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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
穗汽服函〔2022〕114 号

2022 年度广州汽车服务行业标杆企业、汽车经销店

及二手车经销企业星级评定获奖名单公布

各有关单位：

由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主办的“2022 年度广州汽车服务行业标

杆企业”表彰活动及“2022 年度广州汽车经销店星级评定”、“2022

年度广州二手车经销企业星级评定”活动，在经过企业报名申请、协

会秘书处审核筛选初审、网络票选等环节，历时将近 1个月，终于圆

满收官。本次活动共有将近 600 家企业报名参选，最终，108 家企业

获得“2022 年度广州汽车服务行业标杆企业”荣誉，143 家企业获得

“星级汽车经销店”荣誉，34 家企业获得“星级二手车经销企业”荣

誉，获奖名单见附件一。

本次活动引入网络票选，进一步提高评选活动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让更多的业内人士和社会大众参与到评选活动中来。12 月 22 日-12 月

26 日期间，短短 5 天，共收到 6 万多份有效选票，评选活动影响力剧

增。

颁牌仪式定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年度广州汽车服务产业年会”上

举行。特别提示：请各获奖单位负责人亲自领奖，勿代领！

本次年会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参会代表请于 2月 1日前报名参

会，报名方式如下：进入“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官网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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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qxasa.cn/，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GZASA 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协会”，

点击“年会报名”栏目，即可进入报名页面。

附件：2022 年度广州汽车服务行业标杆企业、汽车经销店及二手

车经销企业星级评定获奖名单

2022 年 12 月 27 日

协会联系方式

电话：020-88526779 邮箱：gzqx001@126.com

地址： 广州市广汕二路 96 号兆联智业 968 创意园 A栋 210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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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度广州汽车服务行业标杆企业

（排名不分先后）

行业杰出贡献奖

广汽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昌盛商用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汽商贸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永佳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会买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巨湾技研有限公司

广州市致友房地产开发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穗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蔚博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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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影响力奖

广东鸿粤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南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唯普汽车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轮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为众控股有限公司

安骅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浩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喜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广骏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华胜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枫兴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最佳服务奖

广东俊诚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巴图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广州中升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5 -

广州铭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宝升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大华盛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五八拍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璟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空港二手车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邦盛北斗科技股份公司

广州亿电邦科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佶科技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行业先锋奖

成都路行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铭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大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合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宗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新捷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众联天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分公司

广东南方骏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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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骏佳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赢钻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粤威汽车装饰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小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利真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创新发展奖

广州市宝利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名车一号智慧产业园（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广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沙河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车华汇二手车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威尔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有限公司

广州车行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极车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艾伦教育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晋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祥车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幸福车享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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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价值奖

广东千里发名车汇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

广州美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元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正名车汇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骏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长悦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集群车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广保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啊龙秒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超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瓜子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社会公益奖

广州顺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中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悦达汇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景盛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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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冠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优秀会员奖

广州市君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风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合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卓优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安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顶好国际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绿芝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沃之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广物汽贸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隽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车总汇二手车市场经营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广东金协旧机动车评估有限公司

网络人气奖

行业标杆

广州宝升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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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汽商贸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广州新捷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长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经销店

广州宝升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锦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恒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腾北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手车经销企业

广州市荣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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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汽车经销店星级评定

五星汽车经销店（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广汽商贸长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铭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仁孚怡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宝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广州白云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星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宗远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长悦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元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骏龙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安骅贸易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大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粤之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沙河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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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永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广从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本田汽车第一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骏佳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宝升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中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广博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安骅骅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安骅骅能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君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风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迎宾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海珠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广盛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枫兴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骏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东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嘉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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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美轮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嘉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璟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合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广保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为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凌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广汽商贸长昕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中升凌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大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兴宝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亿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永佳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芳村永佳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长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枫兴名车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大华盛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美奂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锐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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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广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锦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广物君豪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丰凯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日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枫兴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喜龙迎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美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有道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四星汽车经销店（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宝奔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裕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鸿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为众兴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美轮新未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国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喜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耀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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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鸿粤誉中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乘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南菱奥申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俊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骏佳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华兴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桥南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博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鸿粤国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美轮领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溢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粤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长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南菱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喜龙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鸿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金宝昊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华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汽车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骏辉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昱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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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荔湾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新捷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三星汽车经销店（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枫兴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美轮智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君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鸿粤益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鸿宏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君达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勤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耀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瑞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众联天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分公司

广州盛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汇恒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南菱奥欣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南菱旗盛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凯迪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美轮丰达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铭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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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捷鑫众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鸿粤汽车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鑫欧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美奂新能源汽修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雷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铭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品华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菱维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鸿粤凯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龙腾北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盛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合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铭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铭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悦达汇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懋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众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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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广州二手车经销企业星级评定

五星二手车经销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广东千里发名车汇二手车经营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正名车汇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卓优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啊龙秒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李老司讲车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今日三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车多汽车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市好心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唯普云市场经营管理（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美轮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永诚二手车评估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穗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广物汇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粤龙鼎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超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尚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豪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极车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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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好车芝嘛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荣盛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龙粤行超跑（广州）销售有限公司

四星二手车经销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安正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锦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市明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道道二手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潮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易诚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广州名德二手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金俐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三星二手车经销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广州市千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启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航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桔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