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位置
建筑编号
（栋）

所在楼层 所在单元
物业权利人姓名

（名称）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

现状建筑
用途

1 第一层 西边复式铺位 王荣华 身份证440527********1253
2 第二层 202 曹华容 身份证442529********002X
3 第三层 301 蔡俊奇 身份证445224********522X

4 第四层 401 李道坚、赖文艳
身份证441424********2857
身份证441424********2848

5 第四层 402 黄根秀 身份证362426********6127
6 第五层 501 罗始欢 身份证441422********4216
7 第五层 502 方静华 身份证440527********2724
8 第六层 601 何佳真 身份证441422********0016
9 第七层 701 詹惠君 身份证445122********094X
10 第七层 702 袁翠文 身份证440522********0628
11 第八层 801 詹朝翔 身份证445122********0910

12 第九层 / 叶双福、邝玲
身份证441622********3755
身份证441602********2225

13 第一层-第二层 / 李顺青 身份证440307********0073
14 第三层 301 丁元珍 身份证362501********7226
15 第三层 302 程惠华 身份证440301********4127
16 第一层 / 韩茂振 身份证440526********1319
17 第二层-第四层 / 张颖夫 身份证440301********1512
18 长龙二区七巷4号 1-2-240 / / 刘之校 身份证440522********6614 住宅
19 第一层 101复式铺位 王楚潮 身份证445281********2790
20 第一层 102复式铺位 王锐波 身份证440527********2738
21 第二层 202 罗楚怀 身份证440527********217X
22 第三层 301 苏锦知 身份证441322********7027
23 第四层 401 林志光 身份证445223********4150

24 第五层 501 赖湘贤、叶媛萍
身份证441425********0871
身份证441425********0902

25 第六层 602 吴少娜 身份证445121********2349

26 第七层 701 李振钦、郭仕香
身份证441422********0910
身份证441422********0940

27 第七层 702 王玉婵 身份证440526********0369
28 第八层 802 张荣彪 身份证441422********0919
29 第三层 301 詹爱棉 身份证445122********6628
30 第四层 401 胡九妹 身份证352623********2269
31 第五层 501 舒琼容 身份证512927********6787
32 第五层 502 许少燕 身份证440524********2340
33 第六层 602 詹丽娜 身份证445122********1302
34 第七层 701 黄炳其 身份证440301********4811
35 第八层 802 章玉标 身份证440524********2050

36 第九层 901 吴幸芳、叶蓓霓
身份证440321********5025
身份证440307********0425

37 第一层 / 程晓圳、程晓斌
身份证441581********3014
身份证441522********3057

38 第二层 201、202 张华 身份证440307********0046
39 第二层 203 蔡永环 身份证441422********2914
40 第三层 / 梁家维 身份证440902********3610

41 第四层-第五层 /
黄平、黄董珍、

黄董强

身份证440321********4631
身份证440307********0044
身份证440307********0098

42 长龙二区六巷6号 1-2-255 / /
文惠清、文淦洪

、文惠新

身份证440301********195X
身份证440301********1935
身份证440301********1915

住宅

43 第一层 102 杨来祥 身份证441422********315X
44 第一层 101 蔡伟森 身份证441422********291X

45 第二层 202 李华寿、陈群英
身份证440821********2211
身份证440821********2308

46 第三层 302 刘流明 身份证440522********1217
47 第四层 401 杨伟祥 身份证440321********5317
48 第五层 502 郑婷婷 身份证441581********5743
49 第六层 601 黄兰 身份证440522********1240

50 第六层 602 刘墩煌、刘翠兰
身份证445122********6615
身份证445122********6623

51 第七层 702 张翠平 港澳身份证R3****1(9)
52 第八层 801 詹新 身份证445122********6628
53 第八层 802 许耀伟 港澳身份证Y7****5(2)

54 第九层 901 曾丽、宋议
身份证511025********6001
身份证511025********2733

55 第九层 902 童建强 身份证441422********0514
56 第一层 101 刘木琴 身份证440525********4136
57 第二层 201 郑海源 身份证440321********4611

