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位置
建筑编号
（栋）

所在楼层 所在单元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现状建筑

用途
1 长龙河西长盛路27号 1-2-368 / / 林燕卿 身份证440527********3745 住宅
2 长龙河西新兴街5号 1-2-369 / / 房斯林 身份证440321********4615 住宅
3 第一层 3-2号铺位 邱丽婷 身份证445122********0928 住宅
4 第二层 坐北向南边 朱运兰 身份证441423********472X 住宅

5 第二层 东南边、西南边 张昌意、张桐量
身份证441423********3017
身份证441423********3019

住宅

6 第三层 301 许石林、钟四招
身份证441623********2750

港澳身份证R3****5(A)
住宅

7 第三层 302 陈庭源 身份证441422********3132 住宅
8 第四层 401 林锡藩 身份证440525********4911 住宅
9 第四层 402 钟玉兰 身份证441621********1023 住宅
10 第五层 502 钟艺锋 身份证442529********2094 住宅
11 第六层 601 张桐量 身份证441423********3019 住宅
12 第六层 602 钟艺球 身份证440203********1811 住宅
13 第七层 701 杨勇城 身份证432802********2994 住宅
14 第七层 702 肖钦云 身份证441422********4520 住宅
15 第八层 801 许建英 身份证511112********4846 住宅
16 第二层 201 杨德大 身份证441423********2356 住宅
17 第二层 202 胡蝉妮 身份证432425********5020 住宅
18 第三层 301 苏为 身份证441422********3431 住宅
19 第四层 401 庄佳泽 身份证445281********1030 住宅
20 第五层 502 赖德存 身份证440527********3710 住宅
21 第六层 601 殷任秋 身份证432321********2673 住宅

22 长龙河西五巷4号 1-2-375 / / 彭友财、彭爱娘
身份证440307********0031
身份证440321********4640

住宅

23 长龙河西四巷4号 1-2-376
第一层、第二层、第

四层及天台
/ 钟开年、钟贺年

身份证440307********0052
身份证440307********0013

住宅

24 第一层 101 胡家亮、邓万萍
身份证511021********0578
身份证512228********6947

住宅

25
第一层、第二层、第

五层、第六层
102、201、502、

602
李建业 身份证440301********4110 住宅

26 第四层 401 李江 港澳身份证G3****0(8) 住宅
27 第五层 505、506、507 吴丽红 身份证441424********4626 住宅
28 第六层 601 朱晓虹 身份证450923********4021 住宅
29 第一层 101、202、301 李廷珍 身份证440525********0023 住宅
30 第一层 102 张受明 身份证352101********3412 住宅
31 第二层 201 苏芳 身份证432524********3254 住宅
32 第四层 402A 罗伟彬 身份证441423********271X 住宅
33 第四层 402C 温德强 身份证440125********3419 住宅
34 第五层 501A 陶文辉 身份证441622********2816 住宅
35 第五层 501B 黄桂珍 身份证441422********1622 住宅
36 第五层 501C 龚瑞珍 身份证442522********6727
37 第六层 601B 刘小花 身份证441424********5800 住宅
38 第七层 701B 詹丽娟 身份证445122********6644 住宅

39 第七层 东边
廖秋荷、刘南勋

、刘友坤

身份证441422********2622
身份证441422********0050
身份证441422********2611

住宅

40 第八层 东边
廖秋荷、刘南伟

、刘友坤

身份证441422********2622
身份证441422********2636
身份证441422********2611

住宅

41 长龙河西三巷3号 1-2-380 第四层 / 许月琴 身份证445122********6643 住宅

42 长龙河西三巷2号 1-2-381 / / 姚亚庆、刘秀梅
身份证440924********2531
身份证440924********2548

住宅

43 第一层 / 池伟星 身份证440301********2131 住宅
44 第二层 / 池月媚 身份证440301********1142 住宅
45 第三层 / 池婧怡 身份证440301********212X 住宅
46 第四层 / 池月霞 身份证440301********2120 住宅
47 长龙河东三巷3号 1-2-386 / / 彭秋顺 身份证440307********002X 住宅

48 长龙河东三巷4号 1-2-387 / /
蔡旭生、蔡楚珠
、蔡潼玲、蔡俊

豪

身份证440321********4634
身份证440321********4629
身份证440307********0083
身份证440307********0075

