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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84730715569
913205093311961910
913205093388144156
320584079893189
320584346251069
91320509338834264C
320584313720818
91320509MA1M9JRQ46
320584779658999
91320509MA1MEYUA04
320584740687397
320584687190989
320584677042181
320584785574476
320584674444396
320584572610015
320584550295966
320584592592838
320584678337846
320584562952521
320584579452304
32058455588636X
320584687160472
91320509608298183D
913205097724911104
32050978557541X
320584567774525
320584681631181
320584677042210
320584561840050
320584786344314
320584572614905
123205844670681800
91320509557077654N
320584583797524
91320509578175659L
32058457952323X
320584753921728
320584588457545
320584693390450
91320509593908224L
320584078237710
320584L08711811
320584752033032
320584793833095
320584737080607
91320509MA1T9BUN3N
91320509MA1N4A2H02
320584313791464
320584091481419
320584058635391
320584066206730
320584060202595
320584074739465
320584591123888
320584664902859
320584681649429
320584756421956
320584790865032
320584761022837
320584714102463
320584746814350
320584726550239
32058471496096X
91320509MA1P856W9D
91320509MA1NQCU3XL
91320509MA1TA7N13F
91320509330895337C
91320509MA1M9T4G3D
320584338779402
320584313700454
320584078256890
320584089383924
913205096933923681
320584696743776
320584661305709
320584570327793
320584682154452
320584681133123
320584661305792
320584138241659
913205097890722620
320584758493937
320584724442883
320584762429743
320584L2144421X
320584L51563922
320584L48035758
9132050962846023XN
32058432122702X
320584138242694
9132050932367240X9
91320509MA1MBPYH2Q
91320509MA1MG9N4X3
91320509MA1MRTUM6A
320584079869947
320584076396152
320584094137357
320584L28321343
320584565297753
913205095570941632
320584588464788
320584775418648
32058466383804X
913205097455952647
92320509MA1PF40B46
320584313869655
91320509MA1MDC0X2T
32058406760700X
320584076347748
91320509757963765R
91320509786343493N
320584748742020
320584745595360
320584596921133
320584053536415
320584675452515
320584798345832
320584666806748
320584761022175
320584724191391
320584724440909
320584761022933
320584313760932
91320509398255037T
91320509MA1MHJ2L8R
91320509MA1MYN0QX5
320584063298318
91320509088198591Q
320584330919634
320584559269318
320584559327485
32058456682464X
320584560323908
320584573754432

吴江市新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海学精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诺富克软件有限公司
苏州新伟力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宝麟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路路通保洁有限公司
苏州市吉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苏州好育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高仕抵押贷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巨垒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方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金恒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腾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恒瑞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吴江联佳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欣香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鹏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高仕车贷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吴江正翔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和生堂保健品有限公司
吴江高仕不动产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吴江市诚德建材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金柏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城市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高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根茂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瑞得在线锦丰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能电器有限公司
海门市申建氢能新材料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吴江旭中辰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东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吴江市富城房产中介服务部
吴江菲克斯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家仕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帕洁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开盛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昊达图文广告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江区童博幼儿园
吴江市芦墟镇宇昂精密模具加工厂
苏州工力铸造有限公司
浙江广大建设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市元盛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艾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紫莲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雷立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深海八百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天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朗德半导体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萌瑞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微利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弘燊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莘塔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中德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贝林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吴江加油站
苏州心连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芦墟店
吴江市朝日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一舟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圣莱特精密陶瓷厂
吴江市升达铸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神力医疗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闽优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祥乐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度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燎源鞋材有限公司
江苏极致智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瀚利轩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怡乡春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谷美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鑫镕金属制品厂
吴江市木子鞋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汾湖镇黎里治伟箱包厂
吴江市黎里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博越硅胶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火鸟皮具用品厂
吴江市思恩纺织工艺品厂
吴江市江洲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凹凸彩印厂吴江分厂
吴江市兢业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天阳服饰有限公司
吴江市意心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金石开电子厂
吴江市汾湖镇合川模具厂
吴江市汾湖镇莘塔南港花木场
吴江市汾湖镇路铭电子加工厂
吴江市荣泰五金工具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富和鑫模具有限公司
吴江市上航接插件有限公司
苏州天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建飞木业有限公司
苏州腾之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丽娟房产中介服务部
苏州高展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苏州双林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苏州市龙远五金有限公司
吴江市汾湖镇莘塔丰祥园林景观苗木场
吴江市欧来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雷若精工有限公司
吴江永杰包装厂
苏州盛大净化彩板有限公司
吴江市龙南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鑫顺纸制品厂
吴江市汾湖镇北厍鑫建服装厂
苏州弘辉鞋业有限公司
苏州及时雨洗涤有限公司
苏州聚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添锦字牌有限公司
苏州好纳针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立达包装有限公司
苏州科达彩涂板业有限公司
苏州斯迈特东方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千福临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知音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格林安森手套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丰彩板钢构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腾鞋材厂
迅新镀涂板材（苏州）有限公司
吴江市天圣彩板钢构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宏强鞋用材料厂
苏州玉磊纸业有限公司
苏州市永财鞋业有限公司
苏州钱江物流有限公司
苏州市博福庆展览道具有限公司
苏州市骏足鞋用材料厂
苏州特莱康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汾湖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吴江德润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邦孚鞋机有限公司
吴江罗成祥五金加工厂
吴江市骏邦鞋用材料厂
吴江远景五金加工厂

