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区 序号 检验机构名称  检测站地址 

1 郑州市汇众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中原区郑上路与兰州北路交叉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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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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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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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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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郑州晟川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西三环丹青路东北角

7 郑州风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张李垌村北侧2号

8 郑州市丰硕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先锋路18号

9 郑州冠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二七区侯寨乡三李村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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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郑州东环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二七区淮南街武警医院分院东隔壁

12 郑州金星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新郑路188号

13 郑州富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南路156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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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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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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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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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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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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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路西新时代汽车文化广场6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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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路东1号楼106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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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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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河南郑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金牛路20号

郑州市机动车环保检测站汇总

市区



24
郑州市万晟机动车检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北四环姚桥乡兴达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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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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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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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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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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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郑州远途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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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北商铺B-1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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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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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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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郑州市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与绿源路交叉口向西

200米路南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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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道交叉口向东

2000米路北大桥石化院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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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郑州升元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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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河南恒鑫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北四环西三环延长线交叉口东

南角（宏达汽车工业园）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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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河南金居易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98号

41 郑州宏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宏达路交叉口向

南20米路东长兴路25号院

42 郑州鑫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39号格力广场2

号楼一层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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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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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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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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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郑州玺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州大道与经北六路交叉口向东500

米路南中福汽车城北展厅1-9号

48 郑州长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省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第五大

街176号二号仓库

市区



49 郑州森瑞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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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河南泓之祥车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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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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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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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河南荣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经开区南三环与经开第五大街交叉口西北角

54 河南联邦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区梧桐街172号

55 郑州市易车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瑞达路29号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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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郑州浩兴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区玉兰西街与紫竹路交叉口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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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郑州顺腾汽车安检有限公司 郑州市高新云杉路2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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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登封市蓝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大金店文村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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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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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登封市天中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卢店镇龙头沟村

65 河南诚意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登封市嵩阳街道

66 巩义市盛祥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北山口镇北山口村6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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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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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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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巩义市安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巩义市北山口镇237省道畅达加油站西北

71
郑州市上街区广志机动车检测有限公

司
上街区安阳路和汝南路交叉口西100米路北

72 郑州市上街区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上街区工业路102号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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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街

新密

登封

巩义

市区



74
新密浩锐机动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服务

有限公司
新密市来集镇巩楼村三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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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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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新密市祥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密市岳村镇桥沟村

78
河南世贸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服务有

限公司
新郑市龙湖镇107国道西侧小刘桥北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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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河南鑫必顺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新郑市龙湖镇大学南路绕城高速向南200米

路西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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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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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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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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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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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郑州震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新郑市新村镇107国道郑州理工学院北500米

路西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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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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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荥阳市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站 荥阳市城关乡王庄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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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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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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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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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郑州市豫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荥阳市高山镇竹川村

95 郑州市鼎泰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中牟县大孟镇土寨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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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郑州市顺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中牟县解放南段

98 中牟县雁鸣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中牟县经一路以西、建设路以东

中牟

新密

荥阳

新郑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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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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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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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郑州新胜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郑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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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6号

103
郑州航空港区星港机动车检测有限责

任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大道与星港大道交叉口向

西50米路南

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