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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584796142273
320584796140702
320584L06498885
913205097186180881
320584693315346
320584313720818
9132050978207904XD
320584330954632
320584731744345
320584331157029
91320509302107639G
320584346441380
32058470369597X
320584346251069
91320509562952521B
913205090798637645
91320509557077654N
320584060155127
913205095652534195
91320509MA1MNRL36H
91320509MA1MQDM9XD
91320509MA1MQU0J8K
91320509MA1MW6A977
91320509MA1MW8F003
91320509MA1N2H920D
91320509MA1N30XN4W
91320509MA1P28282K
91320509MA1P67LA99
91320509MA1P8KHP26
91320509MA1PB4XC0K
91320509MA1Q1GL3XW
93320509MA1T7QCW2W
91320509MA1UQ61F3E
91320509MA1UTBHR37
91320509MA1TEGHR4Y
320584791970176
91320509755062402E
91320509560341903B
913205090710768466
91320509051891851K
320584L58643677
91320509066262089K
92320509MA1P64NU77
91320509081523769E
91320509339264873A
91320500354947592K
91320509MA1MBPGJ4G
320584753921728
91320509598628117X
91320509MA1MH6LU7D
91320509799078895U
9132050967545131XH
320584746814350
320584064556040
91320509076347748D
91320509593922878C
9132050907270826XX
320584L27684927
91320509MA1MERJN82
913205090662741273
320584661305709
320584581036799
320584661774695
32058456295130X
91320509323773876R
320584661774601
320584L51563922
320584762429743
320584687190989
320584796142062
32058455588636X
320584572558501
92320509MA1NFGTL1X
320584742479022
91320509600000004X
913205093310794384
91320509330824192A
91320509091481419P
320584061801127
91320509786343493N
32128319790513501405
320584064539945
91320509734422667G
320584785574900
913205096945291944
91320509695530007B
91320509071092328G
91320509MA1MDPFW5P
320584686598667
9132050906189487X4
91320509313700454W
91320509MA1MB03M80
91320509MA1MJ18J11
320584L22102588
91320509056615266T
320584726550239
320584756421956
320584790865032
320584663269844
320584L3148723X
91320509067604984P
91320509301882529F
320584689197703
913205097724924475
91320509MA1MHR62XH
320584L08711811
320584079860758
91320509737082522X
913205097455952647
91320509739434384D
91320509782734550X
91320509MA1MQF3G16
91320509MA1MT8N80K
91320509MA1MUEKC6C
91320509737080420X
91320509MA1MYN0QX5
91320509MA1N09W327
91320509MA1MYFD323
91320509MA1N4A2H02
91320509MA1N81Q52N
93320509MA1NCFT86F
91320509MA1NGT6C2A
91320509MA1NJB5U01
91320509MA1NQQJY1D
91320509MA1NT8QA79
91320509MA1P3NRK6T
91320509MA1P68XQ92
91320509MA1R72P49W
91320509MA1T9BUN3N
91320509MA1TA7N13F
91320509MA1UU8060U
91320509MA1UW6YJ9P
91320509MA1UU59Q35
91320509MA1UXP7A0K
91320509797428150X
91320509740686124G
320584718618301
913205095618151389
91320509553756481P
9132050909152567X8
91320509663817652B

苏州兆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鸿顺木业工艺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万和电子商行
吴江市赛富通信线缆有限公司
吴江市天时铝型材厂
苏州市吉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吴江市水绿江蚕丝被服厂
苏州华鑫水蛭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鼎盛塑料电线厂
苏州莱特润滑油有限公司
苏州志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佰艺石材有限公司
吴江市七都绿叶电缆附件厂
苏州宝麟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正翔商业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平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旭中辰电子有限公司
高仕体育俱乐部
吴江市可可丝纺厂
苏州能熠建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张德文文化艺术工作室
苏州启旭农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浪头灯光音响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莱蔓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英耐力润滑油品有限公司
苏州利美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书香轩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苏州市三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苏州优若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尚趣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敦秀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惠丰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苏州豪吉昱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誉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华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吴江市天恒货运有限公司
吴江市黎里镇龙诚喷织厂
吴江常青浪淘沙网吧有限公司
江苏怡乡春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筑邦装饰建材有限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亿展精密模具厂
苏州市文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瑞恒精密模具厂
苏州辉美瑞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合驿（苏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中淼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市永永食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家仕房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皇朝新美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宝煜鑫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松成实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菲达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圣莱特精密陶瓷厂
苏州启明化工有限公司
苏州添锦字牌有限公司
吴江市煜泰鞋业有限公司
苏州凯义电梯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万红咖啡店
苏州同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翠钻照明有限公司
吴江市黎里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江市茂原电子薄膜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盛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南北德信门业有限公司
苏州永鼎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吴江市两岸快餐经营部
吴江市汾湖镇莘塔南港花木场
吴江市金石开电子厂
苏州金恒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纯高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吴江高仕不动产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吴江久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区汾湖镇禾烁橡塑制品经营部
泽康科技（吴江）有限公司
同里镇公房管理办公室
苏州华星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东站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苏州深海八百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钟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苏州龙通分公司
吴江市立达包装有限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羊海燕家具店
江苏千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吴江市神力织造有限公司
苏州柯达彩涂板有限公司
苏州立洲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立鞋业有限公司
苏州晟祥鞋业有限公司
苏州致青春网吧
苏州沛立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赢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苏州怡乡春竹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璟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小豆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大成园艺场
苏州易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升达铸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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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市咏创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吴江市横扇镇菀坪劲松电子厂
苏州元瑞鞋材有限公司
苏州华智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浩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同里镇虹桥金属陶瓷制品厂
苏州贝肯鲍尔门窗有限公司
吴江市芦墟镇宇昂精密模具加工厂
苏州炜禾办公劳保有限公司
吴江市双鹤鞋材有限公司
吴江鑫顺纸制品厂
吴江市天地喷织有限公司
吴江展志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苏州吴江荃芬环保有限公司
苏州罗帝依生活家居有限公司
苏州大地鑫资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吴江恒利工艺编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博福庆展览道具有限公司
