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名录
编号

机构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1

登封市路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告成镇嵩颖路南段

李效孟

0371-55555619

2

登封市蓝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大金店文村

秦绍峰

18037867789

3

登封市天中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卢店镇龙头沟村

吴黎鹏

18695889265

4

郑州市豫鑫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卢店镇槐树坪口南200米

于龙

15137158668

5

河南诚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阳街道城南农贸市场对面滨河路882号

宋龙洋

15617728111

6

河南佳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杨寨村西四环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向西800米路北 李参

0371-65620000

7

郑州晟川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西三环丹青路东北角

郭萌

0371-67323680

8

郑州市丰硕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先锋路18号

丁岩

15538350039

9

郑州风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黄振兴

15036017077

10

郑州东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淮南街武警医院分院东隔壁

黄小龙

15838180668

11

郑州冠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三李村北郑登快速路西20米

张彦武

15617579999

12

郑州驰欣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轻工业学校南隔壁426号

王泽海

15938748388

13

郑州富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与湖滨路交叉口向北⒛0米路西3号

贾芳宁

15838281096

14

郑州金象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83号

张甲嘉

15538100331

15

郑州大承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区 雪松路12号2幢 1层

张仁义

0371-86538111

16

郑州顺腾汽车安检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云杉路2号

宋柏泉

0371-86580311

17

郑州顺隆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翠竹街6号863软件园东门内侧

李得龙

18039558883

18

郑州骏畅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银屏路14号

白磊磊

15638123334

19

郑州浩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市辖区高新区玉兰西街与紫竹路交叉口

孙文浩

15378735678

20

河南联邦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172号1排1号

吕永峰

13733806080

21

巩义市广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孝站路烈江沟村（水厂院内）

李卫东

0371-64383555

22

巩义市金龙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大峪沟镇耕生大道51号

贺嵩峰

0371-64056777

23

巩义市平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永安路1号旭安隆物流园院内

董晗臻

0371-64102111

24

巩义市盛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北山口镇北山口村6号

程中位

13213177188

25

巩义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北山口镇237省道畅达加油站西北480米

刘亚博

15137118800

26

巩义市伟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巩义市杜甫路街道孝义路2号

刘国伟

15637121555

27

巩义市易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回郭镇310国道东段799号

苏亚军

13014631118

28

巩义市交运汽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芝田镇官庄村

李保恒

13938208222

29

巩义市永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巩义市芝田镇二电厂西500米原巩义市园通磨料厂院内

曲剑兰

13949009870

30

郑州永信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苏庄二十里铺自然村以北，郑新公路以西 魏巍

13290900963

31

郑州金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188号

吴志军

13939009075

32

郑州市天行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南曹乡鸿泰路1号

胡大刚

18838164123

33

郑州紫航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与二里岗南街交叉口北50米

郭文选

0371-66511777

34

郑州市中通汽车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南三环与107国道交叉口

夏冉

35

郑州森瑞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实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三大街与经北三路西南角2号

王晓锋

0371-69150006

36

郑州翔顺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南十里铺村东储运仓库院内

赵严亮

13608690727

37

郑州倚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中州大道与南三环交叉口北50米路西新时代汽
张峰
车文化广场6号

38

郑州安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文治路20号2号楼1层104

刘彬

39

河南泓之祥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北四路126号中部金属中心东
南角101号

刘宏斌

40

郑州富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南路156号

宋学锋 13838388771/13673678738

41

河南龙飞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郑东永平路心怡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马克

13837151999

42

郑州优正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机场高速与012县道交叉 口向北sO0米

15729377737

王晓锋

15333805000

18637161012
0371-61005000
18503857379

43

河南荣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南三环经开第五大街交叉 口西北角

赵太平

13703921385

44

郑州市久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乡毕河村106号

刘运刚

15515511216

45

郑州市杨光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郑 东商都路博学路交叉口西北角防腐木市
杨海红
场D排15号

