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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汽车流通字〔2020〕 第 072 号

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

推广车型名单和经销网点名录的公告

根据《广东省关于促进农村消费的若干措施》工作部署，受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委托，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负责组织开展广东省 2020 年

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推广车型征集工作。

按照《关于征集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推广车型的公告》要求，通过

企业自愿申报、协会初审、专家终审打分，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共推荐 60

个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推广车型，并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进行了公示。

现将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推广车型名单和经销网点名录

（见附件）公告如下：

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推广车型名单

排名 车型名称 企业名称

1 轩逸（经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2 丰田牌 CAMRY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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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田雅阁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4 丰田牌 LEVIN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 GS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6 本田凌派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7 Aion S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8 丰田牌 YARisL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9 本田飞度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0 哈弗 H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 本田缤智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12 丰田牌 C-HR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3 逍客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14 奇骏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15 宋 Pro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16 GM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17 丰田牌 WILDLANDER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18 Tiguan L（途观 L）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19 New Lavida（朗逸）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0 全新一代唐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1 天籁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22 宝来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3 速腾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24 别克 英朗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25 GS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26 探岳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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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宝骏 73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8 启辰 D6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29 GA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30 哈弗 F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1 宋 MAX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2 哈弗 M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3 探歌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34 Tharu（途岳）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35 瑞虎 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6 宝骏 51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 讴歌 CDX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38 全新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9 高尔夫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40 新领动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41 雪佛兰 科鲁泽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42 菲斯塔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43 全新 CS35Plus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4 e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45 风光 58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46 新一代 ix3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47 荣威 i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魏派 VV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9 逸动 Plus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0 CS55Plus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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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T-Cross（途铠）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52 别克 昂科威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53 凯迪拉克 XT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54 名爵 MG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5 艾瑞泽 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6 瑞虎 5X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7 AX7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58 新一代 ix2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59 新宝骏 RM-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60 荣威 Ei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经销网点名录》

广东省汽车流通协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协会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33号桥兴商务大厦 413 邮编：511442

电话：020-37637949 传真：020-37621949 E-MAIL：gucda@126.com

网址： http://www.gada.org.cn/ 官方微信：gdsqclt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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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经销网点名录》

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经销网点名录

序号 厂家名称 品牌 地区（市） 经销企业名称 地址

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潮州 潮州市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潮州市枫溪区古板头新渠路 11-13 号

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捷达通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 229 号 101 室

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新大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莞樟路塘唇段 53 号

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昌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环莞快速路厚街段 635 号

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鸿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 60 号 101 室

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锦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三屯村 S256 省道旁

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东深奇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东深公路樟罗村委会路段（土名：果园门）

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市永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林村大陂头 12 号

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东莞 东莞庞大一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振安中路 683 号

1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合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澜路石路段

1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拓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滘大道 G12 号地

1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世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1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英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五峰路与东鄱路交汇处

1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瀚众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路南庄三中以北 200 米

1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时利和众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岭村马二经济社上凼地段之一

1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佛山 佛山市广物君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佛山一环东侧水口路出口广佛汽车城内

1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庞大兴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 299 号

1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锦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奥体路 53 号

1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东物通凯骏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迎宾路 183 号

2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健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蚬涌村市桥公路西侧

2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大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395 号

2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南菱万众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10 号自编之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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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安捷鑫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科丰路 31 号 G10 栋 101

2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市南菱大利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 488 号金马汽车交易市场内

2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东君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新市萧岗广东汽车市场内

2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广州 广州庞大一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禹区石壁街创源路 20 号 104

2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河源 河源市德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源市东环路河源市超然汽车市场内

2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惠州 惠州市志通恒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桥背村永兴路

2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惠州 惠州市金瑞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栋镇岭排段房屋二楼 202 室

3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惠州 惠州市辉达惠众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博沿江路金山汽车城二街 8 号

3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惠州 惠州市南菱亿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横一路 2 号仲恺汽车城第 3#第 S8、S9 号

3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江门 江门市新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建设三路 169 号

3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江门 江门市钜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银帆路 2 号 5 幢

3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揭阳 揭阳合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站前大道与池樟线交界处

3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茂名 茂名市茂南茂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 1 路 83 号

3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茂名 茂名惠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坡心镇排河村民委员会北面长丰花卉基地内

3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梅州 梅州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新区广梅南路 286 号

3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清远 清远南方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大道 6 号-A3

3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汕头 汕头市裕丰交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磊广大道 89 号 A 座

4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汕头 汕头市庞大一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东侧-大众 4S 店南侧

4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汕尾 汕尾市君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海汕公路埔边工业区

4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韶关 韶关市亿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北 75 号亿华汽车城

4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韶关 韶关众德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 142 号广东丹霞农机有限公司 B 座首层

4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昊天林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深南大道北侧浩铭财富广场 A 座 19D、E、

F

4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南方腾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宝安大道以北双界河以东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02-2

4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北奇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爱南路 99 号 B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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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清水河奇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三路 18 号深业车城 BX-101 号

4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昊天林安琪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环观南路蓝安琪厂区

4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安进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油松村东环一路 1 号

5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深圳 深圳市奇建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香蜜湖联合华鹏汽车市场 B2-1

51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阳江 阳江安捷源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南侧边

52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云浮 云浮市君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东方村委

53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湛江 湛江市正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湛江市人民大道北 57 号 A 区 41-42 号铺

54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湛江 湛江市众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瑞云路 101 号之十

55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肇庆 肇庆市安迅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 105 区肇庆大道北侧

56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中山 中山市众腾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363 号

57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中山 中山市创世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40 号

58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中山 中山庞大一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大岭工业区 20 号之一 2 号商铺

5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珠海 珠海市香洲一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蓝盾路 9 号

60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牌 珠海 珠海市珠光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东一路 2 号捷达展厅一层 A 区

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东广物上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1086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东广物众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茅岗路 989 号 I 座 A

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冠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大观南路 63、65 号

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和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桥兴大道 635 号

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璟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286 号

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万程申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风神大道玉棠街

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耀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荔城街增城大道 303 号

8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道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16 号

9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城郊街从城大道 306 号

1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滘南路龙潭村官滘北 8 号

1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广州市 广州晟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禹区桥南街蚬涌村番禺大道北自编 1555 号 D 座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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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韶关市 韶关市联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七公里粤北工业开发区民营科技园

1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白沙社区莞太路虎门段 267 号

1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汕头市 汕头市众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中段周厝塭乡北侧

1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南方亚飞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金美路段 8 号

1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东深二路北 10 号

1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瑞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市区长安区长安镇振安西路 1 号

18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园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富竹山村

19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鸿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市区莞太路白马路段 360 号

2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汕头市 汕头市建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平工业区一片区

2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潮州市 潮州市众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铁铺镇铺埔村省道池樟公路旁

2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东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街道牌楼基社区金鳌路高胜汽车城

2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梅州市 梅州市春天上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环市北路 132-1 号

2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河源市 河源市恒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东环路超然汽车

2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惠州市 惠州市恒信德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 14 号小区

2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惠州市 惠州市志通和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镇东升村(仲恺六路)

2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惠州市 惠州市辉达瑞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三栋镇田心村钟屋村民小组（惠南大道旁）

28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惠州市 惠州雄峰新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汝湖镇东亚过沥村（广惠高速汝湖出口对面）

29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湛江市 湛江市金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城区瑞云南路西侧

3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湛江市 湛江市创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华田路（湛江海田国际车城机动车检查站旁）

3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佛山市 佛山市广物众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佛山一环水口路广佛汽车城上海大众店

3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佛山市 佛山市金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万成路和高明大道交汇处 C1 卡

3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佛山市 佛山市乾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洞路南庄三中以北 200 米

3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协力汽车城

3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佛山市 佛山雄峰新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平四路雄峰车城 5 号

3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江门市 江门市通九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新民村海苟围地块利生汽车文化广场

北面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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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中山市 中山市宝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永宁段东村工业区 3-218 幢

38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中山市 中山市集德创建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西区沙朗第二工业区

39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中山市 中山市星时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市区东区白沙湾长江北路 326 号

4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珠海市 珠海南方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白蕉镇白蕉南路 37 号 2 号维修车间

4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珠海市 珠海市华发上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旅游路 68 号 1 栋

4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珠海市 珠海市顺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市香洲区高新区唐家湾镇创新九路 3 号一层

4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茂名市 茂名市宝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高水路 288 号

4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茂名市 茂名市明湖汽车销售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 38 号

4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清远市 清远市广物众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 28 号区广清大道峡山路

4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阳江市 阳江市达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漠江中路北

4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云浮市 云浮市金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区环市东路（云城区罗沙稔塘村与牧羊朱屋村交界处）

48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肇庆市 肇庆广物美轮众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过境公路南东岗西路西东岗（120 区）

49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科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环观南路科发工业园综合楼

50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联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发展公司广深路边 2 号

51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97 区西乡大道西乡街道劳动社区旁西侧

52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德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深汕路 328 号

53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时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银盛路 33 号信义汽车城 68 号

54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星时代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沙区双界河与宝安大道交界处

55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新大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北路 3003 号大兴汽车中心

56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深圳市 深圳市东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联合华鹏汽车交易广场 A2 号

57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牌 揭阳市 揭阳市群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汇源路熙岸尚城往东 100 米

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潮州市 潮州市荣通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北段（金安南边）东侧

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诚志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城路桥沥路段

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莞樟公路温塘路口与环城路交汇处

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遂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 S256 省道旁石鼓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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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东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北 210 号

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君豪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牌楼基泰新路段

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正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振安西路 9 号

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迅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佛山粤

通分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樵乐路醒群杜村工业区 3 号

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佛山市 佛山时利和狮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狮岭村委马一村民小组 321 国道边

1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佛山市 佛山广物君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河村村委会（土名）“山孖山”“瓜园”

1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顺协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华南市场 G15

1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协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1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东物资君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1086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1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南菱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393 号

1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粤通泰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番禺区沙头街西环路沙头工业区东区自编号 1 号 101-140

1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鸿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河村迎宾路 179 号自编 A 区 1-2 号

1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瑞华粤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迎宾路西侧

1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美轮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218 号之 15-16

1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南菱裕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 333 号

2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富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46 号

2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深圳南联汽车修配厂广州服务部 广州市广园东路 2145 号

2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580 号

2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骅能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68 号赛马场汽车城自编号西区 17 号

2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安捷万通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广汕一路自编 8 号

2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广物君豪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新塘汽车城内

2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河源市 河源市华城九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临江镇东环路临江工业园超然汽车城内

2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惠州市 惠州市安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镇乌石管理区大树岭

2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博大道金山汽车城一街 1 号

2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远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环路光辉国际公寓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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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揭阳市 揭阳市荣通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区环市北路以南、新河路以西

3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茂名市 茂名市溢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电白区羊角镇南乡村委会厚禄陂村

3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梅州市 梅州市春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 205 国道新县城门楼侧

3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清远市 清远市南菱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区 B24 号区天诚广场

3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汕头市 汕头市建威经贸有限公司 汕头市珠池路 65 号

3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汕头市 汕头市标远汽车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8 号

3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汕尾市 汕尾广物君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红草镇海汕公路西侧工业园区（三和村与拾和村之

间）

3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韶关市 韶关市荣和君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南郊八公里狐獠岭三号

3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域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 13 区宝民一路 187 号

3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域恒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二社区南岭路第三工业区 138 号 1 楼-1 号

4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工业西路 20 号

4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远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侨城东路鹏程宝汽车展销市场 C 区 001

4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鹏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特发小区综合楼首层西南面

4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星时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坳鸿发家禽批发市场 A 栋 3-6 号

4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骅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李朗大道南岭汽车城 A2

4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红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爱联如意路 99 号

4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红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三路 18 号深业车城内 A 区 A06 A08

4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与内环路交界处

4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阳江市 阳江市阳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东县行政区（广湛公路边）

4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云浮市 云浮美轮运通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环市东路 28 号

5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湛江市 湛江市源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汽车专卖店 Z 区

Z116

5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湛江市 湛江市金宏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南路

5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庆通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肇庆大道（肇庆学院东侧 188 米）

5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创通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城南四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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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中山市 中山银河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彩虹大道 161 号

5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中山市 中山市大昌行合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中

5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利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中山六路 178 号

5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珠海市 珠海通兴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吉大园林路 106 号信海大厦首层

5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别克牌 珠海市 珠海安骅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广珠西路界冲村

