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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达 公 告
江苏雅玛门窗幕墙有限公司等 296 家单位：
因你们未按规定缴纳欠缴税费，我局向你们出具相应文书（文书名称及文号见附表），要求你们按照规
定缴纳欠缴税费及滞纳金或提供相关担保。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106 条
第（一）款同一送达事项的受送达人众多的规定，向你们进行公告送达。具体送达内容见附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欠缴税费（元）

文书名称

文号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无锡市宜兴地方税务局
2018 年 6 月 19 日
附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欠缴税费（元）

文号

江苏雅玛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30821.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56 号

79

宜兴市顺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宜兴市超鹰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472.6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45 号

80

宜兴市金伟水泥制品厂

81

江苏海港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0136.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25、6726、6727、6728、6729、6730、6731 号

82

无锡市辉煌竹木业有限公司

40090.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27424.31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60、5961、5962、5963、5964、5965、
5966、5967、5968、5969、5970、5971、5972、5973、5974、
5975、5976、5977、5978、5979、5980、5981、5982、598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5984、5985、5986、5987、5988、5989、5990、5991、5992、
5993、5994、5995、5996、5997、5998、5999、6000、6001、
6002、6003、6004、6005 号

3

宜兴市明春清扫用品有限公司

4

宜兴市小英废品收购站

17664.7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82 号

5

宜兴市益丰电炉制造有限公司

28242.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9、5870、5871、5872 号

6

宜兴佑德科技有限公司

7

无锡市索源催化剂科技有限公司

8

宜兴市博泽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191.9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14、6915 号

9

宜兴市琳悦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14917.5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48、6949、6950、6951 号

10

宜兴市永达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7149.7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71、6972 号

11

宜兴市凤凰炉业有限公司

594.3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463 号

12

宜兴市金汇陶艺品有限公司

16563.0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466 号

13

宜兴市白金汉宫练歌房（普通合伙）

14

宜兴市宇楷陶瓷有限公司

12840.2

15

宜兴市龙凰电器有限公司

280

16

宜兴市杏凤芸纺织厂

283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73、5874、5875、5876、5877、5878 号

12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07 号

16993

95358.29

23

无锡市宝成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71、6772 号

86

宜兴市紫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1601.3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73 号

87

宜兴市广宇罐业有限公司

55119.01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33、6534、6535、6536、6537、6538、6539、654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541、6542、6543、6544、6545、6546、6547、6548、6549、6550、6551、
6552、6553、6554、6555、6556、6557、6558、6559、6560、6561 号

88

宜兴市军威印铁制罐有限公司

42381.3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42871.66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71、6572、6573、6574、6575、6576、6577、6578、
6579、6580、6581、6582、6583、6584、6585、6586、6587、6588、658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590、6591、6592、6593、6594、6595、6596、6597、6598、6599、6601、
6602、6603、6604、6605、6606、6607、6608、6609、6610、6611、6612、
6613、6614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62、6563、6564、6565、6566、6567、6568、6569、
6570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42、6643 号

宜兴市顺良纺织有限公司

16039.1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44 号

93

宜兴市永华竹木制品厂

5050.6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55、6656 号

94

宜兴市雅丽达服饰制衣有限公司

2483.0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57 号

95

宜兴市瑞银纺织品有限公司

7263.2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45、6646、6647、6648、6649、6650 号

96

宜兴市成林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97

宜兴舜天服饰有限公司

17747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24、5825 号

98

江苏中舟中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71585.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26、5827 号

99

宜兴市三鑫磁极钢有限公司

56724.3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28、5829 号

100 宜兴市超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3399.0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30、5831 号

101 宜兴市翔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9761.8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102 宜兴市国权机械有限公司

13447.1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42、5843 号

103 宜兴市永哲机械有限公司

9635.0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44、5845 号

104 江苏中舟中环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7218.7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46、5847、5848 号

105 宜兴市赛博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6563.0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49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11 号