15737133789

46

郑州市龙跃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 经开第一大街28号独栋1号厂房1层01号

葛乃兵

13253368685

47

河南润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郑路206号院南院

孙文浩

15378735678

党如海

15544119888

翟俊强

13014631818

48

郑州市骋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49

郑州市伍福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郑新路与南四环东300米路南郑州中亚动
物保健品有限公司院内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263号院

50

郑州安达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航空港综合实验区龙王工业小区

罗超勇

0371-62549999

51

河南豫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航空港华夏大道与洞庭湖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东

郭鹏飞

0371-67129155

52

河南恒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八岗办事处张堂村100号

梁自成

0371-62240999

53

郑州新胜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15713864888

54

郑州玺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港办事处新港大道与星港路交叉口东 刘梦景
侧6号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中州大道与经北六路交叉口向东
赵晶晶
500米路南中福汽车城北展厅1-9号

55

郑州长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五大街176号二号仓库

陈治辉

13071030709

56

马超

13607694850

57

郑州航空港区星港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 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星港大道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
司
郑州中博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文化路北段与北四环交叉口向北向北1000米路东

陈峰

0371-56070005

58

郑州成功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贾鲁河南金洼村一组

徐嫦青

0371-86503557

59

郑州速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三全路索凌路西300米路南

李金鹏

17603711100

60

郑州澎师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北四环北、师南路东

王广平

13700858903

61

河南恒鑫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5378735678

62

郑州升元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63

河南安吉车享家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北四环西三环延长线交叉口东南角（宏达汽车工业
孙文浩
园）
郑州市惠济区西三环与开元路交叉口西北角腾远租赁站内
张全超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北四环中州大道交叉口向东2000米路北大桥石 荆凯
化院内

15838373536

0371-55918222
17752522525

64

河南运金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路19-7号

朱韬

13071086269

65

河南金居易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98号

陈付喜

15824816666

66

郑州宏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宏达路交叉口向南⒛米路东长兴路⒛号院

张全超

15036191008

67

郑州市镒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107国道黄河大桥南3公里处

霍志伟

18937634190

68

郑州市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与绿源路交叉口向西200米 路南

胡庆喜

13733898642

69

郑州鑫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天河路39号格力广场2号楼1层

杨贵军

15538011991

70

河南郑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路9号 106号房

赵国勇

13633805488

71

郑州市中顺机动车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镇107国 道索须河西边向南bO0米处

何振辉

13733696861

72

郑州骏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嵩山北路西309号

王征

13283839388

73

郑州常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金杯路省体育中心东门向北500米路西院内

江保珠

19939297666

74

郑州盛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与朱屯东路交叉口向北200米路东

王征

0371-55919767

75

郑州星达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与国基路交叉口向北200米交警五大队北面

刘晴

13592569868

76

河南天茂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附2号

卢涛

13343844444

77

郑州市郑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金城大道与景泰路交叉口向北100米

张涛

17503991894

78

郑州市夏天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铁路西干道中段77号

杨明明

17839966636

79

河南郑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金牛路20号

郜会杰

13303822929

80

郑州鸿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68号院后院

秦伟华

15225168667

81

郑州远途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83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中州大道与宏康路交叉口西1000米
唐汉卿
北商铺B-1号
郑州市万晟机动车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四环姚桥乡兴达路种牛养殖场院内向西100 赵向杰
米处
河 南 刍郑州市金水区鸿宝路32号
郑州志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孟小磊

84

郑州市绿城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东三环连霍高速西北口北方汽车城院内001号

曹永辉

18569966777

85

郑州市华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三环与第二十二大街交叉口东北角

胡同彦

17603718989

82

15639088886
13273943333
15516968786

86

郑州嘉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安路北、丹江路南、九龙路西

李超

37155030777

87

郑州春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办事处九龙工业园成泰锻造院内

王占强

17603866500

88

郑州市上街区广志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上街区安阳路和汝南路交叉口西100米路北

戚士杰

13849019551

89

郑州市上街区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102号

许晓旭

15537166652

90

新密市豫能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新密市未来大道南段西侧

张晓刚

37163100116

91

新密市祥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密市岳村镇桥沟村

杨胜利

63137988

92

郑州市驰坤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密市米村镇慎窑村一组

王应理

13503990673

93

冯建卫

18703875666

94

新密浩锐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服务有限 河南省新密市来集镇巩楼村三组
公司
新密市浩磊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密市城关镇高沟村十四组