5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东莞市 东莞市虎门志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S358 省道龙眼路段 31 号之 3

6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莞樟公路与环城路交界口

6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东莞市 东莞市南菱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内

6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东莞市 东莞市会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 107 国道白马路段

6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东深二路北 8 号

6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佛山市 佛山市迅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樵乐路田边村田边北五号首层之一

6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佛山市 佛山时利和申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八路 61 号桂江立交桥侧

6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佛山市 佛山申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321 国道南海三水交界处

6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广珠公路伦教路段

6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南菱汇通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403 号

6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东广物金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1086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8 号楼首层

7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迅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沙头街沙头村西环路工业区东区自编 1 号

7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迅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区番禺大道冼庄立交南 300 米瑞华汽车城内

7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美骐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218 号之 17-18 号

7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南菱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建设北路与平步大道交汇处

7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580 号

7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骅新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 107 国道边新塘镇白江村田吓社耙岭

7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惠州市 惠州市安骅骅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惠州大道小金口段 239 号之二

7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远实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演达一路 14 号汽车大市场内

7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江门市 江门市汇通汽车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121 号利生汽车服务维修中心展厅第三层东边

A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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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江门市 江门市雪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85 号 2 幢

8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茂名市 茂名市京粤名通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水路鲤鱼岭南香村委会南面

8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清远市 清远市南菱汇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广清大道南菱汽车城

8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汕头市 汕头市标远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四十三街区之二

8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汕尾市 汕尾广物君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海汕公路西侧工业园区（三和村与拾和村之间）

8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韶关市 韶关市荣和志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韶关市韶南大道南郊八公里荣和汽贸

8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 A007、207 号室内停车场

8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域上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二社区南岭路第三工业区 138 号 1 楼-2 号

8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典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尾社区 180 号第一层

8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远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 9333 号-2

8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骅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澜路 7 号（布吉交警中队对面）

9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力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大道旁嘉进隆汽车综合广场 C11 号

9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阳江市 阳江安捷源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南侧边

9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湛江市 湛江源流浩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商贸市场 S21-2 号

9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庆莱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肇庆大道（肇庆学院东侧）

9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创志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44 号

9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中山市 中山悦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9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珠海市 珠海华发德和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尚雅苑 2142 号（尚雅苑）2160 号商铺

9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雪佛兰牌 珠海市 珠海安骅安通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前山界冲广珠西路政府洗车场办公展厅

9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潮州市 潮州市德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潮汕公路新丰路段凯迪拉克 4S 店

9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东莞市 东莞正通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桥梓路段额头工业区 1 号

10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逸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沙塘沙新路 1 号 01 铺

10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嘉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村头社区村头村东二巷 28 号

10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内

10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东莞市 东莞市威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石鼓社区宝石东路 1 号 101 室

10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禅城区新协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番村牌坊新协力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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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佛山市 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八路 61 号街区西北角

10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广物盈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河村广佛汽车城 12 号楼商铺首层

10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佛山市
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

庄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三环西路

10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10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州广物盈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机场路 888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3 号楼首层

11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南菱凯迪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399 号

11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凯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 105 屏山路段 1 号 102

11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东粤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900 号

11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东广物胜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大道东鱼珠路段 33 号

11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骅能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云五路 8 号 L 栋 101

11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广州市
佛山时利和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 488 号之一

11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惠州市 惠州市安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小金口惠州大道小金口段 239 号之一

11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惠州市 惠州市南菱通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陶前管理区岭排村惠南汽车城

11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江门市 江门市凯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东 45 号 1 座

11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揭阳市 揭阳广物盈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莲花大道以东、环市北路以北部队油库驻地围墙

南侧

12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梅州市 梅州市春天凯迪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环市西路(平远路口）

12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清远市 清远南方骏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新城 B28 号区 09 之 2 首层商铺

12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汕头市 汕头市众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北路 156 号

12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韶关市 韶关市荣和君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八公里狐獠岭 3 号

12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骅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大铲湾港区金湾大道二段 168-2 号

12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域上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二社区南岭路第三工业区 138 号

126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众凯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围社区 107 国道旁怀德银山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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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标远鹏程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 9333 号-6

128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骅骅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 13 号

129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红彤龙辉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北路龙岗天安数码创业园 2 栋 1 楼

130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红彤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北路 3002 号梅园仓库 10 栋 A 单元一楼

131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力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大道以北双界河以东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03

132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湛江市 湛江正通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S13

133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庆通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肇庆大道（肇庆学院东侧 188 米）

134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中山市 中山市星时代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白沙湾长江北路 322 号

135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牌 珠海市 珠海安骅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界涌华安路 1 号

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潮州 潮州市晟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洪巷村溪外片东风日产晟山 4S 店

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潮州 潮州市侨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北端东风日产侨木专营店

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朗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村富民南路 45 号

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凤岗
分公司

东莞市凤岗镇龙平西路 218 号

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白马路段 376 号

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寮步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莞樟路富竹山路段东风日产车行东风南方莞樟
专营店

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东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城路金美村与常朗大道交界东北侧

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塘厦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新阳三路 1 号

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市汇京长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鳌峙塘社区基三横路石榴庙二号

1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安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纱蔡屋振荣路 2 号 A

1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大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长路牛山上山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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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樟木

头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东深大道景福路交警大队旁

1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东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三屯村莞太路三屯路段

1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东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莞太大道虎门镇白沙村 5 组路段 317 号

1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龙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西湖东路 155 号

1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利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桂城海八路中心洲

1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利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石湖洲村民委员会“下三津”

1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明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香街道荷香路

1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庆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龙江洲西路 52 号

2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雄峰骏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洲佛平四路夏东路段北侧

2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和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南路（佛山一环狮山立交西侧）

2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盛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83 号佛山（国际）车城北区七座

2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吉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庄镇吉利大道西吉利工业园利源一路 1 号

2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广东广物锐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里水镇佛山一环东水口路出口 200 米

2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庆宏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 105 国道与佛陈路交汇处（佛碧路 2
号）

2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容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镇海尾社区广胜一街 8 号

2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协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新协力集团第一营业部

2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广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傍江西村段 10 号

2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棠东 895 号

3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东大昌行日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大道 129 号

3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海珠

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88 号

3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东广物京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荔新公路上邵村路段

3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华溢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槎路自编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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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华谦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 G105 国道与河东北路交叉处

3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南菱君达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401 号（白云堡立交北 500 米）

3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东日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花地大道中 268 号

3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东广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下塘西路 614 号

3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佳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环路 126 号

3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海珠
第二分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 777 号

4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绿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 60-2 号

4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耀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街三联村钟岗社磨谷地

4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番禺金冠汽车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111 之 1 厦滘工业园

4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番禺金冠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钟一村钟屏岔道 2 号之二

4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风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 10 号

4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市龙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500 号中控楼（6）栋之一、二层

4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黄埔
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山大道东 280-1 号

4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河源 河源合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旅游大道北面河埔大道

4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南菱君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惠南汽车城南菱日产 4S 店

4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天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环路与口岸路交接处

5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中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东县城银基大道

5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中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金秋路 10 号

5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华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横一路 2 号仲恺汽车城第 2#第 S7 号

5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俊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龙大道 51 号

5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天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黎村（广惠高速路罗阳出口旁）

5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惠州 惠州市永惠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水口镇大湖溪桥西南侧

5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江门 开平市丰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平市长沙八一乡镇企业城 A2 之二

5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江门 江门市昌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台城陈宜禧路北 1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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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江门 江门市利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65 号

5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江门 江门市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 37 号

6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江门 江门市怡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恩平市恩城平石大岭洞 东风日产 4S 店

6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揭阳 揭阳市中升恒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环市北路与黄岐山大道交界处

6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揭阳 揭阳市中升恒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空港经济区榕东大桥以西望江北路以北引桥下塘埔村路段

6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揭阳 普宁市中升恒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普宁市池揭公路乌石路段东侧

6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茂名
广州东风南方广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信宜分公司

信宜市城南六运村六运小学对面 207 旁

6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茂名
广州东风南方广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分公司

茂名市环市西路文岭村委会旁

6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茂名 茂名市盛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油城九路沙田小区北侧 100 米(茂名进达汽车广场内）

6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茂名 高州市铭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大道石仔岭大转盘东侧

6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梅州 梅州广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剑英大道与宪梓南路交汇处

6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梅州 梅州市春天日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平远路口）

7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梅州 兴宁春天汽车城有限公司 梅州市兴宁人民大道西兴田街道办一联村巫公岭

7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梅州 丰顺春天汽车城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汤坑镇东里村横排下 206 国道边东风日产东梅
州春天丰顺 4S 店

7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清远 英德市银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英德市英城观音山大道 8 号

7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清远 清远市金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 B28 号区 12 号

7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清远 清远市阳明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大道 6 号 A11

7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汕头 汕头市中升恒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 188 号广汕公路 324 国道旁

7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汕头 汕头市中升恒达汽车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中段 14A（新津中学前）

7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汕尾 汕尾中升恒通汽车有限公司 汕尾市区海汕公路赤岭段东侧（市区交警大队隔壁）

7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韶关 韶关市通九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北四公里 83 号

7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韶关 韶关市大都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南壹拾贰号之壹

8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清湖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五和大道宝能科技园清祥路 1 号东风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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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8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市大兴宝达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环路 2111 号

8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市星时代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大道以北，双界河以东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 区 08

栋

8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市裕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北环大道 7028 号

8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福永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海大道三星工业区二区第一栋（B

栋）

8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横岗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银盛路 33 号 20 号展位

8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龙华

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公路龙胜新村 B 区 281 号（地铁 4 号线龙胜站

B 出口胜龙加油站旁）

8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罗湖

分公司

销售地址：深圳罗湖区清水河三路深业车城博丰大厦裙楼 4 楼
售后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酒店用品城 1 号入口（3 栋 2
楼）

8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华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68 号联合华鹏汽车交易广场 C1-2

8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福兴围社区观平路 184 号

9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龙岗
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中心城如意路（龙城街道办旁）

9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宝安
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与新安四路交汇处

9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桂庙新村 118 号

9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阳江 阳春市溢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春市春城镇河西迎宾大道桥头北侧阳春人保首层

9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阳江 阳江市广宝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漠江中路北侧（独洲大道路口）

9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阳江 阳江市溢信汽车销售维修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东风三路 163 号

9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云浮 云浮市怡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城北过境公路高峰段自编 3 号

9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云浮 罗定市怡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罗定市素龙街道田边村（陈其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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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湛江 廉江市东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湛江廉江市廉江大道南 9 号北部湾车城 2 号馆 B9～B11 商铺（东
风日产东顺行专营店）

9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湛江 湛江市大昌行骏浩汽车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海田国际车城 E 区（E-02）

10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湛江 湛江东升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65 号

10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肇庆 肇庆合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过境公路肇庆学院牌坊路口东侧

10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肇庆 四会合利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四会市四会大道南 16 号之二（广汇家私旁）

10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东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 105 国道沙港路口

10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众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大道 34 号

10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创世纪菊城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菊城大道西（汽车街）

10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创日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四路 33 号

10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创诚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民众镇文化路 3 号

10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市创世纪名城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361 号

10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中山 中山黄圃中裕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中 171 号之二

11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珠海 珠海风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西三路 1 号华科汽车展览中心展厅
1（A）区

11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珠海 珠海福特恩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工业园华宇路 123 号

11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珠海 珠海黄浦威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科技工业园白蕉南路 37 号

11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东风日产牌 珠海 珠海浦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珠海大道 6698 号美满车城内 2 号楼
19-25（A 至 G）

11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万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风神大道毕村路段（东风日产二工厂旁）

11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广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市莲路傍江西村路段 10 号

11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东喜龙日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中 289 号

11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东喜龙启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15 号西侧

11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东东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93 号首层

11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塘
分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公路白江段 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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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海珠

第二分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 777 号

12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 124 号

12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广州
广州东风南方利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广从一路 192 号

12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龙华
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龙胜新村 B 区 281 号

12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横岗
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岗银盛路 33 号 20 号展位

12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深圳
深圳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罗湖
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博丰大厦裙楼 4 楼

12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泰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83 号佛山（国际）车城北区七座

12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雄峰启程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佛平四路雄峰车城 2 号

12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桂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海尾居委会广胜路二街 20 号

12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旭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北海八路庆云村沙洲围工业区自编 7 号铺

13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桂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良分

