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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欠缴税款单位（个人）：
你单位（个人） 2018年1月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未按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现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你单位（个人）自本公告
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就近选择地税办税大厅（太湖新城、震泽、盛泽、开发

区、汾湖）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本局除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税款外，
还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因邮寄的《限期
缴纳税款通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单位（个人）公告送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未按税法规定缴纳本局征收地方税收的单位（个人）名单及内容详见苏州市

吴江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公告栏，地址为：吴江区鲈乡南路1868号三楼办
税服务大厅；也可以登录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网站吴江地税涉税通知栏查看，
网址为：http://sz.jsds.gov.cn/col/col8914/index.html

苏州市吴江地方税务局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苏州市吴江地方税务局关于送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的公告（1月第2批）

（下转13版）

320525196410283813
411424198406150030
320525197704121515
320525650507159
320525195204186516
320525196204261533
342401198303156913
320681198606286632
441302198301030042
32052519791230501X
320826198508106454
320525196201300277
320826197706242217
320525196309075032
320584198211100016
320525197908300259
310110198201185636
321322199008104949
330225198005292577
320525195706125916
320525561025623
413028197809010930
320525196306295910
511322198110055662
320525196802104116
320525196710232030
340304197807040612
512324197511011192
372922198404113079
350122196706133413
320981197811252978
372822196102261231
352230195801250012
320525196202121545
320525550329203
32052519700130303X
342128198203167256
321028197009297212
320525195501112054
320282199006245887
320525194511208039
342623196810222313

杨定生
鲍振
曹国民
曹建新
曹泉全
曹永晶
陈华超
陈杰
陈滔滔
褚宝荣
崔早成
丁林南
费俊
顾菊弟
官建红
官网红
何佳侃
胡少文
黄海峰
黄荣林
黄森林
黄宪旺
计坤林
蒋华琼
金新成
李海龙
李伟
李远红
李振
林国国
刘得芹
刘付青
刘树发
陆卫敏
陆学明
陆永平
吕强
马爱军
马宪生
毛千惠
倪金林
倪修林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0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3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5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6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43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6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4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8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8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62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6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5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7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8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68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7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7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6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60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85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2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9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0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0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5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08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31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35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0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3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3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3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2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3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7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9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3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4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7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6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0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25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320586198104137414
320525620212201
32052519621004771X
230224199012091612
142431199306223670
320525195703257112
320525195801267437
320525196812155021
32052519671208158X
320525196508193541
320922198102082739
320525198207043565
320525198207211514
320323199311222433
32052519710714302X
320522196811064719
320922198005227318
32032319820414122X
362137198004121634
320525196502276258
320504197005053013
91320509554634793M
T20141582320907962
320919196311273016
320923197809053618
320525197408087412
320525197406107715
610125198308113515
411327198910050374
410725198603102013
320723197907160029
513025196910015808
320525197112043816
320525197112313038
410728197511289778
512226197411196676
320525196406117142
320525197207194449
320924198203031212
320830198701121036
320525197804113037

潘成云
潘多男
钱炳荣
秦飞
邱让
沈海林
盛大荣
石雪珍
史利群
宋建勤
孙海涛
孙晓英
谈云溪
王俊翔
王美凤
王伟
王兆竹
魏敏
巫小东
吴桂荣
吴建新
吴江市鸿固彩板房钢架厂
吴重毅
徐步勇
徐刚
徐卫新
严华忠
严军伟
杨豪
杨继涛
叶玫
易宗碧
俞亚荣
张阳林
张振科
郑仁平
周会珍
周美华
周庆林
周雪飞
朱雄

吴地税一税通〔2018〕204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0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30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5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7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32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63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74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6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1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5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73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8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7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4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4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2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7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7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4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97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9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4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62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8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5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76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3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51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494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6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63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828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3031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4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63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385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110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1992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999号
吴地税一税通〔2018〕2232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各未申报单位（个人）：
你单位（个人） 2018年1月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未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扣缴
义务人未按规定的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和有关
资料，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责令你
单位（个人）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五日内，就近选择地税办税大厅（太湖新

城、震泽、盛泽、开发区、汾湖）办理纳税申报手续，逾期仍未申报的，本局可
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并
按《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四十一条规定进行处理。因邮寄的《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被退回，现向你单位（个人）公告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未按税法规定申报本局征收地方税收的单位（个人）名单及内容详见苏州市

吴江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公告栏，地址为：吴江区鲈乡南路1868号三楼办
税服务大厅；也可以登录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网站吴江地税涉税通知栏查看，
网址为：http://sz.jsds.gov.cn/col/col8914/index.html

苏州市吴江地方税务局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苏州市吴江地方税务局关于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的公告（1月）

