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车辆号牌 业户名称 业户地址 年审有效日期 道路运输证字号

1 苏BY768挂 无锡健鼎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112
2019-04-27 锡06325292

2 苏BN8518 无锡顺祥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199号传化物流中心8号库

8-13
2019-04-30 锡06328620

3 苏BG886挂 江苏浩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

403
2019-04-30 锡06329290

4 苏BQ8032 江苏浩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

403
2019-04-30 锡06329291

5 苏BB8072 无锡汇凯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39号
2019-04-30 锡06325182

6 苏B92693 无锡市长虹化塑色粒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阳山镇陆区人民西路88号 2019-04-30 锡06315595

7 苏BH6599 无锡星鹏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59
2019-04-30 锡06325255

8 苏BW7276 江苏云尚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C018
2019-04-30 锡06325715

9 苏B3826挂 江苏丰杰物流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156
2019-04-30 锡06320795

10 苏BB5926 无锡市正和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石塘湾镇梅泾村 2019-04-30 锡06318969

11 苏BA9385 无锡峰业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065
2019-04-30 锡06327117

12 苏B93007 无锡峰业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065
2019-04-30 锡06327121

13 苏B3816挂 江苏达利园物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13
2019-04-30 锡06323740

14 苏B7856挂 无锡安顺达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037
2019-04-30 锡06322063

15 苏BM3119 无锡市天华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玉祁街道玉东村 2019-04-30 锡06321890

16 苏B79392 无锡市振东特种弹簧厂 江苏省无锡市钱桥镇勤建村 2019-04-30 锡06314186

17 苏B78785 无锡市强盛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151
2019-04-30 锡06320656

18 苏B92787 无锡市强盛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151
2019-04-30 锡06320660

19 苏BW9120 惠山区长安顾正货运配载服务部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无畏桥工业园惠畅路 2019-04-30 锡06325284

20 苏BX755学 无锡市惠山交通技术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欣路160号 2019-04-30 锡06328525

21 苏BZ798学 无锡市惠山交通技术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欣路160号 2019-04-30 锡06328526

22 苏BM3889 无锡天赐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

408
2019-04-30 锡06328577

23 苏BB7765 无锡宇昊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流办公

大楼5-2-066
2019-04-30 锡06321507

24 苏BG3928 无锡宇昊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流办公

大楼5-2-066
2019-04-30 锡06321510

25 苏B92816 无锡市宏力敏盛钢杆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阳山配套区天顺路 2019-04-30 锡06320534

26 苏BT1882 无锡市立群热处理厂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新苑路2号 2019-04-30 锡06325139

27 苏BW7630 江苏锦恒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

1001号A8108
2019-04-30 锡06325568

28 苏BA9190 无锡大件起重运输安装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双庙村 2019-04-30 锡06317050

29 苏BZ785学 无锡市惠山交通技术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欣路160号 2019-04-30 锡06328524

30 苏BZ700学 无锡市惠山交通技术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欣路160号 2019-04-30 锡06328528

31 苏BU870学 无锡市惠山交通技术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欣路160号 2019-04-30 锡06328527

32 苏BG3365 无锡国强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A116
2019-04-30 锡06320489

33 苏BG3780 无锡众悦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

1001号C8357
2019-04-30 锡06320238

34 苏BY165挂 无锡市东北盛达特快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1 2019-04-30 锡06325273

35 苏BY739挂 无锡恒润物流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9区9-18 2019-04-30 锡06325441

36 苏BM3638 无锡杜氏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上源物流E203 2019-04-30 锡063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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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苏B65829 无锡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B117
2019-04-30 锡06322674

38 苏BM3657 无锡西速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2#库

2-025
2019-04-30 锡06322112

39 苏BY738挂 无锡恒润物流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9区9-18 2019-04-30 锡06325442

40 苏B65815 无锡俊秀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D080
2019-04-30 锡06328473

41 苏BH6322 无锡易隆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275号
2019-04-30 锡06324483

42 苏B87865 无锡市百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金惠路599号 2019-04-30 锡06315024

43 苏BB7713 无锡市百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金惠路599号 2019-04-30 锡06328513