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新松路新松居委会 105 国道大良路段

16-1 号地首层之一

13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傲骏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居委会长宁路 41 号之八

13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厚街

启辰分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莞太路三屯路段（东风日产东兴专营店旁）

13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樟木
头分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东深大道景福路交警大队旁

13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寮辰
分公司

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 10 号路 C0302 号

13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鼓
分公司

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大道石鼓路段 456 号大楼一楼

13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朗 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村富民南路 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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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13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江门 开平市泰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平市长沙街道办事处 325 国道八姓路段 15 号 1 座之二

13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江门 江门市利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85 号 1 栋之二

13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江门 江门市通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冈州大道东 45 号 1 座

14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中山 中山市东月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沙港西路(东风日产东日店旁)

14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中山 中山市创世纪名城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361 号

14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惠州 惠州市醒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东县银基大道粤惠汽车大市场门口旁

14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惠州 惠州市天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三栋镇坝山口十八井村岭头背

14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肇庆 肇庆合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过境公路肇庆工商学院旁肇庆大道北侧，即肇庆合利专
营店往西约 800 米

14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湛江 湛江市保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 101 号之四

14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云浮 云浮雄峰启程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东方村过境公路高峰段西侧

147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阳江 阳江市广宝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 325 国道旁（南排村委会预留地）

148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韶关 韶关市帝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七公里百旺大桥旁(悦轩酒店首层)

149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汕尾 汕尾市启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埔边千金埔地段（海汕公路）段

150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汕头 汕头市启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泰山路 223 号汽车城内 E 区 E1,E2 号

151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清远 清远市银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 B28 号区 16 号广清大道边

152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梅州 梅州广利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 206 国道西(梅县机场旁）

153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茂名
广州东风南方广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分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环市西路文岭村委会旁

154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揭阳 揭阳市恒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东山一号路南侧与晓翠路东侧交汇处

155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河源 河源雄峰启程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东环路临江工业园超然汽车城内

156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本部） 启辰牌 潮州 潮州市侨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北段东风日产启辰侨水专营店

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茂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水路 2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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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 101 号（粤西国际车城内）

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合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道 81 号

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珠海市 珠海市建菱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威路 124 号（展厅 3）一层

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乌洋村干渠东

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汕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滘大道以西接海八路交汇点

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五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从化市江埔街环市东路 566 号

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云浮市 云浮市金菱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牧羊环市路两侧硫铁矿厂区内

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骏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广珠公路荔村路段

1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锦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 62 号（香江家居北侧）

1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韶关市 韶关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南郊八公里

1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金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四路 21 号

1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博丰大厦群楼 205

1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金华贵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路新松路段 19 号首层

1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柳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汽车大市场内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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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梅州市兴隆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新区三葵村八队月岌山

1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普宁市兴旺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普宁市占陇镇国道 324 线西湖村路段（西湖加油站斜对面）

1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市新华贵汽车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东 B28 号区一号

1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鸿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汕公路前进路段(铺后底)

2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骏能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园社区宝华森好寓一层

2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区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鹊巷大道旁

2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广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风光村石峡段老收费站

2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揭阳市鹏发车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环市北路以南新河路以西（机电大厦隔壁揭阳鹏
发五菱宝骏 4S 店）

2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合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107 国道附道自编一号

2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东五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营销二区

2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

2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骏茂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水路 278 号

2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鸿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桥东安黄公路洗马桥路口宝骏汽车潮州鸿诚店

2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建永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坦背东二马路 1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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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兴隆汽贸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金凤路 8 号之十二格

3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庆宝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迎宾大道东岗西路(原美轮车城南区宝骏汽车展厅)对面

3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宝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 A－01－01 号

3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骏茂汽车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湛江市众泉汽车城内

3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骏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广深路(沙井段)68 号 103

3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珠海市 珠海市骏菱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 117 号（展厅 1 西）一至三层

3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韶关市 韶关市海和汽贸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南郊八公里

3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揭阳市鹏发骏宝车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曲溪路段（中国银行隔壁揭阳鹏发宝骏 4S 店）

3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华贵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大北路 437 号

3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嘉恒汽车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东 B28 号区二十号

4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兴旺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 368 号 B 座

4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 12 号 1 号楼 101 室

4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骏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道 81 号

4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兰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国际车城北区 6 座 11-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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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从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环市东路 57 号 101 铺

4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河源市骏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风光村牛尾山峡 205 国道边

4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 238 号众赢汽车超市内

4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江门双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大道东 11 号(即原都会村南岭围)

4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广东欣旺贸易有限公司 普宁市占陇镇国道 324 线西湖村路段（西湖加油站斜对面）

4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惠博沿江路金山汽车城粤胜宝骏店

5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骏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桃源社区航城工业区宝华森好寓 1 层 1A

5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粤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 419 号

5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汕尾市锦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埔边工业区路段（宝骏店）

5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梅州市宝诚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新区三葵村八队月岌山

5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华贵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 419 号

5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江门双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新会大道东 11 号嘉迪汽车城内

5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广物宝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河村村土瓜园（佛山一环东侧水口路出口）广佛

汽车城 A 区 3 号

5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菱旺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南城段 368 号 2 栋 1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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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海和汽贸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数码工业园惠南汽车城内二期一街 7 号

5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茂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高州分公司 高州市石仔岭高水公路旁（原珠江学校旁）

6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茂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信宜分公司 信宜市迎宾大道水泥厂斜对面

6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茂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化州分公司 化州市北京路鉴江开发区粤西家私城 8 号

6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茂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电白分公司 茂名市茂港区沙院镇金凤洪塘村 78 号

6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廉江分公
司

廉江市廉江大道 9 号（北部湾国际车城内）

6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珠海市 珠海市建菱汽车有限公司斗门分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园白蕉南路 33 号一层 A4-A5

6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兰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国际车城六座 11-17 号

6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汕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海八路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佛山一环联安段以西广佛新干线以南土名“隔
沙”自编之五

6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宝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万成路 106 号

6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云浮市 云浮市金菱汽车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 罗定市素龙街道中村村委桐油村杨铭才的房屋首层第 3 卡

6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云浮市 云浮市金菱汽车有限公司新兴分公司

云浮市新兴县东成镇东瑶村三村民小组大路下逻河洞近公路边场地

厂房三卡

7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云浮市 云浮市金菱汽车有限公司郁南分公司 云浮市郁南县都城镇高速路口往市区方向 300 米

7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锦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平分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广汕公路边（新和惠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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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海丰县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尾市海丰县附城镇联西穿城公路南山岗路口西侧

7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汕头市锦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埔边工业区一栋 101 号（五菱店）

7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陆丰市万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陆丰市东海镇四十米大道桥西幼儿园路口对面（五菱店）

7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韶关市 韶关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乐昌分公司 乐昌市乐城镇经济开发区黄坑路段

7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韶关市 南雄市龙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南雄市全安镇羊角村委会富村坪三队国道 323 线旁

7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建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228-248 号

7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建恒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坦背东二马路 168 号

7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建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五星江陵大道辽下商铺 3-4 卡

8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中山市 中山市金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黄圃分公司 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中 181 号

8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富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信义汽车展

场龙岗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横岗段)1118 号信义汽车城 16A 展位

8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光明

分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田寮社区松柏路柏龙汽车城一楼 102 号

铺

8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柳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惠东分

公司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银基大道粤惠汽车大市场

8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柳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惠博分

公司
惠州市惠博大道金山汽车城一街

8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兴宁市兴隆达汽车贸易商行 兴宁市人民大道西骏永腾汽车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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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普宁市兴旺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惠来分公

司
普宁市惠来县惠城镇东华路华英路口

8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市新华贵汽车有限公司佛冈分公司 清远市佛冈县石角镇 106 国道西侧惠爱亭收费站办公楼东侧

8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市新华贵汽车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市城南开发区城南大道

8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市新华贵汽车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英德市英城城北和平北路西玫瑰园汽车城 A 区 4-5 号

9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鸿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饶平分公司 潮州市饶平县三饶镇粮田洋开发区

9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鸿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彩塘分公司 潮州市潮安县彩塘镇仙乐一村新潮汕公路西侧

9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骏能实业有限公司龙观店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福民社区竹园工业区 B 栋 26-33 号

9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骏能实业有限公司东都龙岗汽车展
场

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宝荷路口 1 号综合楼

9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澄海区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潮南
分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镇广汕公路中段

9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河源市源城区广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龙川

分公司
河源市龙川县老隆镇附城二中路口

9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揭阳市鹏发车业有限公司揭西棉湖五菱销

售店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新五十米路口（湖东停车场隔壁，揭阳鹏

发五菱宝骏 4S 店）

9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新塘分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广深大道 290-2（太平洋工业区路口）

9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东西大道海八路之北 G11 号地

9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上南路 33 号



26

10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菱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67 号东 101 房

10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凌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莞太路陈屋路段 82 号（陈屋地铁站 A 出口旁）

10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富竹山富兴街 7 号

10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正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深大道中 73 号

10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常平分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常黄公路桥沥路段

10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 2 号路

10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大道 324 号

10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长安分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厦岗社区大山东街 13 号

10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东
城分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东城段 183 号

10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裕德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镇雁田村龙平西路 338 号华易大厦五菱车行

11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海珠区五菱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 339 号 109-112 号

11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耀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大道西 9 号

11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虎

门分公司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虎门分公司

11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万江分公司 东莞市万江区牌楼基社区高胜汽车市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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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东五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芳村分公

司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广州市金马汽车交易市场 31-38 号

11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奔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文华北路 4 号

11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新塘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广深公路 107 国道旁（太平洋工业区路
口）

11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骏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骏
宝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路西侧一号营业厅一层 121 号

11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连平县新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连平县忠信镇忠河路

11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紫金县紫城镇金菱汽车维修中心 紫金县紫城镇林田村上岗

12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大埔县兴隆达汽车贸易行 大埔县湖寮镇环城大道新寨段(白云桥头)

12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蕉岭县兴隆达汽车贸易行 蕉岭县蕉城镇湖谷村（伟珊加油站南）

12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富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沙湾大桥底五菱宝骏

12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吴川分公

司
吴川市海滨街道塘尾桥东鸿宝汽车综合展厅 1 栋 A-05.06.07 号商铺

12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华贵汽车有限公司天河分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 11 号

12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塘厦顺意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东深二路北 102 号

12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长安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涌头村委会下北甲

12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桥头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东深路 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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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茂名市 茂名市骏茂汽车有限公司高州分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石仔岭街道坡心村委会郭屋村 89 号

12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兴隆汽贸有限公司澄海分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鹊巷大道东 1 巷 1 号

13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头市 汕头市兴隆汽贸有限公司潮南分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练南村白坟洋

13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骏茂汽车有限公司廉江分公司 广东省廉江市城南街道牛比岭村 7 号

13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华贵汽车有限公司黄陂分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联合街道广汕三路 86 号

13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阳江市 阳江双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 468 号

13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潮州市

潮州市鸿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饶平钱东分
公司

饶平县钱东镇砚山管区

13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兴旺汽车有限公司大岭山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莞长路大岭山段 361 号 103 室

13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深业
车城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 18 号深业车城博丰大厦 205 号

13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台山市华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台山市陈宜禧路 31 号之六朗诚汽车城

13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亮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镇广佛汽车城 B 区综合楼二首层 118 号

13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陆河县陆兴实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陆河县城南工业区

14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肇庆高要美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街道要南三路 38 号之一

14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怀集分公司 怀集县怀城镇幸福三路 10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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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嘉恒汽车有限公司英德分公司 英德市英城城北和平北路西玫瑰园汽车城 A 区 1-3 号

14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清远市 清远华洋汽车有限公司

阳山县阳城镇东社区阳山大道 389 号（碧桂园）观澜苑七街 11 座
4.5.6 号商铺

14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开平市信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长沙街冲澄居委会黄泥塘 7 号

14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揭阳市鹏发车业有限公司棉湖五菱销售店

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新五十米路口（湖东停车场隔壁，揭阳鹏
发五菱宝骏 4S 店）

14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顺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万江分公司 东莞市万江区牌楼基社区金鳌大道蓬庙大桥西侧

14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揭阳市 揭阳市鹏发骏宝车业有限公司惠来分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惠城镇庆平路宝骏体验店

14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东
城分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上桥莞龙路段 183 号

14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裕德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镇龙平西路 338 号华易大厦首层

15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太和分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广从三路 418 号

15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安友汽车有限公司增城分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增城大道 324 号