58 第二层 202 王俊奇、方楚君
身份证440526********0331
身份证440527********2749

59 第三层 302 刁贵生、崔梅姐
身份证441622********629X
身份证441622********1365

60 第四层 401 陈立辉 身份证440527********121X

61 第四层 402 黄旭伟、李惠
身份证452126********1232
身份证452526********172X

62 第五层 501 张玉玲 身份证445122********1248

63 第五层 502 郭集联、黄日妹
身份证441422********3711
身份证440307********0081

64 第六层 601 郭小芳、张林玲
身份证441422********0922
身份证441422********0525

65 第六层 602 周钦创 身份证441424********5816
66 第七层 701 蔡志明 身份证210106********3377
67 第八层 802 章伟鹏 身份证440582********207X

长龙二区六巷5号 1-2-256

长龙二区六巷4号 1-2-257 住宅

住宅

长龙二区六巷7号 1-2-254 住宅

长龙二区七巷5号 1-2-239 住宅

长龙二区七巷3号 1-2-241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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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龙二区

长龙二区七巷8号 1-2-237 住宅

长龙二区七巷7号 1-2-238 住宅

长龙二区六巷8号 1-2-253 住宅



68 第一层 / 卢金彬 身份证445221********1979

69 第二层 / 张国成、张彩虹
身份证440527********2112
身份证441522********0065

70 第三层 / 陈宝伦 身份证441521********2774

71 第四层 / 邓文忠、邓秀群
身份证440226********0316
身份证440226********0320

72 第四层 401 张文丹 身份证441522********0066

73 第五层 502 陈丽霞、谢领荣
身份证441422********1623
身份证441422********1614

74 第七层 / 吴利秋 身份证440525********6834
75 第八层 801 江佳传 身份证441422********2358

76 第八层 802 邱瑞德、邱金表
身份证440522********0918
身份证445122********0932

77 第九层 901 刘建武 身份证441422********3117
78 第一层 102 李文敏 身份证441402********0106
79 第二层 201 李文敏 身份证441402********0106
80 第三层 302 杨金江 身份证440528********5111
81 第四层 401 詹素文 身份证445122********092X
82 第五层 502 刘翠如 身份证445122********6649
83 第六层 601 袁雪珍 身份证445122********0620
84 第六层 602 詹益章 身份证445122********0617
85 第七层 701 詹秋兰 身份证445122********0424
86 第二层 201 李子强 身份证445222********2231
87 第二层 202 陈学平 身份证441622********0012
88 第三层 301 詹高特 身份证445122********6615
89 第三层 302 陈旭红 港澳身份证R8****9(A)
90 第四层 401 陈旭红 港澳身份证R8****9(A)
91 第四层 402 刘美娜 身份证445122********6627
92 第七层 701 刘红丝 身份证440522********1227
93 第八层 801 刘军 身份证441900********6559
94 第九层 901 袁丽 身份证421125********8266
95 第九层 902 黄巧玲 身份证441422********0940

96 第一层
101、102、801、

901、902
蔡志群 身份证440526********1616

97 第三层 301 刘福嫦 身份证441422********3143
98 第三层 302 王伟全 身份证440527********2751
99 第四层 401 李泽练 身份证440527********4339
100 第四层 402 章树娇 身份证440527********3349
101 第五层 501 张超 身份证440301********1617
102 第五层 502 蓝秀梅 身份证442529********5464
103 第六层 602 黄茂莲 身份证522128********6525
104 第七层 702 黄丽霞 身份证445221********4160
105 第八层 802 黄蝶 身份证440522********1224
106 长龙二区四巷6号 1-2-292 / / 陈炳明 港澳身份证H0****8(7) 住宅
107 长龙二区四巷3号 1-2-293 / / 林惠深 身份证440307********003X 住宅
108 长龙二区四巷2号 1-2-294 / / 蓝流 身份证440522********0913 住宅
109 第一层 101复式 曾志鹏 身份证441424********2871

