巡游出租
汽车电召任务后未履行约定。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52号 蒙HY9759

48 董良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3号 蒙H3F137

49 郝明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4号 蒙HBC730

50 苏德斯琴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5号 蒙H9D256

51 图门那苏图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6号 蒙H1170L

52    李海平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
同意搭载其他乘客。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57号 蒙HY8925

53 刘艳民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8号 蒙HHE777

54 李宏岩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59号 蒙H6566Q

55 乌力吉巴雅尔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0号 蒙HCY906

56 周河 行政处罚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接受巡游出租
汽车电召任务后未履行约定。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1号 蒙HY9148

57 邹红瑞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捌仟元整(¥8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2号 蒙H8F627

58 达布力平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3号 蒙HR7654

59 宝力道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4号 蒙HAS075

60
锡林浩特市源顺
吉商贸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未按规定进行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件年度审验。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壹仟元整(¥1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65号 蒙H97636/
蒙H6650挂

61 王志强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罚[2022]066号 蒙HL1511

62
锡林郭勒盟鑫路通达

道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67号 京ALJ776

63 吉雅图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68号 京EAA289

64 斯琴巴特尔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69号 蒙H0H768

65 李艳华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0号 蒙J83371

66
通辽市运达

运输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擅自改装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壹仟元整(¥1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71号
蒙G70335/
蒙G4521挂



67
扎鲁特旗正海
煤业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擅自改装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壹仟元整(¥1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72号
蒙G79953/
蒙GW629挂

68
锡林浩特市德天翔
渣土清理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锡交运当罚[2022]073号 冀R95287

69
锡林郭勒盟通达
顺运输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4号 蒙A64800

70
锡林郭勒盟大志
商贸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5号 京ALV131

71 张泽荣 行政处罚
未按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
理路线行驶，故意绕道行驶。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贰佰元整(¥2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6号 蒙HY8115

72
锡林郭勒盟鑫路通达道
路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当场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0号 冀FK1917

73 王立国 行政处罚
经营者王立国使用擅自改装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壹仟元整(¥1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1号 吉A9B028

74
锡林郭勒盟蒙和赛

运输有限公司
当场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2号 蒙J03363

75
锡林郭勒盟红运砂
石料销售有限公司

当场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叁仟元整(¥3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4号 蒙J95087

76
锡林郭勒盟红运砂
石料销售有限公司

行政处罚 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责令改正，处罚款肆仟元整(¥4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5号 蒙D31944

77 张永磊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7号 京A6GX91

78 牟雪峰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78号 蒙H8502H

79 敖特根巴雅尔 行政处罚
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第四十五条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伍仟元整(¥5000.00)的行政处罚 蒙2502交罚[2022]83号 蒙HTY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