15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肇庆双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马头岗村南端州一路东（香料厂厂区内 C 幢）

15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佛山市

佛山市高明区宝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顺安路 30 号涛汇尚品花园 2 座之七商铺

15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柳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惠阳分

公司

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铁门扇地段（2 号商业）A08、A09、A48、

A49 号

15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海丰县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尾市海丰县可塘镇长桥新区 B1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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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陆河县陆兴实业有限公司 汕尾市陆河县城南工业区

15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汕尾市 陆丰市万通汽车有限公司 陆丰市东海镇东海大道金保村路口（宝骏店）

15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韶关市 乳源瑶族自治县新林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乳源县侯公渡中学往县城方向行 300 米（新林屋村对面）

15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河源市 和平兴发汽车销售服务中心 和平县合水镇珊坪村

16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深圳市

深圳市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坪山
分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坪山新区大道 6109 号厂房 10 号-15 号

16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东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虎
门村头分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太安路虎门段 61 号恒富大厦 112 室

16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桥背车管所旁粤胜宝骏店

16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博罗分公司 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分龙大道中段粤胜宝骏店

16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惠州市 惠州市粤胜汽贸有限公司河南岸分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汽车大市场（城区法院对面）粤胜宝骏店

16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怀集县永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国际时代豪景苑

16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四会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四会市四会大道东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大楼

16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肇庆市 广宁县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宁县南街镇本策工业园

16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广州市 广州市志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石化路 2381 号上汽通用五菱店

16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遂溪分公
司

遂溪县遂城镇 325 国道旁全友家具城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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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徐闻分公

司
徐闻县徐海大道劳动保障局对面

171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大众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雷州分公
司

雷州市雷城镇湛海公路西侧边坡村地段

172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平远县恒裕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平远县大柘镇鸭麻桥

17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丰顺县军顺汽贸经营店 丰顺县汤坑镇粤东商贸城 A1 栋 12-16 号

174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兴旺汽车有限公司石排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西 76 号 121 室

175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湛江市 湛江市骏茂汽车有限公司赤坎海田分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汽车专卖店 Z 区 121 号
商铺

176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梅州市

梅州市兴隆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五华分公
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寨大道水安路

177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阳江市

阳江双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阳春分公
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春市春城区镇阳春大道东侧惠众汽车城 B 区 18-19
号

178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台山市华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台山市台城区陈宜禧路 31 号之六朗诚汽车城内

17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正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深大道中 73 号

180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宝骏牌 江门市 开平市信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长沙街冲澄居委会黄泥塘 7 号

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潮州市 潮州市达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乌洋镇乌官崛顶

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津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富竹山路段金富路

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莞樟路西 68 号

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穗东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袁屋边路段 2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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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振丰五金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西燕窝路段 31 号

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石排分公

司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燕窝村段群力大厦首层

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俊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新联社区分离山 8-10 号

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新东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莞太路虎门段 441 号 101 室

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83 号佛山（国际）车城南区三座 2 号

1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1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南海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文华北路 22-23 号

1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荔村村委会南苑路 1 号侧

1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友道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 106 国道鹤龙路 5 号

1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为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 107 国道广深高速新塘出口处

1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二马路 72 号自编房 1 号

1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番禺分公

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番禺大道北 668 号

1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为众长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朱村街朱村大道东 1 号

1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河源市 河源市奔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广东省河源市河源大道湛珠湖地段

1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国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上洞村尖顶仔地段

2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博沿江路金山汽车城对面

2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

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13 号 31 幢 101-102-103

2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门蓬江

分公司
江门市建设三路篁庄叶坑地段 2 号商铺

2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揭阳市 揭阳市海德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 S335 省道与华安路交汇处

2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茂名市 茂名市晟泰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油城九路沙田小区.

2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茂名市 茂名市吉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新坡镇关车管理区 13 区 28 号-001 之二

2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梅州市 梅州市华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锭子桥华发苑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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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清远友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东 B41 号区（107 国道众合力汽车城内）

2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清远市众康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东 B41 号区众合力汽车城内

2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汕头市 汕头经济特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汕头市汕汾公路与淮河路交界处（广汽本田金田店北侧）

3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韶关市 韶关市森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韶南大道六公里东侧

3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韶关市 韶关市华城九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六公里东侧韶关市亿利达机械有限公司北侧 3-6

号门店

3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金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环观南路 6 号 102-1

3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龙岗区时兴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吉祥南路 16 号

3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奔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联合华鹏汽车市场 B1-2 北侧 A

3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金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福永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南路东方车城 102

3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鹏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B 区 B02

3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江市万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石湾桥

3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江市丰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康泰路丰华哈弗 4S 店

3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云浮市 云浮市新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环市东路罗沙段（稔塘变电站对面）

4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湛江市 湛江市永丰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海田国际车城 S19 号

4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湛江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

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 S15

4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肇庆市 肇庆市高要区长城农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肇庆市过境公路鼎湖区苏村 321 国道旁

4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肇庆市 肇庆市长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121 区肇庆大道南侧（面向 321 国道）长城 4S

蓝网店

4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中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89 号前商铺 4 卡

4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骏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沙朗 105 国道西侧(彩虹大道 139 号)

4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广东美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街道白沙湾工业区金基汽车城 12 幢之二

4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小榄分公

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菊城大道西 176 号 D2

4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珠海市 珠海市金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 611 号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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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奔爵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宝安大道边衙边学子围巨基科技大厦

一楼南面

5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长安分公

司
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社区河东二路 1 号一楼 1 号铺

5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常平分公

司
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塘角路段

5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俊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林村社区塘厦大道北 223 号 A1

5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汇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埗镇低涌村高龙西路 333 号宝鼎科技园厂房 B 栋 C 区 02

号

5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星辉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社区锦厦村石闸路 3 号

5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君韵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镇莞长路大岭山路段 361 号 101 室

5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滘西路 68 号（D1--6 档）广通车城

5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合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 107 国道附道自编一号（农机汽车城）

5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岸分

公司
惠州市惠州区河南岸演达大道 14 号小区内第二期 37 号

5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国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惠城店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演达一路 14 号小区 18 号

6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国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惠博沿江路金山汽车城内 2 号展场

6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清远市天业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新城 B28 号区（横荷路口）

6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云浮市 云浮市新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国道 324 线 K136+150 至 K1136+400 左侧

6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鸿燕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袁屋边三和市一巷九号

6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龙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龙眼路段 S358 省道旁港龙铺位

6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俊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常朗路 70 号

6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顺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道南 8 号之三

6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高明分公司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荷香路 103 号 12-14 卡商铺

6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从化分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街口街团星村 106 国道旁（未编）西 101-102

6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河源市 和平县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合水镇珊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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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河源市
河源市奔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龙川分

公司
广东省龙川县老隆镇马口莲（旺隆石材店侧）

7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河源市 连平县广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连平县元善镇连平大道南

7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惠阳分公

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永兴路车管所对面

7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湛江市 廉江市万研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廉江大道南 293 号

7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国鑫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惠东分公司 惠东县平山环城南路（狮朝洞路口）

7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惠南分公

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惠南汽车城内 B02 号场地

7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江门市卓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鹤山市江沙公路佛开高速陈山出口旁（俊峰汽车城内）

7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

营业部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都会村委会河笃围

7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鹤山市盈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 鹤山市雅瑶镇石湖管区上西村

7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揭阳市 普宁市金莎汇贸易有限公司 普宁市 236 省道东 50 米即燎原加油站斜对面（鼎兴盛汽车城内）

8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茂名市 信宜市携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东镇六运社区罗泽湖屋首层

8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茂名市 进达汽车（高州）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州市石仔岭彭村岭大转盘东侧

8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梅州市 五华县华发汽车经营部 五华县水寨镇水安路玉茶耙里隆第六、七号店面

8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梅州市 兴宁市华发汽车信息咨询服务部 广东省兴宁市人民大道五里路段

8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佛冈枫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冈县石角镇 106 国道西侧吉田路段（既众汽车城内）

8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连州市众盈汽车有限公司 连州市城南大道旁（连泰顺德家具广场侧）

8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阳山县亮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阳山县阳城镇韩愈南路 26、28、30 号

8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英德市合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英德市英城金子山一号路北江一号路 1 号铺

8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汕尾市 汕尾广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西河管区十八公里路段

8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韶关市 翁源县泰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翁源县龙仙镇建设一路（文体广场）

9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江市茂江汽车有限公司阳春分公司 阳春市春城站港公路西侧鸡项岭

9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江市丰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阳西分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桥平一路 5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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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春市众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春市春城街道阳春大道东侧（尚品爱琴海对面）

9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阳江市 阳西春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阳西县迎宾大道 5 号

9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云浮市 云浮市新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罗定分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素龙街道中村

9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中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小榄分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129 号

9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中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黄圃分

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镇兴圃大道中 76 号 C 区之一

9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亿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 4 路

9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利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三乡分

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振兴路 62 号首层第四卡商铺

9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为众升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塘角村环常西路 3 号.

10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羚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袁屋边 270 号

10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为众成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塘唇莞樟路塘唇路段 68 号.

10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汽车城 12 号

10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协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广珠公路新松路段汽车城第一营业城内

10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沥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曹边同庆大道西 1 号之三

10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
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二路 119 号 102 房.

10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为众兴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深公路太平洋工业园西侧

10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番禺第二

分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新楼坊彩虹路 1 号 B 栋

10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元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西横路 2 号 1 楼

10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河源市 河源中裕源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风光河埔大道东边（丰源钢结构公司对面）

11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为众升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数码园惠南汽车城 BO1 号.

11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江门市 佛山市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新会分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 26-1 号

11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揭阳市 揭阳市海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揭东区 206 国道曲溪大圆往汕头方向 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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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清远市 清远龙星骏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大道 6 号-A10

11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汕头市 汕头市海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泰山路中段陈厝葛西侧

11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为众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钟屋大门辅道往南走 200 米为众达

11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头社区环镇路 2 号

11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兴宝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观光路 1319-3 号

11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腾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环观南路 6 号 102

11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湛江市 湛江市德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 101 号粤西国际车城之八.

12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肇庆市 肇庆市强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 321 国道过境公路以南 102 区第三卡

12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

司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菊城大道 176 号 D1 幢商铺

122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中山市 中山市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35 号

12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珠海市 珠海市轩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 639 号 1 栋 1 层、2 层 201.

124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为众成汽车有限公司虎门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莞太路虎门段 443 号

125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为众成汽车有限公司石排分公司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燕窝村段群力大厦首层

126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广州市 广州市为众兴汽车有限公司增城店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朱村大道东 1 号.