住宅

49
第一层东面、第二层

、第六层
/

邱荣华、刘恒春
、邱大伟

身份证440301********7516
身份证440301********7542
身份证440301********7511

住宅

50 第一层西面、第三层 / 周小辉、周华升
身份证442501********2555
身份证441302********2515

住宅

51 第一层西面、第四层 / 周小君 身份证441321********3834 住宅

52 第五层 / 周小妹、李志芳
身份证440307********202X
身份证440307********202X

住宅

53 第一层-第二层 /
曾玉英、曾煌安

、曾煌兴

身份证440301********194X
身份证440301********2319
身份证440301********1918

住宅

54 第三层-第五层 /
曾玉英、梁晴敏

、梁冬彦

身份证440301********194X
身份证440301********1925
身份证440301********1924

住宅

55 第一层 / 庄志锋、庄永宗
身份证440307********0033
身份证440307********0030

住宅

56 第二层、第三层 / 庄志锋 身份证440307********0033 住宅
57 第四层、第五层 / 庄永宗 身份证440307********0030 住宅
58 长龙河东二巷3号 1-2-393 第一层、第二层 / 贝学成 身份证445222********0017 住宅

长龙河西新兴街3号 1-2-370

1-2-377

1-2-385

长龙河西六巷3号 1-2-373

长龙河西三巷4号 1-2-379

长龙河西四巷3号

1-2-390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布吉新城重点更新单元历史违法建筑权利人核实公示表—长龙河西、河东片区（第十二批次）

长龙河东三巷2号

长龙河东三巷9号
（长盛路401号）

长盛路50号

长盛路52号

1-2-391

1-2-392



59 第一层、第三层 / 彭晓云 港澳身份证P7****9(0) 住宅
60 第二层 / 陈够妹 身份证441522********3021 住宅
61 长龙河东二巷5号 1-2-395 / / 林密娟 身份证440525********5063 住宅

62
第一层、第三层-第五

层
/ 王红强 身份证440301********1519 住宅

63 第二层 201A 罗小芬 身份证441423********3620 住宅
64 第六层 601 张秋兰 身份证441423********3022 住宅
65 第一层、第五层 / 黄仕文 身份证440301********4916 住宅
66 第三层 / 黄仕传 港澳身份证G3****7(0) 住宅
67 第二层、第四层 / 黄仕浓 港澳身份证C4****9(1) 住宅
68 长龙河东二巷13号 1-2-399 / / 胡燕辉 港澳身份证K1****7(3) 住宅

69
第一层、第三层、第

六层
101东边商铺、301

、302、602
罗正荣 身份证440307********005X 住宅

70 第二层 201 莫壮楷、雷日红
身份证460023********0034
身份证432927********4724

住宅

71 第二层 202
李锋红、张仕玲
、唐聪、唐婷、

唐莉

身份证441622********7443
身份证441622********2825
身份证441622********7919
身份证441622********7920
身份证441622********7947

住宅

72 第四层 401 胡潮雄 身份证460034********5515 住宅
73 第五层 501 吴海斌 身份证320102********3236 住宅

74 第五层 502 邱文锋、邱美芳
身份证440301********3814
身份证440526********0046

住宅

75 第六层 601 邓建珍 身份证440229********3520 住宅

76 长龙河东二巷15号 1-2-401 / / 巫启华、巫俊玮
身份证440321********4611

港澳身份证M7****7(9)
住宅

77 长龙河东二巷16号 1-2-402 / / 巫启华、巫俊玮
身份证440321********4611

港澳身份证M7****7(9)
住宅

78 1-2-403 / / 林子彬、林煌
身份证440982********2756
身份证440307********007X

住宅

79 1-2-404 / /
林子聪、林子惠
、林玩青、林丹

青

身份证440321********4612
身份证440307********0017
身份证440307********0027
身份证440307********0022

住宅

80 长龙河东一巷5号 1-2-406 / / 彭友利 身份证440321********4612 住宅

81 长龙河东一巷9号 1-2-407 / / 杨炬文、曾映文
身份证440321********4636
身份证440321********4628

住宅

82 第一层 / 郑跃辉 身份证440301********1717 住宅
83 第三层 / 郑华珍 身份证440307********0040 住宅

84 长龙河东一巷13号 1-2-409 / /
曾石安、江春娣
、曾嘉达、曾家
怡、曾嘉威

港澳身份证M5****0(9)
身份证440321********4621
身份证440307********0077
身份证440307********007X
身份证440307********0075

