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关区 长春市爱车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南关区幸福街599号1号楼一楼 王鹏 15943011282
2 朝阳区 长春市金龙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长春市和光路118号 孙江山 85668191
3 朝阳区 长春宏强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高新开发区繁荣路红苹果家园15栋114号 王亮 13894829906
4 朝阳区 长春市银万里汽车维修养护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新路325号 卢春雷 13304336008
5 朝阳区 长春胤祥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沈路与乙三街交汇处 房可珍 15943064211
6 朝阳区 达兴汽车服务连锁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长春市朝阳区抚松路11号 任航形 13394301231
7 朝阳区 长春市吉航进口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开运街639号 任传明 5950419
8 二道区 长春市吉顺汽车服务中心 长经开临河风景43栋116号 吕云东 13304336693
9 二道区 长春市诚信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二道区四通路4号（河堤路东） 付先哲 13944859188

10
二道区 二道区天核汽车维修站

长春市二道区东环城路与长新街交汇南行50米东环城路1538号
院内平房

安奕名 13166870000

11 二道区 吉林省奔之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二道区钻石城3栋107号房 周延强 13404362222
12 二道区 吉林省艺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福州街150号 刘洪一 13596172333
13 二道区 长春市亿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经开区福州街与南通路交汇处 臧义伟 13304336366
14 二道区 吉林省乾兴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生态大街与世光路交汇兴隆名车 阚全山 13843078679

15
二道区 长春市伟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小合台工业区12号金鑫街888号地长
春腾龙电力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周宪伟 13354306252

16 二道区 吉林和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102国道以东、株洲街以南 黄鹏 15943096198

17
二道区 长春市华艺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净月大街与金鑫街交汇长春市亚鑫塑
钢门窗制造有限公司院内

王常胜 15764496111

18 二道区 吉林省鸿桥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东南湖大路1985号 唐维茂 13304310898
19 二道区 吉林省吉刚吉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自由大路6308号楼1楼101号 许明哲 13844098881
20 二道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太汽车维护中心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七区60栋3-8号车库 齐仕伟 18804306624
21 二道区 长春市勃运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滨河新村东七区721栋101号房 杨荣伟 13756215661
22 宽城区 吉林省华邦汽车维修养护有限公司 长春市宽城区北环城路6287号 刘柏林 18943108866
23 高新区 长春市佳和汽车修配厂 高新区震宇街266号 周景锡 15604419898
24 新区 吉林省蓝天轿车维修有限公司 长春经济开发区102国道新兴业园5-2号 王向阳 13904336338
25 绿园区 长春悦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293号 李鹏 81819361
26 绿园区 长春高飞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基隆中街540号41-44栋门市 刘文博 13596447661
27 绿园区 吉林省海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乡车家村娘后屯 王海涛 13944824977
28 绿园区 长春市佰润汽贸有限公司 长春市绿园区翔运街74号 张涛 15943011210
29 绿园区 长春市白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产业开发区东明路228号 黄河 13943006956
30 绿园区 吉林省大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城西镇四间村四间房屯 张一昊 1325888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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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绿园区 吉林省远航进口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翔运街55号 付国瑞 13354301633

32
绿园区 长春市德馨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绿园区自立西街2292号长春市豫欣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产权房1层

温显涛 13341422336

33 绿园区 长春锦浩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绿园区富民大街1755号1号厂房 田晶 13354305588
34 绿园区 吉林省禄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市绿园区和平大街30号和平花园小区D栋103号门市 卢宇 18088665050
35 绿园区 长春市浩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绿园区基隆街新竹花园41-44号楼 佟海艳 15904315322
36 绿园区 长春市驾道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汽贸城休干小区7号楼107室 宁树中 13596173224
37 绿园区 吉林省安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绿园区平安街8号 孙伟星 0431-81000025
38 绿园区 吉林省润嘉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西四环与支农大街交汇国良物流院内 唐岩 13504422227
39 绿园区 长春环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绿园区安庆路388号 王皓冉 13314305198
40 绿园区 吉林省隆源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汽车产业开发区创业大街2号 兰洪文 13904317535
41 绿园区 长春三利汽车修配厂 和平大街1670号 冯冬冬 18943662861

42
双阳区 长春市双阳区辉煌阁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长山路西北疆小区2号楼西数第二门市房
李戈春 15943186777

43
双阳区 长春君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春市双阳区平湖街道办事处城郊村四社（双阳大街与铁东路
交汇）

王键 15944058111

44 双阳区 长春市钰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云山街道于家村二社 李强 13364504900

45
九台市 长春市九台区盛东名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省九台市九郊街道办事处杨木林子村五社（长通路3.5公
里处）

王文革 13341427778

46 九台市 九台区车管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九台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一楼 吴萌萌 15943118989
47 农安县 农安县农安镇佳驰汽车维修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农安镇农伏公路一公里处1-1-86 肖伟 13756620000
48 农安县 农安县合隆镇美润汽车修理厂 农安县合隆镇孙菜园子村胡塘屯西 王东来 17304382266
49 农安县 农安县职业教育中心汽车修配厂 农安县农安镇兴隆路1号 卢玉华 13364606630
50 榆树市 榆树市鑫海汽车修配厂 榆树大街与北外环交汇处 孙咙凯 13756367777
51 榆树市 榆树市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维修厂 榆树大街南段 王立东 15504451222
52 榆树市 榆树市恒升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榆树市南外环路 凌大志 18244046666
53 榆树市 榆树市仁泰车辆修配厂 榆树市西外环道口 杨莉 13756601651
54 德惠市 德惠市平安汽车修配厂 德惠市三中央街三道街与四道街交汇处 刘文革 0431-87102222
55 德惠市 德惠市建设街环城汽车修配厂 德惠市惠发街德大路西侧消防队对面 任家全 13364638183
56 德惠市 德惠市钱雨汽车修配服务中心 德惠市高速公路出口 孟令波 15844113300
57 德惠市 德惠市汇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林德惠经济开发区102国道1151处前行500米 焦明明 15944145555
58 德惠市 吉林省润发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德惠市西九道街公园斜对过（建设街办事处民兴委） 李红 15948210888
59 公主岭市 公主岭市行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岭西街开发区 石锋 17057435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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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公主岭市 吉林省鼎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岭东工业集中区102国道998公里处 田晓平 13944415300
61 公主岭市 公主岭市赛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岭东工业集中区高铁以北 兰牛 15844469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