12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惠州市 惠州市为众升汽车有限公司河南岸店 惠州市惠城区演达路河南岸汽车市场 B 区 31 号

128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深圳市 深圳市为众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龙华店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鹊山工业区 17 栋整栋

12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梅州市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

司梅州店
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明阳村第十七村民小组环市西路 228 号

130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汕尾市 汕尾广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WEY 汕尾市城区红草西河管区十八公里路段

131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哈弗牌、魏派牌 韶关市 韶关市新联汽贸集团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八公里

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润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沙朗村广珠公路侧

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利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九洲 LED 城马路正对面（原力大橡筋

厂）

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顺鑫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北路通达汽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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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诚志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市辖区莞樟路与环城东路志诚车行内

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汽车城 8 号地

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广物粤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佛山一环水口路出口东侧 200 米

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长安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国际车城内石湾雾岗路河南工业大道 F 座 1-13 铺及侧道铺面

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东之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滘路段金榜综合市场内 10、11 号

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汕头市 汕头市茂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泰山路 30A 街区

1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汕尾市 汕尾东润汽车有限公司 汕尾市红草埔边海尾公路 18 公里南

1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肇庆市 肇庆市美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126 区东岗东路南旧洋逻鱼塘卡位 1-3 卡

1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粤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 297 号

1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明烜昕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1031 号 101

1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鑫烜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290 号

1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启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 232 号

1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湛江市 湛江合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区赤坎区海田路 108 号

1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揭阳市 揭阳市远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环市北路与莲花大道交界处东 200 米

1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韶关市 韶关市明洋广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韶南大道八公里处商铺

1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惠州市 惠州长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金龙大道金石四路中汽汽车城 1 号

2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惠州市 惠州市裕惠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区惠搏沿江路金山汽车城 B1 商铺

2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韶关市 韶关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南郊四公里亿华汽车城内

2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河源市 河源市裕祥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河源大道桂山路口

2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中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89 号前商铺 4 卡

2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裕祥达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南约社区植物园路 144 号翠华达南约

工业厂区 4 号厂房 B 单元 101

2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裕祥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鞍胜路 37 号

2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茂名市 茂名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水公路南香路段京粤汽车城内

2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珠海市 珠海市美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前山上冲国际名车城华宇路 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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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森宝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 C-03-01 号地块

2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周溪路段一号

3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豪长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北村头青龙桥东侧 1 号自编之二

3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益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樵乐路大巷段 1 号

3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潮州市 潮州茂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潮汕路旁鹳柴路段

3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明煜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从快速路边城门河货运市场 E 栋

3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东美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北路 596-606 号

3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汕头市 广东华美易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 69 号

3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亚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3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顺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江区江陵西路 26 号

3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揭阳市 揭阳市茂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揭阳市揭东区 206 国道港美村路段邮电局东南侧 150 米处

3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江门市 江门市美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岗州大道东 26 号（新会区会城街道都

会村委会河笃围）

4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江门市 江门市盛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新会大道东 11 号嘉迪汽车城内铺位 B 区

4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梅州市 梅州市远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留村国道侧环市北路 152 号

4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安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社区振安南路蔡屋九头围用地 B 区 4-8 号

铺

4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华多利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内 C-03-01

4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惠州市 惠州长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南大道福长岭村

4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阳江市 阳江市美利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 466 号

4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骏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三合路 1 号 24 栋 1 层

4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清远市 清远市众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大道 6 号-A4

4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惠州市 惠州市裕惠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办高岭村金秋大道地段

4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通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东路 5 号

5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悦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路 201 号

5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国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 107 国道上南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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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悦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博涌村 358 省道社岗路段新虎威工业城 1 号

5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顺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龙岗大道 7002 号信义汽车城 27-28

展位

5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湛江市 湛江正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深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东侧（即赤岭小学正对面）的 12 至 13

号铺位

5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润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55 号

5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森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寮步国际汽车城

5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东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总部中心一号楼

5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广煊商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建设北路 228 号

5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潮州市 潮州茂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安县浮洋镇西郊村唐厝十亩片（潮汕公路乌洋路段）

6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物正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二号路

6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东莞市 东莞市渝州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盛嘉汽车城主展厅 A19、A20、A21、

A22

6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路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国际）车城南区四座 2 号

6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天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38 号佛山车城一区 E9，E10

6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广物粤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广佛汽车城内

6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叠北村委会叠滘大道西侧

6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万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桂城海

八路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华南汽车城 G11 号

6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诚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南丰大道荷花世界路口友好汽车城内

6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105 国道新松段

6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东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888 号

7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机场北路 888-1086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7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番禺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蔡二村大北路 652-662 号

7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市广物悦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建设北路 223 号之一

7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州东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1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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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广州市 广东亚飞汽车连锁有限公司 增城市新塘镇广深高速出口处 107 国道旁

7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惠州市
惠州市裕祥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南岸分

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演达大道 14 号小区内(河南岸汽车大市

场内)

7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江门市 开平市广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沙冈红进开发区

7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江门市 江门市长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江门市建设三路 75 号首层 115-119 室

7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江门市 江门市新会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城冈州大道东 52 号

7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揭阳市 揭阳市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空港经济区炮台镇埔仔寨内村 206 国道西侧

8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揭阳市 普宁市普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普宁市广达东路即交警大队西侧

8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揭阳市 揭阳市嵊鑫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新河路以东环市北路以南盛鑫办公楼

8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茂名市 茂名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西五洲汽车城

8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梅州市 梅州市华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环市西路锭子桥头（城西职中侧）

8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梅州市 梅州新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西郊寨中环市西路

8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清远市 清远市东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人民四路 38 号

8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汕头市 汕头市金壹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练南 324 国道中汇汽车城内 C

8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汕头市 汕头市茂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新津街道泰山路 80 号之一

8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韶关市 韶关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韶关市长浈江区韶南大道南贰拾贰号（22 号）

8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宝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富华社区航城工业区富鑫林工业园 A2

栋楼第一层

90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裕祥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植物园路 144 号百世国际汽车城)

9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深圳市
深圳市裕祥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龙珠分公

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龙井路 691 号奥瑞那大厦

92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阳江市 阳江市茂江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金山路大金湾渡假村侧

9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云浮市 云浮市长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罗沙村委稔塘村 324 国道旁（地号：

01-18-0179）

9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湛江市 湛江佳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大道北 56 号北侧五间门店

9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肇庆市 肇庆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321 国道肇庆学院往广州方向 6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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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河铺商业街 5-15 卡

97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长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小榄分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菊城大道西东村工业村 405 号 A3、A4、

A5 铺位

9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中山市 中山市吉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01 号 A 幢之一

9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牌 珠海市 珠海市立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上冲国际名车城华威路 102 号

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石东路 448 号

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鸿粤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855 号

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长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庆槎路 801 号

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环市东路 108 号自编 101 铺

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穗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东环路 190 号

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汇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 105 国道大石段 695 号 101

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合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88 号

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广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龙潭村官滘北 38 号之二

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骏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花都区新华镇农新路 22 号

1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芳村大道 205 号

1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大昌行合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 299 号

1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大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350 号

1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嘉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553 号

1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东恒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镇吉山村莲塘路 1 号

1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增城市荔城镇广汕公路三联路段

1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亿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 107 国道白江路段广深大道西 214 号

1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骏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花山分公司 花都区花山镇洛场村第四经济社花都大道北金茂加油站侧

1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华峰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 217 号

1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兴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 107 国道上寮路交汇处

2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鹏峰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南中路福田汽车站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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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新力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清林西路投资大厦 1 楼

2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鹏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郎路 9 号万国城 C 座首层

2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誉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龙屋工业区 7 栋

2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中升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民康路 1 号龙华名车广场

2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大兴宝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19-3 号大兴汽车中心

101-02

2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深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北路梅园仓库 10 号

2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安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珠四路 80 号（西丽车管所东侧）

2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安信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大道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 区 A04-1 号

2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好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坣社区东城环路 1006 号

3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南番村牌坊北侧广汽品牌销售服务大

楼

3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行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季华西路与佛山一环交汇处佛山环球国际

车城

3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得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叠北路段

3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立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沥西广三高速公路松岗出口

3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长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平路与一环交汇处

3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广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盐步广佛新干线联桂路段邵边牌坊旁

3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狮山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院村尚贤中村民小组（土名）振岗自编之二

3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和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南湖三路自编之三

3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三水骏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广海西路 6 号

3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汽车工业贸易有限公司 顺德市广珠公路大良新松路段

4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合田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 325 国道陈涌路段

4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广治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 105 国道林头大桥旁（半岛碧桂园对面）

4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金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常朗大道与环城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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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恒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圣堂社区富民中路 366 号

4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上桥路段

4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鸿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镇 S256 省道三屯路段

4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华升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博涌社岗路段（107 国道南国酒店对面）

4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凯润东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国际汽车城东侧

4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聚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周溪路口

4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金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企石镇东山村育才路 1 号

5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龙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江区万江大道新谷涌段

5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骐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樟木头镇东深公路南方汽车博览中心旁

5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昊安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振安路锦厦河东路段 473 号

5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莞穗路中堂段 66 号

5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聚成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岭山

分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村大石鼓莞长路段

5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恒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石排分

公司
东莞市石排镇燕窝路段大基围工业区

5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骐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塘厦分

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新阳三路 5 号

5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珠海 珠海市达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梅华西路 885 号（市公安局对面）

5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珠海 珠海市高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珠海大道 3015 号

5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中山 中山市本腾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路 10 号（华美酒店对面）

6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中山 中山市浩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 105 国道东升镇坦背东二马路 166 号

6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中山 中山市合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新濠路

6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中山 中山市合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176 号 A2-A3 幢

6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合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新 42 号小区

6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市长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惠南大道边田心村路段

6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市志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惠淡大道边（距建设局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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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市长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惠东分

公司
广东省惠东县平山泰园粤惠汽车大市场内 B07 号商铺

6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潮州 潮州市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潮州市火车站开发区广场西侧

6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揭阳 揭阳市惠田贸易有限公司 揭阳市榕城区 206 国道（市烟草局对面）

6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揭阳 揭阳市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揭阳市进贤门大道与莲花大道交汇处

7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揭阳
揭阳市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普宁分

公司
普宁市环城北路大林路段

7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汕头 汕头市合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中寨东洋田片广汕公路北

7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汕头 汕头市粤东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春源北汕汾公路与衡山路交界

7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汕头 汕头市合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新津路西侧 30B

7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汕尾 汕尾广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海汕公路埔边工业区路段

7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韶关 韶关市金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 142 号广东丹霞农机有限公司 B 座综

合楼部分首层 1-4 号

7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韶关 韶关市远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韶关市韶南大道北 11 号

7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韶关
韶关市金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乐昌分

公司
广东省乐昌市河南乐棉路 58 号

7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江门市骏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五邑路 119 号

7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开平市邑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平市振华红进村水边开发区 1 号地

8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江门市江海区冠华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建设三路

8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台山市嘉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台山市台城陈宜禧路南 35 号

8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江门市锦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新会大道西 26 号

8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开平市邑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恩平分

公司
广东省恩平市恩城大岭洞地块三（3 号汽车 4S 店）

8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清远 清远市骏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创兴大道 6 号 A9（港鸿汽车城内）

8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清远 英德市骏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和平北路东北江三号路西

8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清远
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佛冈分公

司
清远市佛冈县 106 国道石角镇吉田段围仔村 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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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清远
清远市骏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连州分

公司
连州市城南大道（盐业公司旁）

8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云浮 罗定市利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罗定市素龙街道中村村委桐油村（324 国道旁）

8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云浮 云浮市利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云浮市城北过境公路（324 国道）武警大楼旁

9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云浮
云浮市利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新兴分

公司

广东省新兴县新城镇新成工业园二环西路东侧(平康居民委员会房屋

自编 10 至 20 号)

9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肇庆 肇庆市肇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迎宾大道西江大学路口西侧

9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肇庆 四会美轮庆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城中街道省道 263 线公路南面高狮社区林寨村

9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河源 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南风光 205 国道以西鸿达开发区-1

9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河源 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连平分公司 连平县元善镇石龙村地段

9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河源 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紫金县紫城镇永安大道南 86 号

9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茂名 茂名市大昌行骏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电白县水东镇 325 国道边（那楼村委会办公楼东侧）

9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茂名 高州市宝田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州市高州大道乐天大转盘旁

9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茂名 茂名市锦伦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水路 288 号

9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茂名 茂名市锦伦汽车有限公司信宜分公司 信宜市城南迎宾大道

10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剑英大道北汽车文化城内

10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兴宁市骏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兴宁市宁新寨子村 205 国道侧检察院旁

10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大埔湖寮分公司 梅州市大埔湖寮镇黎家坪大桥头汽车交易市场第 47、48 号

10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丰顺分公司 梅州市丰顺县环城路东里俊诚丰顺汽车城旁

10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蕉岭县分公司 蕉岭县蕉城镇叟乐高速公路出口斜对面 205 国道边福星大厦首层

10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平远分公司
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丰光村 206 国道旁（平远法院沿 206 国道往梅

州方向 700 米）

10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贸易有限公司五华分公司 五华县水寨镇水寨大道长安加油站侧

10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阳江 阳春市溢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杨阳春大道东侧（尚品爱琴海对面）B 区 1

至 4 号

10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阳江 阳江市溢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东风三路 1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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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湛江 湛江市大昌行骏铠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50 号 1 栋

11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湛江 湛江市航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海田国际车城广汽本田航华店

11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湛江
湛江市大昌行骏铠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吴川分公司
吴川市 325 国道旁创业路井头村 1 号

11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顺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 4 号路讴歌顺熙店

11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东莞 东莞市聚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东莞市常平镇苏坑村常朗路 318 号

11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禅城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樵乐路新屋地段

11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骏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桂江立交桥东南侧讴歌专卖店

11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105 国道新松路段华劲汽修旁

11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白云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1-3 号陈唱斯巴鲁

11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时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大石希 214 号

119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芳村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大沙埠 488 号金马汽车交易市场

自编号 43-1#，43-2#，44-1#，44-2#

120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广州 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广园东路博汇街 6 号自编 C 座 110

121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市德意进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西区 7 号小区 D1（金山汽车城内）