106 江苏联众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13998.9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97、5898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53、6954、6955、6956、6957、6958、
6959、6960、6961、6962、6963、6964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55、5556、5557、5558、5559、5560、
5561、5562、5563、5564、5565、5566、5567、5568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53、5554 号

105305.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50、5551、5552 号

203823.83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16、5517、5518、5519、5520、5521、
5522、5523、5524、5525、5526、5527、5528、5529、553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5531、5532、5533、5534、5535、5536、5537、5538、5539、
5540、5541、5542、5543、5544、5545、5546、5547、5548、
5549 号

112145.2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15、6612、6613、6614、6615、6616、6617、6618、
6619、6620、6621、6622、6623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33、5834、5835、5836、5837、5838、5839、5840、
5841 号

24

江苏林龙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25

宜兴市兴达琉璃瓦厂

3727.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54、6255、6256、6257、6258 号

107 宜兴市中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753.5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99 号

26

宜兴市荣兴电光源有限公司

1017.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50、6251、6252、6253 号

108 宜兴市世纪色织有限公司

2730.5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39 号

27

宜兴市钱龙墙地砖有限公司

23958.5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49 号

109 宜兴市八达电缆厂

559637.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06、5907、5908、5909、5910、5911 号

28

宜兴市美华织造有限公司

4512.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46 号

110 宜兴金光电子有限公司

58338.1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14、5915、5916、5917、5918、5919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39、6240、6241、6242、6243 号

111 宜兴市一洲木业有限公司

142130.9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20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36、6237 号

112 无锡市金诺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6150.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21、5922、5923、5924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34、6235 号

113 宜兴市和桥成亮塑料制品厂

46165.1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25、5926 号

5119.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31、6232、6233 号

114 宜兴市兴强炉业有限公司

22928.9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115 江苏民伟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3094.4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38 号

116 江苏锦添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95298.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48、5749、5750、5751、5752、5753、5754 号

117 江苏巨力铜业有限公司

200172.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38、5739、5740、5741、5742、5743、5744、5745、
5746 号

118 宜兴市恒力橡塑机械有限公司

15193.8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67、5768、5769、5770、5771、5772、5773、5774、
5775、5776、5777、5778、5779、5780、5781、5782、5783、5784、5785 号

29
30

宜兴市吉龙陶瓷工艺厂
宜兴市汉忠瓷釉有限公司

31

宜兴市古今紫源陶瓷原料研究所

32

宜兴市洑东镇湖滨陶瓷厂

91479.48

81746.36

9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52 号

20689.72

宜兴市诚天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宇杰钢机有限公司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41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5570、5571、5572、5573、5574、557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5576、5577、5578、5579、5580、5581、5582、5583、5584、
5585、5586 号

2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69、6770 号

85

14917.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692、5693、5694 号

120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54、6755、6756、6757、6758、6759、6760 号

69472.32

14336.45

6835.67

宜兴市川埠陶瓷炉料厂

109881.88

宜兴顺洲竹木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维胜纺织有限公司

宜兴市维多利亚建材有限公司

21

宜兴市合升机械有限公司

宜兴市红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66、6967 号

18

142472.59

83
84

91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42、6943、6944、6945、6946、6947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695、5696、5697 号

宜兴市丁山电炉耐火材料厂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32、6733、6734、6735、6736、6737、6738、6739、
6740、6741、6742 号

9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52254.53

2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32 号

宜兴市康晨竹木制品有限公司

宜兴市艺苑陶瓷有限公司

宜兴市科菲特轴承滚子有限公司

30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30、6531 号

89

17

19

4354.24

文书名称

1

21458.48
2452.15
11454.84

33

宜兴市鼎力建筑陶瓷厂

645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29、6230 号

34

无锡市中沃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206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223、6224、6225、6226 号

35

宜兴市中泉耐材经营部

152.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90 号

36

宜兴市丁蜀镇远大陶瓷泥料经营部

6313.2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86 号

37

广州市耐驰美研磨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3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17 号

38

无锡市四季明星太阳能热水器有限公司

3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18、6919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28、5929、5930、5931、5932、5933、5934、5935、
5936、5937 号