陈献涛

13603828177

95

郑州速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青屏街办事处开阳路177号

高超辉

15937118613

96

河南省祥隆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城关镇密州大道与郑登快速路交叉口东南角1号 牛占涛

13838386979

97

新郑市腾飞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南环路与郑禹公路东侧

98

王刚

0371-85126222

马胜杰

0371-88887381

99

河南世贸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服务有限公 新郑市龙湖镇107国道西侧小刘桥北
司
郑州鑫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卢家桥往北500米往西

刘福建

0371-62516222

100

郑州华燕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新郑市新村镇温州大道中段

代新建

0371-62632933

101

新郑市润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人民路与神州路交叉口向西一百米路南

陈文才

15516161309

102

河南鑫必顺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大学南路绕城高速向南200米路西

邹洪松

15237128888

103

郑州恒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炎黄大道162号（原烤烟厂院内）

王云霞

18790275775

104

郑州震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新村镇107国道西理工学院北

唐伟杰

17703830123

105

郑州乾富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北区学院路与怡和路交叉口怡和嘉苑小区西侧200米路北

张鹏郑

13838091092

106

郑州乾泓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郭店镇107连接线与中华路交叉口西南

荆志磊

15638023111

107

河南恒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新郑市湊水路与炎黄大道交叉口向东500米路南

吴凯彦

17700602082

108

郑州市全顺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新郑市107国道与富源路交叉口西侧260米路南

高群超

109

郑州强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桥楼镇310国道南站西任庄段

高博

110

河南祥通汽车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荥阳市商隐路中段老商铺1区

陈新昀

15516177222

111

郑州圣迪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荥泽大道与幸福路口西

陈新玲

0371-56733235

112

郑州三公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三公路北段幸福园北邻

李宁

0371-64998998

113

郑州市蓝天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310国道与庙王路交叉口向西300米路北

马骏

0371-63330522

114

荥阳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荥阳市城关乡王庄村

王重江

0371-64955799

115

郑州市荥广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广武镇三官庙村荥广公路西原砖厂

石晶

15333718800

116

郑州市豫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高山镇竹川村竹川新桥西100米路北

田超

18100323699

117

郑州市郑上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中原西路南侧瓦屋孙村西

魏子帧

18530518260

118

郑州圣安机动车安全检测有限公司

13253517581

119

郑州元嫘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桃贾路与郑源路交叉口一帆机械北邻
孔朋飞
郑州市荥阳市科学大道与庙王路东北角50米，郑州海特新材料有限
郭彦斌
公司院内

120

河南昱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镇前程路南20米

黄允

0371-62360121

121

郑州一零七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京珠高速公路与商都路交叉口向东400米路北

党凯凤

0371-61771809

122

河南龙耀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源西四街与龙津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盛国立

13253376029

123

中牟县雁鸣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经一路以西、建设路以东

张举

15981949695

124

郑州中旺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牟县建设南路东

郭院生

13014696666

125

郑州市顺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解放南段

袁伟铃

13613833530

126

郑州市鼎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大孟镇土寨村

吕伟红

15515951583

127

中牟县龙腾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

中牟县解放路与正中大道交叉口向南200米路西

曹冬冬

15188339939

128

中牟县英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新城区文博路与听候街交叉口1号

刘宇翔

15038054800

129

郑州恒泰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县广惠街办事处宝丰街南段123号豫通塑钢厂院内

王亚涛

13303717128

13685406999
0371-63250199

17734796666

130

郑州秦岭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山路西区厂房

马丽

13838092205

131

郑州旭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中原西路134号院

杨彬

0371-67670780

132

郑州汇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北岗村路北许庄村南

黄要文

13663815551

133

郑州市汇众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上路与兰州北路交叉口

耿玉江

0371-56715678

134

郑州百利通汽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陇海西路与新田大道交叉口向西500米路北

司伟峰

13073775977

135

河南远方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与工农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

张迪

13608683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