122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惠州 惠州市长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惠南大道边田心村路段

123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江门 江门市利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121 号

124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汕头 汕头市粤东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汕汾公路与衡山路交界处

125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宏信车友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南环路康达尔工业区

126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深圳 深圳市顺通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 52 号博兴大厦 BX-102

127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肇庆 肇庆市凯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迎宾大道北侧展厅一 A 区

128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本田牌 中山 中山市利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白沙湾工业园金基汽车城内第 11 栋

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州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冼庄立交桥南 300 米瑞华汽车城内

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州市龙腾花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城街平步大道 46 号之三

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东中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广汕公路元岗路段广州汽车市场沿广汕路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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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东广物羊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石东路 450 号

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州市伟加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广深公路坭紫段寺坑尾（土名）

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州市东奇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488 号

7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广州 广州祥烜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从快速路边、利通加油站以北的林仔前自编 C、D、

E、G、H、I、J、K、L、M 广州市城门河货运市场 C101-C114

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江门 江门市兴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西环路 163 号华鸿广场 12 栋

9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江门市 江门瑞华宏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 121 号三菱汽车专卖店展厅

10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创世纪城南汽车有限公司 中山市南区城南四路 1 号（之一）

1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中山市 中山市嘉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西二马路 55 号首层 12 卡

1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中山市 中山市永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53 号

1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中山市 中山市创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40 号

1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珠海市 珠海市华德致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白蕉路 36 号

1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珠海市 珠海市华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 87 号

1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汕头市 汕头市合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30B

17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河源市 河源市通惠汽车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迎客大道（久和机动车检测中心内）

1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惠州市 惠州市三惠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横一路 2 号仲恺汽车城第 S4 号

19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惠州市 惠州市昇惠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 51 号小区（金龙大道边)厂房

20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清远市 清远市泰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 107 国道新城东 B41 号区远光电缆对面

2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汕尾市 汕尾中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埔边工业区海汕公路德昌电子厂对面

2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汕头市 汕头市金壹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练南村白汶样 324 国道旁中汇汽车城

A 幢首层 B13

2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潮州市 潮州市南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潮州市潮安区浮洋镇西郊村七支头

2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揭阳市 揭阳市群记物资有限公司 揭阳市环市北路与莲花大道交界处群记汽车城

2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惠州市 惠州市辰惠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栋镇惠南大道（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斜对面）

2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梅州市 梅州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新县城牌坊斜对面北京现代 4S 店

27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韶关市 韶关市联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七公里北京现代 4S 店



49

2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云浮市 云浮美轮运现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市区环市东路（云浮市人民医院新址侧之二）

29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禅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桂江路亚洲铝厂南侧

30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广物粤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山一环东线水口路出口广佛汽车城

3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时利和北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广东省南海区狮山镇穆院村尚贤中村民小组（土名）振岗自编之四

3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俊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居民委员会芸香围 105 国道边 18 号之

19

3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肇庆市 肇庆美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大道与前村路交汇处

3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阳江市 阳江市京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边

3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泰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57 号

3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湛江市 湛江市广缘创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北路 101 号之一

37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茂名市 茂名卓粤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水公路南香路段厚禄陂村京粤汽车城

3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合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滘路段

39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湛江市 湛江市中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海田路 118 号

40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周溪路段 1 号

4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茶山镇博头村（莞龙路边）

4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深圳市 深圳市顺和盈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大道火车西站南侧万进隆综合楼一楼

43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深圳市 深圳市新力达新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新丰路 101 号

44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深圳市 深圳市昊天林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广深公路松岗段 415 号

45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金世达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金美村常朗路金美路段

46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冠丰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莞樟公路寮步塘唇路段东莞国际汽车城

47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新世达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塘厦大道北 212 号

48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广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莞太路白沙路段 269 号

49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东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锦厦河西工业区德诚路 1 号

50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大朗世达汽车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朗镇富民大道南 79 号

51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东莞市 东莞市和汇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广深公路 107 国道东泊段 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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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牌 深圳市 深圳市大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68 号联合华鹏汽车交易广场 B3

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丰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发源路 98 号

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243 号

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元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广汕一路 680 号

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机场高速黄石南入口侧

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滘东路 615 号

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骏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盈溪路 151 号

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市诚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东环路 17 号(好又多对面)

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市亿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增城市荔城街 324 国道五一村路段

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溢桂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136 号

1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市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365 号（白云堡立交桥直行 100

米左侧）

1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瑞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 741-757 号（单数）101

1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逸富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 228 号

1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东喜龙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市南大道 129 号 101 号

1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广州 广州骏龙从城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环市东路 202 号为正汽车城内自编 106 铺

1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鹏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汽车站南侧（白石路东）

1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盛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前进二路 104 号

1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大兴通商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大道以北双界河以东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01-1

1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兆方联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丽水路 1052 号

1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企沃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口 1016 号

2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易达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民康路 1 号龙华名车广场内（8 号仓

奥特莱斯相邻）

2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市裕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荷花路 108 号 101

2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深美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 108 号江洲大厦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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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大兴大宝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 195 号厂房第二栋

2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中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光明大道 18 号光国强兴丰工业园

2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捷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立交北侧 01 号

2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深圳 深圳中升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19-9 号 101 广汽丰田 4S

店

2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珠海 珠海市景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工业区华宇路 99 号（上冲国际名车城）

2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珠海 珠海瑞荣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珠海大道 6698 号广东美满集团有限公

司 2 号厂房一楼 1-8 轴 A-G

2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珠海 珠海长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南屏科技工业园屏西三路 1 号

3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汕头 汕头市合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长平与泰山路交叉口东南角

3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汕头 汕头高新区聚诚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高新区科技西路 1-2 号

3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汕头 汕头市广物昱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练南村国道 324 广汕公路旁广汽丰田 4s 店

3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溢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佛山大道中 83 号佛山(国际车城）北区五座一号

3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友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桂江立交桥南侧灯湖西路旁

3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合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3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金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樵乐路吉利工业园

3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广物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佛山一环东侧水口路第七出口

3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三水中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南丰大道 24 号

3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狮山骏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狮山镇罗村社会管理处南湖三路自编 17 号之一

4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中升捷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穗盐西路 118 号一座

4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西溪工业区文昌路二街 7 号

4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溢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社区居民委员会南涌 105 国道芸香围路段

22 号之一

4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市锦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容桂街道办事处天河工业区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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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韶关 韶关市荣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七公里东侧

4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湛江 湛江市大昌行骏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50 号 2 幢

4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湛江 湛江市华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商贸市场-s18

4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肇庆 肇庆市端州区顺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端州区 321 国道过境公路以南 102 区（工商学院对面）

4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肇庆 肇庆美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站港北路南侧 8 区肇庆市内河石油运输有限公司厂房

之二

4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江门宗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新会大道东 6 号

5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江门海之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江沙路收费站西侧

5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台山市邑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台山市西湖路西湖外商投资示范区朗诚汽车城

5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开平市金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开平市水口镇红进村民委员会水边开发区 2 号地

5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恩平市海之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恩平市精文汽车商贸城南侧地块

5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江门永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滘头工业园滘兴东路 8 号

5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茂名 茂名市茂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茂南大道一路 71 号

5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茂名 茂名市宝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高水路 288 号

5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惠州 惠州俊峰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河南岸下马庄 15 号小区

5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惠州 惠州市志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桥背村惠南大道边（距建设局 100 米）

5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惠州 惠州市佳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江北金龙大道 51 号区

6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惠州 惠州惠美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上洞村坦陂路口第 9 轴-16 轴

6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惠州 惠州市合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横一路 2 号仲恺汽车城第 1 栋 S1 号

6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梅州 梅州市俊诚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梅塘东路 45 号

6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梅州 梅州市嘉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扶大高管会剑英大道梅县文化汽车城内

6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汕尾 汕尾中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尾市区海汕公路东侧汕尾高新区红草园区范围内

6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河源 河源市广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明珠开发区河埔大道西创业三路南

6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阳江 阳江市溢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高凉路南侧

6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阳江 阳江宝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东城镇广雅路与东风四路交汇处（石化加油站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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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清远 清远市南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小市新城广清大道 南菱汽车城 （云山诗意斜对面）

6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清远 清远瑞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兴大道建设二路港鸿汽车城 6 号 A-14 清远

瑞凯丰田高新店

7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合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大道 387 号

7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东莞国际汽车城 A-01-07 号

7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永佳中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溪头康乐南路段

7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合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金美村常朗路与环城路交界东北侧

7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东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东深二路北 2 号

7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大宁麒麟西路 1 号(虎门高速公路出口 500 米)

7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华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宵边社区德政中路 129 号-1

7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合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路谷涌路段莞穗立交桥旁

7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中升捷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工业区莞长路西 1 号

7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合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排镇石排大道燕窝路段

8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美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村福塘街 166 号

8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东莞 东莞市永诚誉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富民中路 961 号 1 栋 101 室

8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中山 中山市合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12-16 号

8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中山 中山庆丰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72 号之一

84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中山 中山市合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永宁路段

85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中山 中山市国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沙溪镇新濠路 2 号之二

86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中山 中山宏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港口镇民创街 2 号

87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潮州 潮州合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安县浮洋镇潮汕公路新丰路段东侧

88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揭阳 广东恒福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县揭东开发区 206 国道南侧

89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揭阳 揭阳市鸿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普宁市燎原街道泥沟高速出口普宁职校教学实训楼首层

9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云浮 云浮市利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环市东路牧羊朱屋村与罗沙稔塘村交界处

91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肇庆
肇庆市端州区顺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会分公司
广东省四会市四会大道北高狮村第八号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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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佛山
佛山三水中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南海

分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宁社区桂丹西路 11 号银汇华庭 16 座 109-12

号铺

93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牌 江门 江门宗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鹤山分公司 广东省鹤山市佛开高速陈山出口江沙路旁

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恒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广深路 66 号（沙井段）名爵汽车 4S 店

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声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三社区帝堂路 44 号 101

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东莞市 东莞市华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林村林东三路 1 号 101 房

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小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新生路 176 号

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东莞市 东莞市名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石鼓 S256 省道旁名瑞名爵 4S 店

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名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龙珠社区 107 国道边 339 号吉美禾商务中心

一层 2 号

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帝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布龙路元芬工业区 C 栋

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东莞市 东莞市华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桥梓村上沙头工业区 5 号一楼

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东莞市 东莞市宇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新旧围社区国际汽车城内 A-01-04 号

1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深圳市 深圳市有道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度假村联合华鹏汽车市场 A1-5 号

1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远车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三环路光辉国际公寓一楼名爵 4S 店

1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中山市 中山市富荿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六路 176 号

1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梅州市 梅州市文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环市西路 220 号上汽名爵梅州文佑店

1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汕尾市 汕尾市永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海汕公路赤岭顶东侧

1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惠州市 惠州市广惠英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栋镇数码工业园惠南汽车城内第 3 号展场

1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中山市 中山市富茂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沙朗 105 国道旁富茂汽车城

1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汕头市 汕头市标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头市泰山路 8 号

1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揭阳市 揭阳市海德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仁义路与联泰北路交汇处

1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肇庆市 肇庆美轮庆爵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东岗西路肇庆美轮车城南区名爵 4S 店

2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湛江市 湛江市金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汽车专卖店 Z 区

103 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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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江门市 江门市德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53 号 A 区第 1 卡

2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韶关市 韶关市广新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韶南大道六公里（科技馆往南 50 米）

2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江门市 江门市宝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利生车城（MG 江门宝通店）

2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茂名市 茂名美轮名珠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高水路南香路段旧京粤汽车城

2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清远市 清远市骏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新城 B28 号区骏飞汽车城

2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云浮市 云浮美轮庆爵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环市东路 28 号（即云浮市人民医院新址侧之四）

2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广州市 广州市众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岐山路 940 号 A1 栋

2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广州市 广州安红瑞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451 号上汽名爵 4S 店

2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华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魁奇西路与佛山大道交汇处佛山世纪车城 2 座 2-108

号

3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广州市 广州美轮庆爵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环路 25 号（番禺广场附近）

3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佛山市 佛山市融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居委会 105 国道芸香围段 5 号之一

3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广州市 广州安红福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自编 208 号

3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佛山市 佛山市申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S15(沈海高速广州支线)

3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华璟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华南汽车城 G12 号之 1102

3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华泓意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 97 号

3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珠海市 珠海永奥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威路 100 号二号展厅一楼之五、二楼之三、三楼之二