苏州恒馨港房产咨询有限公司
苏州浩坤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紫莲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金丝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合欢蔬果专业合作社
苏州盛羽翔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漫爵标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樛木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市牛爸爸的厨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蓝乐日化洗护有限公司
苏州巧心居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源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苏州艾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度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苏州七淞雪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伟熙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苏州乐冠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天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帅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盛泽分公司
吴江市翔达丝绸有限公司
苏州蓝咔啡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百度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苏州众记汉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吴江市三里桥欣网易家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吴地税一限改〔2018〕9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9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3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5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4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5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6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6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2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6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3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0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7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7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5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3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5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9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5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6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9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1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1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9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93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3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2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8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0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1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4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91320509565268485X
913205095617702917
320584L41400281
320584740687493
320584764166238
92320509MA1PDRRWXB
320584064556040
320584081535807
320584722210982
91320509753920864X
913205097365171330
320584585597366
320584572641436
913205093239394500
91320509MA1MDPB243
91320509552477835E
320584338917780
91320509686597381X
91320509780297203X
91320509313751622W
320584786344314
91320509561819622Y
91320509MA1MBHK7X8
913205090632464970
91320509MA1MFGBC24
91320509770513259G
913205097149617513
913205096763875674
91320509MA1MLP757Y
91320509559276972X
91320509730716182T
91320509251319489E
320584L34272541
9132050930211656XC
320584675460080
91320509672532341M
913205095837890814
913205090878236747
91320509354530551R
320584314140102
320584302122716
32050978557541X
91320509061876508R
91320509MA1MNYG41G
91320509058651391J
91320509660821074B
91320509572589746R
92320509MA1NRTC61M
913205096993761662
91320509589971546L
320584581069240
91320509MA1MEGYX53
913205093464217771
91320509778018543N
91320509756422465F
91320509MA1MEWAN4X
913205090815273720
9132050968412074X1
91320509MA1MMY5U9T
91320509778017639N
913205097365174243
91320509323746261M
91320509MA1M90LL3G
91320509579511394D
91320509081583876A
91320509677618750P
91320509064518175U
913205093983950646
91320509572623342F
91320509323768831J
913205096921294537
913205093463199590
913205095794993992
91320509331118978H
91320509MA1MQFD475
91320509MA1MQPR35U
91320509MA1MTJE24L
91320509MA1MTL7C7Y
91320509MA1MUEKC6C
91320509MA1N5AHU82
91320509MA1N9E6T2U
91320509MA1ND14252
91320509MA1NG1T12U
91320509MA1NKF2E7W
91320509MA1NPGG52R
91320509MA1P3QFC2W
91320509MA1P7UTN4G
91320509MA1Q317H5A
91320509MA1TC5BK84
91320509MA1TC5CB0Q
91320509X32348861Y
91320509MA1P8M6R4E
91320509MA1UTC3L89
320584769134219
91320509746814270L
91320509797428150X
91320509782734323T
913205096979036124
91320509564296505U
320584558054972
320584063216001
91320509071083093N
91320509MA1MCBW913
91320509572553057K
91320509138273730T
9132050979834563X9
9132050932390600X1
913205093388558153
320584138251312
91320509MA1MB5FE2E
913205093239308946
913205096955170801
91320509MA1MATB45N
320584793314228
913205097780173131
913205095558919430
91320509069505090A
91320509091526760A
913205090941541493
91320509MA1ML4B12Q
9132050979383264XT
9132050958552559X4
913205090566772139
91320509718624875Y
91320509559277553X
91320509055175721Y
91320509596941708A
91320509567804552X
913205093235952056
913205097406871196
91320509755064328X
91320509552482634X
320584596941492
91320509398354465R
913205097500179016
913205096967052196
91320509692553035T
91320509579471222X
91320509058639544C
91320509779658745X
91320509673048383C
91320509064519514G

吴江市鼎恒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泰佳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拓创电子厂
吴江市盛世宝龙纺织厂
吴江市方鑫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宇通建材经营部
苏州启明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鹏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吴江宏伟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华琦灯头制造有限公司
吴江市中阳纺织品有限公司
博河（苏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吴江市得皋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恒众鞋厂
苏州康汇国际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市泉晟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建发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佳华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金鑫来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宏名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能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莫富龙太阳能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旭恒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仁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璟秀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德金燃料销售有限公司
吴江市吴电粉煤灰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财源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新创钣金有限公司
吴江市腾鑫烘箱制造厂
吴江市林强纺织贸易部
吴江市平望镇联南金属铸造厂
吴江市同里镇巧虎水产养殖场