39

宜兴市铭星陶瓷有限公司

3893.8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39、6940、6941 号

119 宜兴市中泰色织有限公司

2086.0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786 号

40

宜兴市宏飞陶瓷有限公司

2920.0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20、6921、6922、6923 号

120 江苏华伟鑫盛科技有限公司

99292.4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08 号

41

宜兴市龙头山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934、6935、6936、6937、6938 号

121 宜兴市金汇油嘴油泵有限公司

4460.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11、5812 号

42

上海金数实业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

3345.6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360 号

122 宜兴市丽都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506.7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09、5810 号

43

宜兴市丁蜀陶都五金机械厂

12011.2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361、6362、6364、6365、6366、6367 号

123 宜兴市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44

宜兴市满园春陶瓷艺品厂

9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368 号

124 宜兴市昱鑫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5

宜兴市三盛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100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369、6370、6371、6372、6374、6375 号

46

宜兴市香山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1920

47

48

江苏昌达车辆有限公司

宜兴市荣华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600

113390.81

56332.74

1663559.6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01、5802、5803、5804、5805、5806、5807 号

214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13 号

125 无锡旭升橡胶机械有限公司

4722.2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01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376 号

126 宜兴市尚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0013.9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89、5890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67、6668、6669、6670、6671、667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673、6674、6675、6676、6677、6678、6679、6680、6681、
6682、6683、6684、6685、6686、6687、6688、6689 号

127 宜兴市亿发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2172.6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02、5903 号

128 宜兴市中先运输有限公司

57666.9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96、5897、5898 号

129 江苏石诺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3130.2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1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94、6695、6696、6697、6698、669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700、6701、6702、6703、6704、6705、6706、6708、6709、
6710、6711、6712、6713、6714、6715、6716、6717、6718 号

130 天乾（无锡）科技有限公司

357090.8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55 号

131 无锡德乾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700338.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51、5852 号

132 无锡市沪唯电子有限公司

43275.7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56、5857、5859 号

49

无锡市古有古典家具有限公司

27759.2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19、6720、6721、6722、6723 号

50

无锡市昌达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22061.9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24 号

51

宜兴市前程铜材有限公司

59940.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690、6691、6692、6693 号

52

宜兴市博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68308.1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81、6782、6783、6784、6785 号

53

无锡市汉力士液压泵制品有限公司

11187.0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89 号

54

宜兴市恒盛复合管道有限公司

55

宜兴市万源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56

宜兴市华丰电子有限公司

29286.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57

宜兴市信益涂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8241.3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09、6810 号

58

宜兴市东方蓄电池有限公司

17801.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11、6812 号

59

无锡市醇香酿造设备有限公司

9746.3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13 号

60

江苏天地龙置业有限公司

888409.4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14、6815、6816 号

61

江苏天地龙线材有限公司

545211.4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17、6818、6819 号

142 宜兴市煜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889.3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12、6013、6014、6015、6016、6017、6018、6019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20、6821、6822 号

143 无锡市都山锅炉辅机有限公司

3109.9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57 号

124676.8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23、6824 号

144 宜兴市嘉阳置业有限公司

1537117.0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72 号

145 宜兴市家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29208.1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75451.61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27、6828、6829、6830、6831、6832、
6833、6834、6835、6836、6837、6838、6839、6840、684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842、6843、6844、6845、6846、6847、6848、6849、6850、
6851、6852、6853、6854 号

8037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00 号

147 江苏乔阳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42508.0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01 号

71716.3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55、6856、6857、6858、6859 号

148 宜兴市鑫隆锻造有限公司

28472.6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02、6103、6104、6105、6106、6107、6108、6109 号

65746.69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60、6861、6862、6863、6864、686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866、6867、6868、6869、6870、6871 号

149 宜兴市起点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62
63

64

65

江苏辰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大恒环保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兴市丰鑫耐火材料厂

宜兴市伟豪电子有限公司

1779.4
1809576.51

399254.5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91、6792、6793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94、6795、6796、6797、6798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799、6800、6801、6802、6803、6804、
6805、6806、6807、6808 号