3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阳江市
阳江市宝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直营

店）
江城区金山路金山汽车广场

3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河源市
河源市中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直营

店）
源南镇风光村石光浦小组路口 38 号

3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名爵牌 潮州市
潮州市潮安区潮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直营

店）
浮洋镇潮汕公路洪巷路段前片

4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佛山市 佛山市赛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河窖围 G12 区首层

4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江门市 江门市恒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13 号

4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佛山市 佛山市华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番村丰田工业区及祠前工业区 3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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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佛山市 佛山市旭耀汽车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新滘 105 国道新滘路 33 号 C 区首层

4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江门市 江门市宝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银帆路 2 号 10 幢(利生车城南区)

4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湛江市 湛江市海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海田国际车城汽车专卖店 Z 区 122-123 号

4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公路与环城路交界口

4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市荣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路周溪路口红绿灯旁

4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市志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 2 号路

4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威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北栅社区 S358 省道（虎门段）773 号一楼

5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上荣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袁山贝村环城西路袁山贝路段

5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东莞市 东莞市永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大坡头 13 号

5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美奂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路新源街 29、31、33 号

5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东广物骏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萧岗机场路 888-1086 号广东汽车市场内 2

号楼

5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中山市 中山美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江陵西路 12 号

5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融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长安街 4 号

5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美轮美奂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道东环路 25 号

5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市华绅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 9 号

5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安骅骅威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云五路 8 号 L 栋

5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中山市 中山市润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升镇坦背西二马路 177 号

6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市辉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290-b 号

6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广州市 广州春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白云大道北自编 576 号（地铁白云东

平站 A 出口）

6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远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河南岸三环南路光辉国际公寓一楼荣威展厅

6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汕头市 汕头市标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8 号

6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韶关市 韶关市荣和志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南郊八公里

6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惠州市 惠州市辉达荣威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惠博大道金山汽车城二街 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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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惠州市 惠州市南菱骏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上洞村坦陂路口三栋汽车城商铺 5、6、7、8 号

展厅

6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汕尾市 汕尾市宝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铜鼎山旅游区对面荣威 4S 店

6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安骅骅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环城南路 13 号厂房 1-5 楼

6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新胜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围社区 107 国道旁怀德银山大厦

103 号

7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有道至诚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爱南路 359 号

7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新嘉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横岗区横岗街道保安村信义汽车专业市场 2#展厅 16 号

C 号

7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安智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清龙路彬峰桂工业园 A 区 101 室

7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云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广深公路沙井段 10 号深圳云杉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7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赛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蜜湖社区红荔西路 8021 号香蜜湖联合

华鹏汽车交易广场 A1-1 整套

7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荣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万科城社区新天下工业城 01 号厂房

101-1-11

7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上汽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 4050 号上汽大厦

7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城投深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西环路 2103 号

7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顺和盈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布龙路与龙观西路交汇处合盛国际汽车园

7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市深国威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路 1233 号君澜大厦一单元 101

8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清远市 清远市广物骏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新城 28 号区峡山东路旁

8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肇庆市 肇庆美奂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东岗西路美轮车城南区

8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珠海市 珠海市荣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华威路 113 号

8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揭阳市 揭阳市和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区环市北路以南新河路以西

8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茂名市 茂名美轮名威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茂名大道与西粤南六街交叉路口往东北约 100 米(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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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西侧)

85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云浮市 云浮市盈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罗沙稔塘村 324 国道边云浮地址

86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河源市 河源市荣泰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河源大道南桂山路口石头山荣泰达汽车店

87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深圳市 深圳荣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关口二路嘉进隆汽车城 E 区

01B-2 号

8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梅州市 梅州市骏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西郊办事处寨中环市西路市车管所对面俊诚名车城内

8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佛山市 佛山和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南路佛山一环狮山立交西侧

9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潮州市 饶平县博毅汽车城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联饶镇迎宾大道星星幼儿园北 250 米

91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河源市 河源市中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风光村石光铺小组路口 38 号

9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梅州市 五华县年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水寨镇耙里路黄井村 468 号

9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荣威牌 阳江市 阳江市阳东区远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金山路 183 号

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东莞 东莞市东富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香市路塘唇路段东富奇瑞 4S 店

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东莞 东莞市东富实业有限公司塘厦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大道北 223 号

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东莞 东莞市东瑞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袁屋边路段 321 号

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东莞 东莞创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北栅社区麒麟西路篙涌路段

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佛山 佛山市兴协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乐从镇吉利大道东富侨加油站旁

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佛山 佛山市安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南海市桂城海八路中心洲

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佛山 佛山市瑞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新滘东路 1 号

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佛山 佛山市陆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曹边同庆大道西 1 号之 4 奇瑞汽车

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市保瑞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北路 610 号

1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市众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黄岭路段

1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旺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增城区新塘 107 国道太平洋工业园太平洋七路一号

1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品华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767 号（天河汽车市场内）

1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市陆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路 120 号之二

1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惠州 惠州市辉达惠瑞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博沿江路金山汽车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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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惠州 惠州市宝瑞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桥背永兴路奇瑞 4S 店

1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惠州 惠州市恒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栋惠南汽车城

1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河源 惠州骏迈贸易有限公司河源分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 G205 河埔大道桂山路口旁

1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江门 江门市东富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建设三路与宏兴路交界处

1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江门 江门市顺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大道东 11 号嘉迪汽车城

2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揭阳 揭阳市宏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山一号路与十一号街交界处

2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茂名 茂名市腾跃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一路 83 号五洲汽车城内中厅

2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清远 清远市众合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 107 国道新城东 B41 号区（远光电缆厂对面）

2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清远 清远市冠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兴大道 6 号-A5

2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汕头 汕头市汕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 28 号 1、2 号

2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汕头 汕头市桌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安居路 1 号

2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韶关 韶关市卓瑞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韶南大道亿华汽车城

2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北方祥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西乡街道宝田二路 2 号

2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锦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布龙路 359 号（元芬工业区旁）

2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鹏昌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街道新生社区车村东街 4 号

3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阳江 阳江市粤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康泰路 3 号

3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中山 中山市中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32 号

3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中山 中山市利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89 号

3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中山 中山市威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白沙湾工业区金基汽车城第一幢（东区白沙湾汽

车城）

3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中山 中山利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218 号（九州 LED 城马路对面）

3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潮州 广东骏路宝汽贸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潮汕公路古板头村二支干渠 23 号厂房

3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珠海 珠海市多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华宇路 115 号（展厅 2 西）

3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珠海 珠海市利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西堤路 1729 号华联汽车城内

3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云浮 云浮市云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环市东路 28 号（奇瑞汽车）

3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肇庆 肇庆旺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学院东侧 800 米处奇瑞汽车肇庆旺华 4S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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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店

4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湛江 湛江市东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南路

4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梅州 梅州市驰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环市西路 310 号

4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汕尾 汕尾市铭旭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二网） 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新湖管区赤岭顶海汕公路边

4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锦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大道 55 号（竹村公交站旁）

4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骏宏新能源汽车（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宝岗路 11 号笋岗仓库 22 栋 101

4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宝瑞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社区北环路 155 号

4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深圳 深圳市玖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路 466 号

4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广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桥镇迎宾路金龙花园 B 区 612-621 号

4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君瑞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1698 号一楼

4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资财有道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 340-2 号

5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市陆高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市南大道 69 号南沙汽车 mall

5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广州 广州市众赢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北路黄岭路段（众赢汽车超市内）

52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东莞 广东煌烨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宏远路 9 号兆炫科创园 A101

53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梅州 广东新大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环市西路桃西中段

54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汕头 汕头市汕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珠池路 28 号

55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肇庆 肇庆市半半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肇庆大道与前村路口交汇处

56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阳江 阳江市粤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阳江市江城区康泰路北 3 号

57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云浮 云浮市瑞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罗沙村委稔塘村 324 国道边

58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惠州 惠州锦瑞昊途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回南路 8 号

59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佛山 佛山市有源南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广佛公路与潘谢路交汇处东北角

60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江门 江门资财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西环路 163 号 9 幢 A1、A2、A3 铺

61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牌 河源 河源市隆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河埔大道东面石峡地段（河源中裕丰田 4S 店对面）

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东欧亚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大北路 618 号（体育公园公交站旁）

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志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292 号太平洋工业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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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市锦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243 号（豪进广场旁）

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亚美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云星珠坑村三角 11 巷 1 号首层

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金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一村自编建设北路 232 号

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市鑫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东平北路 223 号（东恒广场）

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东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166 号

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市路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合景路合景商业街 3 号 C 栋 101 号房

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海恒科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773 号（BRT 沙浦站）

1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铭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 883 号（白云大道北地铁 B 出口）

1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市众源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海龙街道龙溪大道 492 号 101

1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鑫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石新大道 256 号（十三号线官湖地铁站

A 出口往左 500 米）

1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亿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 1 号

1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琦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汇彩路 12 号 D 栋 D8-D12 房（地铁五号线三

溪站，公交站莲溪路口站）

1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东欧亚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番禺分

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1029 号广东欧亚特 E 网

1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广州 广州兴宝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道白云大道北自编 577 号(白云东平地铁 A 出口

旁)

1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金环怡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龙珠社区润东晟工业区 10 栋 1-2 层

1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粤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嘉进隆前海汽车城 A 区 A04-2

1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东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松白路 3342 号柏龙汽车城（田寮加

油站对面）

2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龙岗区

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 466 号华赛工业区内

2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三维都灵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联合华鹏汽车交易市场 B3-2

2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金俊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深业车城博丰大厦一楼 BF-103

2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湛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信义汽车城 8 号湛宝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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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泽然浩商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大道 5002 号（南联地铁口旁）

2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浩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区坪环工业城 94 栋厂房浩迪比亚迪 4S 店

2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龙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清华路 1 号

2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恒泰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清龙路 1 号（龙华汽车站斜对面）

2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龙南汽车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环观南路辅城坳风塘工业区 B6 号 A 栋 1-4

层

2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东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楼岗大道 86 号

3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凤凰大道 205 号比亚迪

3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鹏峰福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汽车站东侧鹏峰汽车城集团总部一楼

3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新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清水河三路 18 号深业车城博丰大厦一楼

BF-103 号

3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腾悦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宝安大道固戍华万工业园 D 栋

3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东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二社区南岭路 34 号第 1 栋 1 层

3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众深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五和大道乐康家居 1 层 103

3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新融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南约社区植物园路 144 号 1 栋 B 座

3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深圳 深圳市信宝名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信义汽车城北门

3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建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莞市茶山镇莞龙公路京山环城路口

3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兴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镇白沙社区莞太路 265 号之一

4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锋得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莞樟路塘唇路段 5 号

4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周通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环城路塘角村段西侧

4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和盛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白马段盛嘉汽车城内和盛佳比亚迪 4S 店

4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勤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内四号路 B03-03

4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旭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岗镇竹塘村东深二路旁海永科技园 A 栋一楼

4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聚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周溪路口 聚星比亚迪 4S 店

4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东莞 东莞市通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 51 号

4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键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华南汽车城之北 G17 号（叠北村委斜对面）



63

4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安迪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中 83 号国际车城北区 2 座 8-10 号

4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东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广珠公路新滘路段金榜汽车市场内

5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宇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西路 G12 号之 10 宇翔比亚迪（叠北村委向

西 50m）

5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佛山市佛山大道中与魁奇西路交汇处佛山世纪车城 5 号

5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禅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大道南 2-2 号（奔达汽车城内）

5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佛山 佛山市腾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国际）车城北区建源路 1 座 1 楼 12-19 号

5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中山 中山市三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 105 国道隆昌村（中山雷克萨斯汽车销售侧）

5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中山 中山悦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中山六路 22 号 1-9 卡

5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中山 中山市悦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菊城大道西 123 号（九洲基桥头旁）

5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中山 中山悦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悦来南路 56 号

5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中山 中山市丰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山西区彩虹大道 114 号首层

5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珠海 珠海市银河鑫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华威路 117 号 1 号厂房第一层 f 区

6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河源 河源市永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源市河源大道北白岭头火车桥过 100 米

6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河源 河源市永发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河源市源城区河源大道南风光加油站旁

6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有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三栋镇惠南汽车城 1 号

6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惠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山汽车城 1 号

6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新环怡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惠南大道坦陂路口（卫校往淡水方向 1000 米右

拐）

6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跃景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横一路 2 号仲恺汽车城跃景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