44 苏BA2627 无锡晓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振业路18号 2019-04-30 锡06316369

45 苏BG8569 无锡宏盛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新兴西路312国道旁 2019-04-30 锡06322495

46 苏BM3232 无锡宏盛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洛社新兴西路312国道旁 2019-04-30 锡06322311

47 苏BW3953 无锡市龙强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101
2019-04-30 锡06325417

48 苏BW276挂 无锡市龙强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101
2019-04-30 锡06325444

49 苏BW3506 无锡市龙强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101
2019-04-30 锡06325463

50 苏B6686挂 无锡爱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2#库

2-001
2019-04-30 锡06321698

51 苏B78332 无锡源华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4区

31-33
2019-04-30 锡06319749

52 苏B79335 无锡市邦杰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257
2019-04-30 锡06322694

53 苏B2531挂 无锡市保丰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A8103
2019-04-30 锡320206001272

54 苏BY187挂 无锡中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号

S3203
2019-04-30 锡320206001431

55 苏BN8556 无锡市长河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006
2019-04-30 锡06328597

56 苏BM9711 无锡宏飞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41
2019-04-30 锡06324685

57 苏BM3216 无锡依恒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10号
2019-04-30 锡06321908

58 苏BZ787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29

59 苏BG3128 无锡宏飞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41
2019-04-30 锡06320036

60 苏BD7857 无锡宏飞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41
2019-04-30 锡06325592

61 苏BX595学 无锡乐驾驾培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堰桥配套区漳鸿路2号

（堰桥）
2019-04-30 锡06328436

62 苏BU822学 无锡乐驾驾培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堰桥配套区漳鸿路2号

（堰桥）
2019-04-30 锡06328437

63 苏BZ758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26

64 苏BB7900 无锡市神龙万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215
2019-04-30 锡06318877

65 苏BX983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27

66 苏BM3959 无锡金锦源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C8126
2019-04-30 锡06322089

67 苏BH6728 无锡市润新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313
2019-04-30 锡320206001852

68 苏BW3930 无锡市润新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313
2019-04-30 锡320206001849

69 苏BZ718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25

70 苏BW827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24

71 苏B65992 无锡市润新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313
2019-04-30 锡320206001858

72 苏BW8617 无锡帝创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93
2019-04-30 锡0632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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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苏B7660挂 无锡宏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38
2019-04-30 锡06322855

74 苏BM2869 无锡宏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38
2019-04-30 锡06322127

75 苏BM3630 无锡市上普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10-2 2019-04-30 锡06322031

76 苏BG3566 无锡市远达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D8226
2019-04-30 锡06320123

77 苏B7809挂 无锡宏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

信38
2019-04-30 锡06322130

78 苏BM5002 无锡运盛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D083
2019-04-30 锡06322134

79 苏BG2516 无锡凯名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C096
2019-04-30 锡06322861

80 苏BU687学 无锡洛社驾培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花苑村 2019-04-30 锡06328630

81 苏BG3667 无锡志峰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综合楼1号楼3007-2室
2019-04-30 锡320206001788

82 苏B79339 无锡市志辉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梅泾村新胜杰A152号 2019-04-30 锡06329011

83 苏B93255 无锡市帝灵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50 2019-04-30 锡06329043

84 苏BY782挂 江苏崇瑞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C040
2019-04-30 锡06325640

85 苏B5671挂 无锡市帝灵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50 2019-04-30 锡06329055

86 苏BX1613 无锡一方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C110
2019-04-30 锡320206001944

87 苏BZ079挂 无锡市合德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506 2019-04-30 锡06328768

88 苏B93221 无锡市帝灵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50 2019-04-30 锡06329058

89 苏BG1772 无锡市运鑫货运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088
2019-04-30 锡06319777

90 苏B79682 无锡佳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100号
2019-04-30 锡06320339

91 苏BM3608 无锡天场货运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流办公

大楼5-1-103
2019-04-30 锡06322056

92 苏B6750挂 无锡市金亿和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D8219
2019-04-30 锡06318946

