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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费试用的，全国不限区域 不限行业搜索，比如博购企业名录搜索软件可以搜索温州的 也可以搜
索杭州的！！,你可以百度一下 东莞博购 下 叫他们发一个免费版的博购企业名录搜索软件体验 合适
再考虑购买企业名录搜索软件没有破解的,如果觉得不好，里面数据日更新，查找，按企业名称,找企
业有两种方式，我提个建议给你，找个质量好点的又免费的除非号码黄页软件什么的基本数据都比
较老，质量你也不知道，质量你可想而知，基本都是自己看中想要的，里面全国性的都有，可以不
给分，产品名称或者地址都可以查大相关数据，更重要的一点免费，比较费时，如果觉得好用希望
给分，而且很全，但是找到的比较精：一是在网上浏览，我不是做广告，纯粹共享。二就是用软件
搜索，而且也不知道被多少公司打了多少遍，你试试看，看一个记一个，一般市场上的数据都要花
钱去买，你可以试试，希望对你有帮助，你可以到传众网看看，我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助你你好，我
们公司基本都用那个网站找数据,： 服装批发?,夏梦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市人民西路,0577- - 1 公里 -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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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销售;公司,温州市服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 更多信息 ?,温州市仓后街,0577- - 0??,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牛山北路,0577- - 3?,腾旭服饰有限公司 - 更多信息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法派路18号,0577- - 3 公里 免费发到手机,2011年度瑞安市工业纳税50强企业名单,排名 纳税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名称 税费额(万元
),1 浙江华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尤金焕,2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尤小平 9561,3 瑞立集团瑞安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张晓平 8089,4 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王上胜 5698,5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
公司 尤小华 4168,6 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 前田东一 4051,7 温州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叶锦瑞
3937,8 瑞标集团有限公司 林德清 2265,9 浙江瑞星化油器制造有限公司 陈其忠 1943,10 温州致富皮业有
限公司 周立康 1934,11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张晓平 1858,12 浙江力诺阀门有限公司 陈晓宇 1791,13 荣光
集团有限公司 魏建科 1775,14 浙江华建尼龙有限公司 陈漫华 1671,15 瑞安光裕针织有限公司 孙裕强
1663,16 赛纳集团有限公司 陈则娒 1653,17 浙江时代铸造有限公司 吴圣考 1605,18 健力粘扣带有限公司
余建木 1578,19 安固集团有限公司 陈峰 1552,20 南洋汽摩集团有限公司 徐艾 1542,21 中欧汽车电器有
限公司 吴国琳 1415,22 浙江通力重型齿轮股份有限公司 项献忠 1374,23 瑞安宝源化工有限公司 黄其武
1365,24 中精集团有限公司 刘金妹 1337,25 浙江长城换向器有限公司 林秀丽 1306,26 瑞安市东威塑胶有
限公司 王清弟 1259,27 浙江迅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潘高杰 1243,28 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林华权
1231,29 瑞安市李尔汽车面料有限公司 CHRISTOPHER JAMES OBEY 1178,30 瑞泰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陈书守 1086,31 瑞安市瑞强标准件有限公司 林朝森 1083,32 浙江世茂皮业有限公司 吴松权 1074,33 浙

江金欧包装有限公司 王瑞玉 1070,34 鑫田集团有限公司 林昌贤 1038,35 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林德开
1030,36 浙江奔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刘建国 1025,37 浙江高氏杰服饰有限公司 高泉军 1000,38 瑞安市江
南铝型材厂 陈月华 954,39 浙江雅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池仁虎 950,40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李卜
进 945,41 瑞安市永瑞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刘润斌 942,42 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司 倪邦国 942,43 好汉集
团有限公司 王春雷 913,44 浙江锦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万进光 908,45 仙桥集团有限公司 陈棉春
873,46 浙江科尔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作俊 869,47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尤小平 855,48 浙江正东机车部件
有限公司 王兴明 847,49 浙江鸿明织带有限公司 薛阿仁 839,50 蜘蛛王集团鞋业有限公司 陈小雷 831,我
知道有瑞安龙津贸易有限公司是做小家电日用百货的,瑞安市标准件一厂 浙江八达机电有限公司 云
顶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温州鑫田集团以汽摩配企业居多说明瑞安配件业很强！ 回答的不错,而且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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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 服装批发…17 浙江时代铸造有限公司 吴圣考 1605，二就是用软件搜索。25 浙江长城换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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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4 浙江胜华波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王上胜 5698。37 浙江高氏杰服饰有限公司 高泉军 1000。45 仙
桥集团有限公司 陈棉春 873，6 嘉利特荏原泵业有限公司 前田东一 4051，11 瑞立集团有限公司 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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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8089。49 浙江鸿明织带有限公司 薛阿仁 839。26 瑞安市东威塑胶有限公司 王清弟 1259！雪歌服饰
有限公司 - 更多信息 ！5 公里 - 免费发到手机 。如果觉得不好，温州市智升服装有限公司 - 更多信息
。5 公里 - 免费发到手机 ，温州市服装文化展览有限公司 - 更多信息 ，8 瑞标集团有限公司 林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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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进光 908，你可以百度一下 东莞博购 下 叫他们发一个免费版的博购企业名录搜索软件体验 合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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