吴地税一限改〔2018〕8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8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6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4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9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5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0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6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9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23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310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320584051866541
320584750549078
9132050979834547X2
320584670132969
320584581069240
320584572558501
91320509677618750P
320584695530007
320584561758815
320584764166238
91320509MA1MLP757Y
320584346234891
913205093141643901
320584L34272541
913205093020543706
320584064556040
320584302122716
320584683532718
91320509694507489M
320584722210982
320584688335780
320584600000004
320584714961751
32058413824864X
91320509138283402X
320584714959176
320584L44385291
320584770513259
320584724190831
320584753920864
320584690771530
91320509MA1PX28R9J
91320509MA1MQPR35U
91320509301918050X
320584066216808
91320509078216549X
320584331119559
91320509737082813X
32058432390600X
320584301977616
91320509063213310F
91320509572589746R
320584798346931
320584762429604
91320509553838372X
91320509772491487X
320584686597381
91320509138248965M
91320509557111672B
91320509598587386X
91320509592562495X
91320509670132387M
320584582336697
91320509MA1NL20N8N
92320509MA1P64NU77
320584L58643677
91320509MA1MXBQK80
320584714959125
32058406455036X
320584331078830
32058473174322X
320584572561399
32058459254019X
91320509571431381E
320584661774601
320584796142273
913205096668273978
320584050262148
320584566866858
320584559276489
320584661774695
320584L20879684
320584662719735
320584L3148723X
913205093310864197
91320509MA1MUGGK1H
91320509697911591W
320584793313575
320584694545944
913205095795176494
91320509681108622D
320584050231800
320584L44397647
91320509MA1MQ6KG5C
32058457257363X
320584796140702
320584696731839
320584559322406
91320509782734323T
91320509728732722Q
913205097222107630
91320509743718697X
913205097186180026
320584748164216
913205097272653923
91320509770513531N
91320509MA1PBH5427
320584061859927
320584330916871
91320509718621543Y
320584575353181
913205096993761662
91320509567810493X
320584747310998
320584X08303081
91320509338849706X
320584069537578
91320509313922401X
91320509302214661F
320584690769457
320584572641436
320584691342017
9132050966897215XX
91320509595591355X
91320509053525927X
320584552482634
91320509592566664X
320584718618301
320584729333360
913205097325305843
91320509740686124G
91320509628460838P
91320509MA1MB5FE2E
320584718617210
91320509608301194U
320584726551020
320584775417821
9132050972726498XX
91320509757964872X
913205097780173131
32058466082032X
91320509661337911X
91320509779658390U
320584785574003
320584703697860
320584714963554

吴江市鑫一达鞋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弘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吴江市海联空调净化有限公司
吴江市科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诺能达化工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久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可琪电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立鞋业有限公司
吴江新普瑞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方鑫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苏州市新创钣金有限公司
苏州诚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齐美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同里镇巧虎水产养殖场
苏州友尔立自动化设备制造厂
苏州启明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全益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岛食品有限公司
苏州艾克斯尔乐器有限公司
吴江宏伟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胜电子设备厂
同里镇公房管理办公室
吴江市吴电粉煤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平望联北金属铸件厂
吴江市平望柳湾染料助剂厂
吴江市荣达塑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平望镇百事吉铸造厂
吴江市德金燃料销售有限公司
吴江市平望镇海飞铸造材料厂
吴江市华琦灯头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创越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秀得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苏州万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云健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道道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市胜净保洁有限公司
苏州尼强纺机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明腾丝绸纺织厂
苏州新金涛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欧铭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天晗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涵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恒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吴江市美佳纸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博业服饰有限公司
吴江新港织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佳华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华电吴江热电有限公司
吴江市昌瑞化工有限公司
吴江市锦亚酒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利年利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盈和实业有限公司
驰成数控机械（吴江）有限公司
苏州市闽易果品有限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瑞恒精密模具厂
吴江区松陵镇亿展精密模具厂
苏州天烽达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生冶金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紫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君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外贸集团恒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和恒物资有限公司
吴江市绿叶保洁有限公司
吴江尚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两岸快餐经营部
苏州兆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聚威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中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苏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苏工缝纫机零件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盛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横扇镇菀坪胜佳电子加工厂
吴江市仁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横扇镇菀坪劲松电子厂
苏州六盛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依侬秀尔电气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东电子塑胶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精密齿轮有限公司
吴江市天成太湖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吴江市康红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吴江市汇富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常有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横扇镇国滟电脑编织厂
苏州聚吉来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昕婷针织有限公司
苏州鸿顺木业工艺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戗港餐饮有限公司
苏州东田泽泰纺织厂
苏州荣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昌铸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顺吉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喷织分厂
吴江市方正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吴江市龙耀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秋泽化纤厂
吴江市龙耀铸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龙飞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鼎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欣腾纺配加工厂
深圳市宝贝园科技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市正明机架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方维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林源冶金物资有限公司
苏州大展化纤有限公司
吴江市云瑞喷织厂
苏州福园门窗厂
苏州市扬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市一通管道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东江润园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寥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宏远纸业包装厂
吴江市得皋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华丹娜服饰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平橡塑厂
吴江市中元园林有限公司
苏州冠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强益喷织厂
吴江市艾派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翔达丝绸有限公司
吴江宏图丝绸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虹腾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盛泽分公司
吴江市钱氏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龙北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福华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长城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帆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创冠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利月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盈利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华隆电器有限公司
吴江市山震丝绸有限公司
吴江市黎旺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福舜化纤织造有限公司东方市场销售部
吴江市溢恒布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康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盈丰纺织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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