住宅

85 第一层 101 钟红求 身份证441422********4010 住宅
86 第二层 201 纪英妹 身份证440526********3844 住宅
87 第二层 北边 李秀海 身份证445222********2232 住宅
88 第三层 303、304 贺高辉 身份证441422********3118 住宅
89 第四层 401 袁培红 身份证372524********0011 住宅
90 第五层 501 林如亮 身份证440527********3351 住宅
91 第五层 北边 张文娟 身份证440822********7125 住宅

92 第五层 502A 向书奎、詹惠娟
身份证512529********2592
身份证445122********1223

住宅

93 第五层 502B 张文娟 身份证440822********7125 住宅
94 第七层 702 郭冰冰 身份证441422********3723 住宅
95 第八层 801 刘梅 身份证440522********6649 住宅
96 第八层 802 赖奕才 身份证440527********3717 住宅

97 第九层 901、902 侯秋衡、赖嘉圳
身份证445222********3581
身份证445281********3713

住宅

98 第一层 102、202 黄煜林 身份证445224********5175 住宅
99 第二层 201 吴亿见 身份证441522********3019 住宅
100 第二层 202 林记论 身份证441522********3031 住宅
101 第三层 302 林振周 身份证441522********3036 住宅
102 第三层 301 周秋凤 身份证321084********5029 住宅
103 第四层 402 黄健林 身份证440527********3317 住宅
104 第四层 401 程学伟 身份证440224********0958 住宅
105 第五层 502 孙春宣 身份证441522********301X 住宅
106 第六层 601 黄容果 身份证445281********1081 住宅
107 第六层 602 郭汉英 身份证440524********6668 住宅
108 第七层 701 张惠平 身份证440524********295X 住宅
109 第七层 702 林丁发 身份证441522********4733 住宅
110 第八层 801 郭有兰 身份证441422********374X 住宅
111 第九层-第十层 901、1001 陈纯有 身份证441422********0916 住宅

112 第九层-第十层 902、1002
郭惠云、郭彦光

、胡燕婷

身份证440524********6646
身份证440582********6715
身份证445321********5241

住宅

113 长龙河东一巷23号 1-2-412 / / 张文英 身份证440307********0063 住宅
114 第一层 / 彭茶妹 身份证445222********0827 住宅
115 第二层 / 彭保西 身份证441522********5554 住宅
116 第三层 / 彭剑文 身份证440307********0079 住宅
117 第四层 / 彭剑波 身份证441522********5535 住宅

118 第一层—第四层东边 / 李晓波、李晓新
身份证441323********105X
身份证440307********4819

住宅

119 第一层—第四层西边 / 马运强 身份证441323********1012 住宅

长龙河东一巷17号

长龙河东一巷25号

长龙河东一巷11号

长龙河东一巷15号

长龙河东一巷27号

1-2-397

长龙河东二巷4号

长龙河东二巷7号

长龙河东二巷9号

长龙河东二巷14号

长盛路4号
（长龙河东一巷1号）

1-2-394

1-2-396

1-2-400

1-2-408

1-2-410

1-2-411

1-2-412

1-2-413



120 第一层 /
陈允荣、陈著峰
、陈鸿锋、陈满

峰

身份证440526********331X
身份证445222********3337
身份证445222********3351
身份证445222********3378

住宅

121 第二层 / 陈楚仁、陈俊江
身份证440321********4659
身份证445222********331X

住宅

122 第三层 301 陈允大、徐美珍
身份证440526********3332
身份证445222********3824

住宅

123 第四层 401 陈星任 身份证445222********3339 住宅
124 第五层 501 陈涌仁 身份证440321********4638 住宅
125 第六层 601 陈星先 身份证445222********3375 住宅
126 第八层 / 杨少春 身份证445222********3374 住宅

127
长青街1号

（长龙河东一巷2、4号）
/ /

曾碧云、陶小安
、陶小军、陶丽

考

身份证440321********4688
身份证440307********0018
身份证440307********0011
身份证440307********0021