93 苏BB7712 无锡市金亿和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D8219
2019-04-30 锡06318837

94 苏BT1853 耀东国际物流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B003
2019-04-30 锡06325283

95 苏BX8809 无锡市弘韵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B048
2019-04-30 锡06328467

96 苏BB669挂 无锡市合德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506 2019-04-30 锡06328772

97 苏B5697挂 无锡市帝灵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雨晴天A50 2019-04-30 锡06329042

98 苏BW9010 无锡市弘韵通达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B048
2019-04-30 锡06325301

99 苏BX539挂 无锡市合德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506 2019-04-30 锡06328769

100 苏BQ8936 无锡晶逸洋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1029
2019-04-30 锡06328611

101 苏BX6192 无锡汇伟达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二

区28-29号
2019-04-30 锡320206002669

102 苏B79573 无锡康贝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群胜村 2019-04-30 锡06315705

103 苏BX5900 无锡汇伟达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二

区28-29号
2019-04-30 锡06328686

104 苏B77972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3972

105 苏BB7800 无锡粤泓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长安金星路 2019-04-30 锡06318863

106 苏BM3395 无锡市鸿盛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C区

58号
2019-04-30 锡06321955

107 苏B77957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3973

108 苏B78085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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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苏B78079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3976

110 苏BM3328 无锡市全顺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

1001号D8119
2019-04-30 锡06321939

111 苏BM2851 无锡市万鸿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号

S3118
2019-04-30 锡06321868

112 苏BM3025 无锡市万鸿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号

S3118
2019-04-30 锡06321873

113 苏B78082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4036

114 苏B7177挂 无锡市求进货运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号

A8328
2019-04-30 锡06329312

115 苏B78087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4037

116 苏BW6215 无锡市万鸿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号

S3118
2019-04-30 锡06325165

117 苏B77905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4040

118 苏B78089 无锡南方混凝土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钱桥配套区锦溢路27号 2019-04-30 锡06314041

119 苏BN9593 无锡日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D066
2019-04-30 锡06328760

120 苏BX695挂 无锡驰神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A105
2019-04-30 锡06328481

121 苏BQ1860 无锡恒实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A033
2019-04-30 锡06329392

122 苏B93203 无锡市德盾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182号
2019-04-30 锡320206000511

123 苏BW3222 江苏渔盛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18
2019-04-30 锡06325418

124 苏BW3286 江苏渔盛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18
2019-04-30 锡06325415

125 苏BX1608 无锡科兵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

513
2019-04-30 锡06328689

126 苏BZ097挂 无锡协顺盛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999

号建发市场5号楼508室
2019-04-30 锡06328886

127 苏BX0972 无锡协顺盛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999

号建发市场5号楼508室
2019-04-30 锡06328887

128 苏BM3006 无锡四通八达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A098
2019-04-30 锡06321898

129 苏BX7012 无锡新通臣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晓丰村久安停车场F区21号 2019-04-30 锡06328907

130 苏B79750 江苏嘉迅通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神路6号11号楼2401室（西站物流园

区）
2019-04-30 锡06326819

131 苏BM3185 无锡市华盛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晓丰村久安停车场A区东面6

号
2019-04-30 锡06321909

132 苏BG3902 江苏裕州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

流办公大楼5-2-017
2019-04-30 锡06320241

133 苏BX0607 无锡苏夏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陡门村传化公路港物流A区

110
2019-04-30 锡06328493

134 苏BN9578 无锡晨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109
2019-04-30 锡06328779

135 苏B2320挂 无锡凌星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102
2019-04-30 锡06325657

136 苏B6670挂 江苏中奇大件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南大道8号西泽大厦208-2室

（西站物流园区）
2019-04-30 锡320206001732

137 苏BG3816 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晓丰村久安停车场B区9号 2019-04-30 锡06320599

138 苏BW6325 上农农业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城际铁路惠山站区管理委员会张皋庄村天蓝地绿农庄

内（住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南路40号）
2019-04-30 锡06325704

139 苏B6752挂 无锡成功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晓丰村久安停车场B区9号 2019-04-30 锡06320598