133 宜兴绿洲食品有限公司

490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5 号

134 宜兴市百拓制衣有限公司

20646.7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6、5867、5868 号

135 宜兴市科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1953.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3 号

136 宜兴市灵人机械有限公司

567222.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53、5854 号

137 宜兴市强盛机床有限公司

11236.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4 号

138 宜兴市蔚豪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26537.5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62 号

139 宜兴市乾震冶金炉料有限公司

36651.0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83 号

140 无锡锐源重工有限公司

191677.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5884、6008 号

104540.46

宜地税四税通[2018]5946、5947、5948、5949、5950、5951、5952、5953、
5954、5955、6020、6021、6022、6023、6024、6025、6026、6027、602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029、6030、6031、6032、6033、6034、6035、6036、6037、6038、6039、
6040、6041、6042、6043、6044、6045、6046、6047、6048、6049、6050、
6051、6052、6053、6054、6055、6056 号

141 宜兴市前程静电喷塑装饰有限公司

146 宜兴市乔阳电器有限公司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73、6174、6175、6176、6177、6178、6179、6180、
6181、6182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10、6111、6112、6113、6114、6115、6116、6117、
6118、6119、6120 号

1053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353.8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21、6122、6123 号

66

江苏达虹电缆有限公司

67

宜兴亚泰科技有限公司

38024.2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72 号

150 无锡市富华塑业有限公司

68

宜兴市南方铜材科技有限公司

34494.1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73 号

151 江苏华厦彩钢结构有限公司

693434.2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74、6075、6076、6077、6078 号

69

宜兴市中兴土畜产有限公司

28788.5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74 号

152 无锡市江南纸业有限公司

65485.3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79、6080、6081、6082 号

70

江苏永平通用环保有限公司

1900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75 号

153 宜兴市盛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18701.59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83、6084、6085 号

71

江苏帕利达铜业有限公司

1289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76、6877、6878 号

154 无锡易昕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13793.9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59、6060、6061、6062、6063、6064、6065、6066号

72

宜兴巨强红木家俱有限公司

12600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80 号

155 无锡市普华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9210.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67、6068、6069 号

73

无锡市达虹线缆有限公司

9367.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81、6882、6883、6884、6885 号

156 无锡市申环电工有限公司

325.23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70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86 号

157 昊胜塑料科技（宜兴）有限公司

10339.6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71、6072 号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87、6888、6889、6890 号

158 宜兴优维电器有限公司

9921.4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073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891、6892、6893、6894、6895、6896、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897、6898、6899、6901、6902、6903、6904、6905、6906、
6907、6908、6909 号

159 江苏恒源电缆有限公司

270845.6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25、6126、6127、6128、6129、6130、6131、6132 号

160 无锡圣恩铜业有限公司

228762.07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33 号

161 无锡金昌箱包有限公司

114309.55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34、6135、6136、6137、6138、6139 号

162 无锡市圣恩线缆有限公司

75460.01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40、6141 号

163 无锡市岚峰制膜有限公司

42373.9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42、6143、6144、6145、6146、6147、6148、6149 号

164 江苏太滆起重机械有限公司

41081.7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165 宜兴市欣成纺织有限公司

37075.22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66、6167、6168、6169 号

74
75
76

宜兴市讯天通信器件有限公司
宜兴市中原服饰有限公司
宜兴市钧涛喷涂有限公司

9320.01
9224.75
8545.31

77

宜兴市墅兴耐火材料厂

27687.37

宜地税四税通﹝2018﹞6493、6494、6495、6496、6497、649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6499、6500、6501、6502、6503、6504、6505、6506、6507、
6512、6513、6514、6515、6116、6517、6518、6519 号

78

宜兴市桃源竹木制品厂

15128.28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28、6529 号

79

宜兴市顺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354.24

《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宜地税四税通﹝2018﹞6530、6531 号

宜地税四税通[2018]6150、6151、6152、6153、6154、6155、6156、6157、
6158、6159、6160、6161、6162、6163、6164、6165 号
(下转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