6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惠迪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博大道江北西部 7 号小区内金山汽车城一街 10 号 A 展厅

6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惠州 惠州市金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惠城区河南岸汽车大市场惠州市金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6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江门 江门市广瑞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54 号

6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江门 开平市新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西环路 163 号 3 幢 A1

7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江门 江门市广裕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冈州大道东 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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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揭阳 揭阳市鹏发车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曲溪镇 206 国道中国银行揭东支行隔壁比亚迪

店

7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茂名 茂名市粤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 28 号宝丰成广场西侧茂名

粤迪销售服务店

7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茂名
茂名万顺石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

分公司
茂名市茂南区茂南大道 238 号

7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梅州 梅州市鸿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江区月梅路 91 号

7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清远 清远市友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 B28 号区（广清大道横荷路口）比亚迪清远市友盈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7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汕头 汕头市乾元新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223 号泰龙汽车城内 A 栋 1-5、B 栋二楼

7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汕头 汕头市财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金凤路 12 号

78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汕尾 汕尾锦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海汕公路 168 号

79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韶关 韶关市锋得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北 126 号

8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阳江
阳江市江城区锋得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阳江市江城区东风四路十里铜古弯

8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湛江 湛江市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海田国际车城公交站旁

8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肇庆 肇庆安迪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大道肇庆工商学院牌坊往火车站方向 300 米比亚

迪 4S 店

8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云浮 云浮市盛世开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云城街道 324 国道过境公路稔塘村路段北京现代 4S 店

对面

8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牌 珠海 珠海市航鑫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911 号中立信汽车城 3 栋

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 333 号第 42 栋

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东喜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289 号之二

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天河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西路 217 号之一

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亮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杨一村黄岭新庄北侧

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长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庆槎路 8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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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扬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荔城街五一村路段黄牛冚自编 33 号首层 1-4 卡

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从城大道 89 号

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长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东 651 号自编 303 房

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丰凯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路新源街 29、31、33 号

1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基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太平洋工业区（2 号厂房北栋）

1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经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清河东路新桥村段 6 号、8 号

1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汇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永泰永康路磨刀南街 100 号二层三层

1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喜龙迎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15 号西侧 101

1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创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佛平路与一环交汇处

1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合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大良广珠公路新松路段

1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祺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一环快速路东区 2 号-1 号出口之间南海管业城

A 区 A0307 号

1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恒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南丰大道 26 号的 D 座自编之八至十三 A、

二十一展厅

1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罗村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桂丹路联星上二村沙塘原明珠广场自编之

一

1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顺德区友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居委会芸香围 105 国道边 18 号之 88

2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兴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番村牌坊北侧的广汽大厦三楼

2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狮山申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穆院村“门口坑”地段

2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汕头 汕头市金宏汽车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西南村金鸿公路北侧

2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汕头 汕头市金仪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中寨居委东洋田片洋之一

2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河源 河源市天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河源大道北 350 号

2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河源 河源市凯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临江工业园超然汽车城内

2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茂名 茂名万丰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工业加工区（茂水路 239 号大院）

2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肇庆 肇庆美轮庆祺汽车有限公司 肇庆市端州区肇庆大道与前村路口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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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肇庆 四会市广万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会市城中街道省道 263 线公路南面高狮村邓寨园背（土名）厂房

之一

2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揭阳 揭阳市粤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东山区环市北路以南，晓翠路以东（揭阳楼西侧往阳美

方向 1200 米处）

3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揭阳 揭阳市聚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梅兜社区莲花大道与进贤门大道交汇处

3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松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园山街道银荷路 62 华丰智谷 AB 座

3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深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碧新路 2055 号佳业广场

3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松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 107 国道（固戍段）东方建富愉盛工业园

厂房 12 栋西座 1 层

3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汇天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红荔西路联合华鹏汽车广场 B2-2H

3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大兴宝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 1319-3 号大兴汽车中心 101

3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众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马安山社区第二工业区第二栋厂房北

面一层、二层

3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韶关 韶关市卓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浈江区南郊六公里科技馆往南 50 米（由此往南 1-4 格）

3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韶关 韶关市达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韶关市武江区沐溪大道 142 号广东丹霞农机有限公司 A 座综合楼首

层 A13 至 A23 商铺

3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湛江 湛江联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政通东路南侧

4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惠州 惠州市丽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惠南大道福长岭丽群汽车城内广汽传祺 4S 店

4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潮州 潮州市正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开发区广场西侧（即潮州市志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东侧）

4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梅州 梅州市俊诚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梅州市环市路车管所对面俊诚汽车城内

4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清远 清远纬信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西百加格塘清广大道旁

4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惠州 惠州市润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西部 7 号小区（惠博大道金山汽车城 B2）

4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煌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香市大道塘唇沙海路段

4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汇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环常西路袁山贝村内

4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松兴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袁屋边路段 321 号

4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祺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 S256 省道陈屋路段 80-9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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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松祺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燕窝村永威大厦工业区右侧

5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兆盈汽车销售服务公司 东莞市东城街道牛山四环路与莞长路交汇处东海工业区一栋 1 号

5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汇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林村塘厦大道北 223B 号

5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煌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白沙社区站北路 6 号

5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汇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东深公路 80 号-3

5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兆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朗镇富华南路 7-9 号

5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伯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低涌村高埗大道 326 号

5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长麒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莞穗路中堂段 48 号 201 室

5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江门 江门市宝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银帆路 2 号 10 幢展厅

5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江门 开平市宝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平市水口镇红进村振华水边开发区 6 号

5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中山 中山市合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长江北路 12-16 号之一

6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中山 中山市盈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99 号

6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中山 中山佳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小榄镇永宁菊城大道西 129 号 1 幢第二卡

6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中山 中山市国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乡镇大布村振兴路 63 号 1 栋 1 座一、二层

6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珠海 珠海市宝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 125 号

6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阳江 阳江市华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区金山路北

6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阳江 阳江市溢冠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高凉路南侧

6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云浮 罗定鸿祺汽车有限公司 罗定市素龙街道信令机场对面

6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惠州 惠州市润睿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桥背村永兴路

6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茂名 茂名万祺汽车有限公司 高州市高州大道石仔岭高水路

6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茂名 茂名丰凯名祺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高水路南香路段南香村委会旁（雪佛兰店右侧）

7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湛江 湛江市祺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 S17-8

7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汕头 汕头市旺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汕头市金平区金凤中路 11 号之二

7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珠海 珠海华发天成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 911 号 1 栋 1 层四区、五区及 2 层 203 室

7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珠海 珠海悦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珠海大道 6698 号 1 号厂房 12 至 19 轴

7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云浮 云浮市宏祺汽车有限公司 云浮市云城区罗沙稔塘村 324 国道边（01-018-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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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惠州 惠州市润溱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惠东县平山街道泰园银基大道南侧地段

7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清远 英德市广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英德市英城观音山大道西

7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江门 江门市嘉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建设三路 113 号 31 幢 103 自编之二

7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江门 江门市合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会城仁义村民委员会横围（土名）

7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汕尾 汕尾信德行汽贸有限公司 汕尾市城区海汕路赤岭段西侧（中石化油站对面）

8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蔚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15 号西侧 102

8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信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 9 号

8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鱼珠街道茅岗路 748 号

8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枫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一路 162 号枫兴汽车城内

8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信行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1202 号 J 栋 15 号 B 座

8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美轮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新源街 29 号

8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东喜龙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龙溪大道 254 号

8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村车陂西路 217 号（A2 级钣喷共享）

8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威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镇清龙 1 号

8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城投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东路 5 号广仁大楼一层至二层

9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松兴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银盛路信义汽车城展销位 16#C

9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弈嘉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松白路 705 号松明工业区内

9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新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坪山新区比亚迪路同富裕工业区 6 栋

9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通利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布吉路 1058 号布吉检查大厦一楼 B 区

9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顺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番村牌坊北侧的广汽大厦三楼

9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骏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海八路谢叠大桥东侧

9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东莞 东莞市永瑞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国际汽车城（寮步镇香市路与金富路交界处鼎峰花漫里

侧）

9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惠州 惠州市丽群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惠州市惠城区惠南大道丽群汽车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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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时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珠江新城花城大道 663 号甲子商业街

9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448 号

10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中山 中山新盈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20 号（沙朗市场前行 200 米）

10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茂名 茂名小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茂名市茂南开发区茂南大道 238 号

10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珠海 珠海宝能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珠海市上冲国际名车城华威路 1-3#6-7 厂房

10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梅州 梅州市俊诚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塘东路 45 号

10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汕头 汕头市金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汕头市龙湖区新溪镇金鸿公路北侧之二

10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江门
江门古玦润生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江门市蓬江区万达广场五邑老街 5 栋 113 号

10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河源 河源市智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河源市鸿达开发区桂山旅游大道南面、河埔大道西面

10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威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固戍一路 107 国道旁万菱公寓 459 号

108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市威博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汽配城三期一栋一楼

109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深圳 深圳弈嘉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南环路马王山工业区 B5-B10

110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美轮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351 号

11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广汽商贸长蔚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广州市番禺区兴南大道 566 号

112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东喜龙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路 33 号

113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市深港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1137 号

114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广州 广州信行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广深大道西 97 号

115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广东喜龙新能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广佛路 109 号岐城大厦首层 2 号

116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顺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樵高路吉水村西塱楼 E 座 21-28

117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传祺牌 佛山 佛山市顺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佛山一环与佛平路交汇处长兴名车城内

1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珠海 珠海市景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园新科一路 49 号-14

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中山 中山市万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29 号东风风神店

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肇庆 肇庆市众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区端州区 321 国道肇庆工商学院牌坊东侧 3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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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湛江 湛江源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湛江市赤坎区东盛路 7 号湛江海田国际车城商贸市场第 S21-2-1 号

商铺

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深圳 深圳市九如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深惠路（横岗段）1118 号信义汽车城 29_A

6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深圳 深圳市铭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光路 1029 号

7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深圳 深圳市画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南路与 107 国道交汇处东方国际车城内

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清远 清远安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城 B28 号区（广清大道与清远大道交汇）

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揭阳 揭阳市恒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山一号路南侧与晓翠路东交汇处

1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惠州 惠州市吉通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江北金山汽车城二街 1 号

11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惠州 惠州鸿兴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河南岸（演达路（14 号小区）汽车大市场内 9 号

1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广州 广州市枫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广从一路 162 号枫兴汽车城

1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广州 广州市风神车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蔡三村番禺大道北 1044-1062 号

14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佛山 佛山和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广云南路佛山一环狮山立交西侧

1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东莞 东莞市汇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内四号路 B-03-03

16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风神牌 广东东莞
东莞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大朗

分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新马莲村富民南路 45 号

17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东莞市 东莞市通利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国际汽车城 9 号路

1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东莞市 东莞市中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莞樟公路塘唇路段 73 号

1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佛山市 佛山市锐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乐从分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葛岸路东风风光 4S 店

2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广州市 广州枫兴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广从路段龙归路段（广州枫兴汽车城

内）

21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广州市 广州建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天骄汽车城

2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广州市 广州市淇锋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北路 554-560 号

2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河源市 河源市众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河源大道南石峡路段

24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惠州市 惠州市标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惠博大道 7 号（江北金山汽车城一街 7 号）

2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惠州市 惠州市众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三栋数码工业园惠南汽车城第一期 10 号之二

26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江门市 江门市江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冈州大道东 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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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揭阳市 揭阳市金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环市北路机电大厦对面

2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茂名市 茂名市永奥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环市西路宏粤汽车城内

2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梅州市 梅州东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环市北路 210 号

3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清远市 清远市康兴粤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办 1 号

31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汕头市 汕头市恒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 223 号泰龙汽车城

3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汕头市 汕头市双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潮汕路 92 号

33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韶关市 韶关市骏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韶南大道八公里

34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深圳市 深圳市顺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路西乡段 535 号

35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深圳市 深圳市永奥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荷康路 51 号

36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云浮市 云浮市风光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 324 国道城北加油站旁

37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湛江市 湛江市永奥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海田国际车城 Z 区 113 号

38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肇庆市 肇庆市江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 101 区肇庆大道

39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肇庆市 肇庆市美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东港东路与端州一路交汇处

40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中山市 中山市中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开发区江陵西路 36 号

41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中山市 中山市威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 161 号之二

42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东风风光牌 珠海市 珠海市椿峰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工业区华威路 107 号

备注：如有更新，将另行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