住宅

128
长青街5号

（长龙河东一巷4号）
/ / 陶金祥 身份证440321********4619 住宅

129 长青街13-15号 1-2-418 / /
方锐坤、罗细贞

、方声灿

身份证440321********4638
身份证440307********4827
身份证440307********4816

住宅

130 长青街17-19号 1-2-419 / /
张振芳、张瑞梅
、张恒基、张洁

玲

港澳身份证E1****0(9)
港澳身份证P6****3(6)
港澳身份证P9****7(4)
港澳身份证R0****7(7)

住宅

131 长青街25号 1-2-421 / / 潘增元 身份证441611********6458 住宅
132 第二层 201 刘媛媛 身份证440301********0127 住宅
133 第三层 301 陈应富 身份证440526********1319 住宅

134 第四层 401 徐秀丽、刘展立
身份证441423********3343
身份证440526********105X

住宅

135 第五层 501 李开敏、李裕萍
身份证440526********221X
身份证445222********2247

住宅

136 第五层 502 王汉廷 身份证440524********2912 住宅

137 第六层 602 杨少辉、陈少娥
港澳身份证G3****5(8)
港澳身份证K4****0(1)

住宅

138 长青路35号
第一层、第三层、第

五层
102、302、502 林少龙、陈来英

身份证445222********3371
身份证445222********338X

住宅

139 第二层 202 杨壮河、杨卓林
身份证440321********461X
身份证440307********4818

住宅

140 第二层 201 杨晓潘 港澳身份证R4****9(9) 住宅
141 第三层、第五层 301、501 林世华 港澳身份证E3****1(7) 住宅
142 第四层 401 林逸彬 港澳身份证C6****4(1) 住宅
143 第四层 402 张壮鹏 身份证440301********1134 住宅

144
长青街39-41号

（长龙河东一巷42号）
1-2-424 第二层 A座 陈洁丽、郑静凤

身份证440527********0827
身份证440527********2142

住宅

145
第一层-第三层、第六

层
/ 林植鸿 身份证440301********1336 住宅

146 第四层 / 林喜龙 身份证440307********0051 住宅
147 第五层 / 林振文 身份证440524********3658 住宅
148 长青街49号 1-2-426 / / 郑婵贤 身份证440301********442X 住宅

149 第一层、第四层 / 彭裔都、彭婷婷
身份证440307********1133
身份证440307********1121

住宅

150 第五层 / 郑育玲 身份证440524********2626 住宅

151 长青街51号 1-2-427 第三层 / 张会婵、张桐量
身份证441423********3021
身份证441423********3019

住宅

152 第一层 第一层东北边商铺 陈尊平、潘楚银
身份证441424********1596
身份证441424********1621

住宅

153 第一层 第一层东边商铺 郭汉光 身份证440524********481X 住宅
154 第二层 / 杨建军 身份证441621********3031 住宅
155 第三层 301、302 郭汉光 身份证440524********481X 住宅
156 第四层 401 林俩记 身份证441522********3010 住宅

157 第五层-第六层
501、502、601、

602、603
王小君 身份证440321********4219 住宅

158 第一层 /
陈俊宇、陈日明

、陈日邦

身份证440301********7519
身份证440321********4631
身份证440922********7816

住宅

159 第二层 / 陈俊宇 身份证440301********7519 住宅
160 第三层 / 陈日明 身份证440321********4631 住宅

161 第四层 / 梁建萍、陈乃水
身份证440922********7845
身份证440321********4612

住宅

162 第五层 / 陈乃辉、周三娇
身份证440321********4611
身份证440922********7223

住宅

163 第六层 / 陈乃业、叶佩瑜
身份证440321********4631
身份证440301********2120

住宅

164 长青街71号 1-2-432 第一层-第三层
101、102、201、

202、301
陈育城、陈宝良

、陈宝奇

身份证440321********4636
身份证440307********0058
身份证440307********0051

住宅

长青街53号

长青街55号

长青街57号

长龙河东一巷18号 1-2-422

长青街33号

长青街45号
（长龙河东一巷45号）

长龙河东一巷29号

1-2-428

1-2-429

1-2-414

1-2-416

1-2-423

1-2-425

1-2-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