320584796142062
32058455588070X
91320000564316561E
320584554615031
32058406620118X
913205090710768466
320584696769458
320584684929784
320584053500535
913205095855941574
91320509MA1MEGWK6G
91320509MA1MG4XX7C
320584060155127
91320500MA1MEW5Y2H
91320509MA1MNRL36H
9132050974068601X7
320584742479022
320584686598667
91320509561822880F
32058472726703X
320584L17551434
320584L06498914
320584L76521657
342224198410160946
320584L22102588
320584L22135988
320584L36756603
320584L27684927
320584L39834160
320584742479153
91320509MA1P8KHP26
320584742478126
320584L75964202
320584138232875
320584759678132
320584L06498885
32128319790513501405
91320509MA1MM6Q947
91320509MA1N81Q52N
91320509MA1NUNR83D
12320584467097504T
91320509MA1P5ER096
91320509MA1MAJC44F
320584064539945
91320509MA1NBPB75E
91320509MA1MDYJU9N
91320509MA1P67LA99
91320509MA1MQDM9XD
91320509MA1MDPB243
91320509MA1N2H920D
91320509MA1MW6A977
91320509MA1MMGCW0J
91320509MA1MK1EU5G
91320509MA1MHR62XH
320500579499399

苏州纯高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吴江宝盈机械有限公司
如家酒店连锁（中国）有限公司
苏州汾湖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重泰重工有限公司
江苏怡乡春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圣丽轩塑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俊达字牌有限公司
吴江市杰盛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华鼎中录时空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富骏保洁有限公司
苏州瑞尊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高仕体育俱乐部
苏州华湾赢新文化创意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能熠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鸿扬工艺有限公司
泽康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苏州沛立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赛勒斯（苏州）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志新印刷厂
吴江市松陵镇科明电器商行
吴江市松陵镇美德制冷设备商行
吴江区松陵镇鑫海室内设计工作室
吴江市松陵镇腾泰电子贸易商行
吴江市松陵镇大成园艺场
吴江市松陵镇恒盛建材经营部
吴江市松陵镇金如意办公用品商行
吴江市松陵镇万红咖啡店
吴江市松陵镇金暾饭店
吴江新华海电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优若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利华酒业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超豪建材卫浴商行
吴江市天力电器厂
吴江市恒安网络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万和电子商行
吴江区松陵镇羊海燕家具店
苏州春巽动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金丝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赑决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农业环境监测站
苏州莘栢盛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达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千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通赛电梯有限公司
苏州卓致塑胶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市三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张德文文化艺术工作室
苏州康汇国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英耐力润滑油品有限公司
苏州浪头灯光音响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香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春前草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贝肯鲍尔门窗有限公司
苏州东岳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吴地税一限改〔2018〕89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9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1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6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0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6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9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913205095714176780
91320509081523769E
91320509714101671C
91320509MA1NGT6C2A
91320509051891851K
320584585597366
91320594MA1MTLJ13Q
91320509596977428X
9132050905668419XE
91320509598628117X
320584572623342
91320509MA1P3QFC2W
91320509301882529F
913205090632464970
91320509739436945W
91320509MA1M93RM83
91320509MA1MF30F1P
91320509061876508R
320584081535807
320584079860758
91320509MA1P4BNMXB
913205090815273720
320584056615266
320584732529196
320584565327852
320584558025231
32058456295130X
320584765885998
320584689197703
913205096883099617
9132050968586170XB
91320509674889432T
91320509779658454R
320584663269844
32058456532810X
91320509663817652B
91320509MA1MUEKC6C
320584690791048
320584061814884
91320509MA1MEGQ98M
91320509MA1MB8529L
91320509MA1MQ9EA6J
320584354534181
9132050934655027XB
91320509346381621F
91320509MA1MFTPX9P
91320509MA1NDDCX2Q
320584346441380
91320509MA1MG9L39Q
32058431415482X
913205090763376897
320584066255196
91320509MA1MER703D

平谦国际（苏州）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辉美瑞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全友电脑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苏州盛羽翔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筑邦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博河（苏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优学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茂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力品电通有限公司
吴江皇朝新美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滨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麦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华智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仁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爱思开希高科技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安尚家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星星优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布兰琪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鹏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苏州炜禾办公劳保有限公司
苏州缪煜形象设计有限公司
苏州兑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易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伟业房产有限公司
吴江市亿圆石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旺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南北德信门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友谊网吧
苏州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泉海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东茂塑胶有限公司
吴江聚达塑胶有限公司
吴江市咏创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吴江聚达运输有限公司
吴江市三里桥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大地鑫资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吴江市通利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华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小平渔业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苏州市万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芙蓉花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华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华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金联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苏州禄园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金暾饭店
苏州佰艺石材有限公司
苏州微行掌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市通用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苏州凌舞耀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耀拓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明光搬家服务有限公司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6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9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8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