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4S销售服务店名称 城市 省份 大区

1 上海交运隆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华东一大区

2 上海景和金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华东一大区

3 上海绿地杨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华东一大区

4 上海绿地东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 华东一大区

5 北京东仁隆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华北大区

6 北京博瑞翔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华北大区

7
北京天一恒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 北京市 华北大区

8 北京首汽腾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 华北大区

9 浙江元通瑞达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10 杭州骏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11 杭州富阳万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富阳区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12 浙江孚达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13 苏州浚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14 张家港通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港
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15 吴江市东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16 苏州苏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17 深圳通利华龙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18 深圳市安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19 深圳市众深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20
深圳市通利华前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深圳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21 成都东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省 中西部大区

22 成都明友西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省 中西部大区

23 四川城市车辆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省 中西部大区

24 四川中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省 中西部大区

25 广州博程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26 广州睿翼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27 广东物通驭达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28 广州成远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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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宁波鑫之杰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0 宁波鑫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1 宁波万事得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2 临海市驭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临海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3 台州市驭达汽车有限公司 温岭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4 台州运通博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35 佛山市合自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36 佛山市中衡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37
佛山市顺德区万事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佛山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38 陕西欣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西安市 陕西省 中西部大区

39 陕西润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市 陕西省 中西部大区

40 沈阳中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市 辽宁省 东北大区

41 辽宁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沈阳市 辽宁省 东北大区

42 吉林省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 吉林省 东北大区

43 吉林省仁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 吉林省 东北大区

44 重庆万事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 中西部大区

45 南京通孚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46 江苏乾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47 南通弘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通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48 武汉龙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 湖北省 中西部大区

49 湖北捷运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市 湖北省 中西部大区

50 天津骏仁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华北大区

51 天津市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 华北大区

52 东莞市新天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53 东莞市久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54 江西省亚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南昌市 江西省 华东二大区

55 江西戎马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市 江西省 华东二大区

56 安徽伟新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 安徽省 华东二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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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安徽亚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市 安徽省 华东二大区

58 河南裕华紫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省 华东一大区

59 河南冠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省 华东一大区

60 绍兴瑞达汽车有限公司 绍兴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61 绍兴骏捷汽车有限公司 绍兴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62 湖南万乘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 湖南省 华南大区

63 长沙德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沙市 湖南省 华南大区

64 云南善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市 云南省 中西部大区

65 云南正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昆明市 云南省 中西部大区

66 温州将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67 温州华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瑞安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68 哈尔滨乾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哈尔滨
市

黑龙江省 东北大区

69 海南优之杰汽车有限公司 海口市 海南省 华南大区

70 福建太元马自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 福建省 华南大区

71 许昌正通马六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许昌市 河南省 华东一大区

72 无锡荣事达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无锡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73 淮安市宏宇翔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淮安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74 烟台大成金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烟台市 山东省 华北大区

75 青岛中联信汽车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市 山东省 华北大区

76 晋江成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晋江市 福建省 华南大区

77 六安市泰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六安市 安徽省 华东二大区

78 德阳永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德阳市 四川省 中西部大区

79 珠海市钜荣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珠海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80 中山市中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山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81 常州神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常州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82 嘉兴市禾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83 山西汇众汇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太原市 山西省 华北大区

84 义乌市龙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义乌市 浙江省 华东二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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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济宁福乐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济宁市 山东省 华北大区

86 株洲市华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株洲市 湖南省 华南大区

87 森风集团盐城义德汽车有限公司 盐城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88 临沂骏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临沂市 山东省 华北大区

89 唐山冀东赫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唐山市 河北省 华北大区

90 江苏远方汽车工贸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91 鞍山北方马自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鞍山市 辽宁省 东北大区

92 芜湖华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芜湖市 安徽省 华东二大区

93 泰州明雅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泰州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94 潍坊庞大赫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潍坊市 山东省 华北大区

95 清远市中衡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清远市 广东省 华南大区

96 宜兴市荣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宜兴市 江苏省 华东一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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