苏州隆硕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浩然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久真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永安电器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苏州市人源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瀚淼洗涤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丰比服装销售有限公司
苏州全益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明荣城市发展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布兰琪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荷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苏拓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莫待纺织整理厂
苏州涵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市松陵镇金宇电子材料厂
吴江市林源冶金物资有限公司
吴江宜鸿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诺能达化工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苏州佳登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太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宏普电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英韩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踵武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兑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西尔康电梯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马克易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福雄电子有限公司
吴江市屯村种子站
苏州铝视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常奇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龙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国兆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可琪电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市珠容纺织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飞凌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滨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汉洲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百好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苏州龙雯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东岳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通共涂料有限公司
苏州延载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万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德贵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卷柏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大地鑫资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杰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云卓建材有限公司
苏州企阳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驰鑫汽修有限公司
苏州必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凌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麦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银鼎装饰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泰恒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荣享凯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复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胜达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盈寿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七都分公司
苏州盈圣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亿利泡塑有限公司
吴江市东婷喷织厂
吴江市东帅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苏州荣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吴江市合德亿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庆元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名优酒业有限公司
苏州立蓓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丰进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莱璟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旺源纸业有限公司
吴江市盛泽鹰翔大厦有限公司
吴江市聚力普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新金涛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凯弗妮纺织有限公司
国营吴江丝绸印花厂
苏州龙北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良源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豪程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江泽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吴江中博锦荣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华隆电器有限公司
苏州弘贸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文瑞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丰有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利长生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章美珍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伸越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悦童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快盛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荣泰橡塑有限公司
苏州港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楚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吴江伊佳彩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帛林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万友纺织后整理厂
吴江市荣泰纺织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万天丽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强益喷织厂
吴江铭博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市尚百亿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牛牛纺织整理有限公司
吴江丝露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吴江市丽云纺织绣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豪铭纺织有限公司
苏州铭晋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新广乐纺织有限公司
吴江市聚力普建材有限公司
苏州市佑昕纺织有限公司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9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1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3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1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1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0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9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8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5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7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6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46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24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3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1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4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3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6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2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1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2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6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6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38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3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0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11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6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3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56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07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49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4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5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63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522号
吴地税一限改〔2018〕1374号

纳税人识别号 单位名称 文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