140 苏BW6025 上农农业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城际铁路惠山站区管理委员会张皋庄村天蓝地绿农庄

内（住所：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南路40号）
2019-04-30 锡06325703

141 苏BH6760 无锡强强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流办公

大楼5-2-052
2019-04-30 锡06325169

142 苏BM2837 无锡强强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流办公

大楼5-2-052
2019-04-30 锡06321844

143 苏BB7991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51

144 苏BB8007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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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苏BB8005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46

146 苏BB8003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49

147 苏BB8006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43

148 苏BB8008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38

149 苏BB7997 无锡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 2019-04-30 锡06325895

150 苏BQ3783 无锡名企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湖西路平湖城科创大楼

515
2019-04-30 锡06329665

151 苏B78302 无锡市伟联电机附件厂 江苏省无锡惠山区长安街道长宁无畏桥社区 2019-04-30 锡06313683

152 苏B78808 无锡福海货运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雅西社区 2019-04-30 锡06321494

153 苏BQ8022 无锡市弗格斯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盛岸西路592号-1009 2019-04-30 锡06329749

154 苏BY173挂 无锡市弗格斯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盛岸西路592号-1009 2019-04-30 锡06329757

155 苏B7161挂 江苏捷平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189号
2019-04-30 锡06320236

156 苏BM3298 江苏创瑞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

流办公大楼5-2-026
2019-04-30 锡06322128

157 苏B7792挂 无锡航誉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A070
2019-04-30 锡06321940

158 苏BM3050 无锡航誉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

交易大厅A070
2019-04-30 锡06321941

159 苏B79076 无锡市广鑫开拓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51号
2019-04-30 锡06319442

160 苏BX379挂 无锡大夏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079
2019-04-30 锡06325382

161 苏BT1963 无锡大夏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C079
2019-04-30 锡06325383

162 苏BM3127 无锡市申华快递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长安街道金惠路102号 2019-04-30 锡06321929

163 苏B66610 无锡市力拓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信193 2019-04-30 锡06319244

164 苏B3082挂 无锡市力拓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振石路成达物流5区信193 2019-04-30 锡06319237

165 苏BM3910 无锡市鑫必达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A009
2019-04-30 锡06327403

166 苏BM3907 无锡市鑫必达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A009
2019-04-30 锡06327406

167 苏BW8670 无锡中诺成明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套区惠澄大道1001

号S3067
2019-04-30 锡06325408

168 苏BG3768 江苏安利达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南大道8号B栋2011室（西站物

流园区）
2019-04-30 锡06328715

169 苏BY529挂 无锡市恒胜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25
2019-04-30 锡06329159

170 苏BY556挂 徽邦物流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广石西路

666号成达二期办公楼2002
2019-04-30 锡06325077

171 苏BQ3729 无锡市运翔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上源物流E113 2019-04-30 锡06328670

172 苏BW7985 无锡市运翔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天授村上源物流E113 2019-04-30 锡06323669

173 苏B6698挂 无锡市林顺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天港路188号2号楼五层205-2室

（西站物流园区）
2019-04-30 锡320206000155

174 苏BM3892 无锡展运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信息交易大

厅D019
2019-04-30 锡06322894

175 苏BW3969 江苏中腾大件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南大道8号西泽大厦205-5（西

站物流园区）
2019-04-30 锡320206001838

176 苏B7857挂 无锡市铁马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神路6号11号楼3001室（西站物流园

区）
2019-04-30 锡320206001861

177 苏BB7778 无锡市铁马运输有限公司
无锡市惠山区洛神路6号11号楼3001室（西站物流园

区）
2019-04-30 锡06318873

178 苏BQ1807 无锡德兴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振石路32号传化公路港物流5#物

流办公大楼5-1-075
2019-04-30 锡06328682

179 苏BQ8010 南京美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高力汽车博览城62-101 2019-04-30 锡06328609

180 苏B78829 江苏中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梅泾村新胜杰A156号 2019-04-30 锡0632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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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苏BM7821 无锡美源运输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石塘湾梅泾村成达物流5区

信36号
2019-04-30 锡0632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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