110 第一层 102复式 廖长安、卢悦晴
身份证441422********4010
身份证441423********0049

111 西边B座 第二层 201 李国花 身份证441422********0921

112 第二层 202 余明君、刘海波
身份证440525********4122
身份证440525********4171

113 第三层 301 林武奎 身份证445224********0432
114 西边B座 第三层 302 钟丽蓉 身份证441523********7623

115 西边B座 第四层 401 张维雄、刘节芳
身份证441423********0717
身份证441423********0720

116 第四层 402 汤志成 身份证440721********2111
117 第五层 501 詹文敏 身份证445122********1223
118 第五层 502 陈世全 身份证441422********1634
119 第六层 601 温金鉴 身份证441422********4818
120 第八层 801 廖国伦 身份证442522********2219
121 第三层 / 陈寿强 身份证440301********2756
122 第四层 / 邹宪忠 身份证441423********0415
123 第五层 501 詹俊卿 身份证440301********2323
124 第七层 701 陈伟旋 身份证440527********0319
125 第七层 702 张东粉 身份证445122********124X
126 第八层 802 张荣贵 身份证441622********2095
127 第九层 901 陈伟旋 身份证440527********0319
128 第九层 902 刘新贤 身份证441422********0036

129 第一层-第二层 / 陈劲业、陈鸿业
港澳身份证Y3****4(7)
港澳身份证Y2****0(0)

130 第三层 301 刘美贞 身份证445122********6620
131 西边B座 第三层 302 连丽方 身份证441422********3441
132 第四层 402 张旭龙 身份证440524********2633

133 第五层 501 叶志忠、叶瑞影
身份证441721********1019
身份证440726********4047

134 第五层 502 林文聪 身份证440526********2911

135 第六层 602 詹建军、邱春红
身份证421002********4213
身份证445122********0949

136 第七层 701 詹振峰 身份证440522********6610
137 第七层 702 刘小菊 身份证445122********0621
138 第八层-第九层 801及天台 陈彬 身份证440528********4210
139 第八层 802 刘丹霞 身份证445122********6627
140 长龙二区三巷3号 1-2-313 / / 刘雪芳 身份证440301********0920 住宅
141 第二层 201 刘木琴 身份证440525********4136
142 第三层 / 王明涛 身份证440525********415X

143 长龙二区二巷7号 1-2-320 / /
姚惠英、林子荣

、林子光

身份证440307********0027
身份证440307********0055
身份证440307********0053

住宅

144 第一层 102 刘海滨 身份证445122********6619

长龙二区三巷1号 1-2-314 住宅

长龙二区二巷6号 1-2-321 住宅

长龙二区三巷7号 1-2-311 住宅

长龙二区三巷5号 1-2-312 住宅

长龙二区四巷8号 1-2-290 住宅

长龙二区三巷8号 1-2-310 住宅

长龙二区五巷6号 1-2-274 住宅

长龙二区五巷3号 1-2-276 住宅

长龙二区五巷8号 1-2-272 住宅

长龙二区五巷7号 1-2-273 住宅



145 第一层 101 罗桂花 身份证440527********2140
146 第三层 / 林细妹 身份证441522********0709
147 第四层 / 曹剑泉 身份证440111********1532
148 第六层 602 詹莞如 身份证445122********6628
149 第七层 701、702 赖少田 身份证440924********0634

150 第一层 103、104
曾少辉
陈美莲

身份证440301********2511
身份证440301********382X

151 第三层 302 陈泽龙 身份证440582********5170
152 第四层 401 许东武 身份证445281********3314
153 第四层 402 杨炼清 身份证441422********3111
154 第五层 502 梁新球 身份证442821********721X
155 第六层 601 苏运声 身份证441422********311X
156 第七层 701 曾广琳 身份证440526********241X
157 第七层 702 郑时花 身份证445224********4525
158 第八层 / 刘俊权 身份证445122********6616
159 第九层 902 张东霞 身份证441422********4524
160 第十层 1002 张东霞 身份证441422********4524

161 长龙二区二巷1号 1-2-323 / / 游少琳、刘婧媛
身份证440301********752X
身份证440301********7526

住宅

162 长龙二区一巷8号 1-2-325 / / 黎富强 身份证440321********463X 住宅
163 第一层、第八层 / 利勇英 港澳身份证P6****6(4)

164 第二层 201 李德威、李德发
身份证441900********5619
身份证441900********5635

165 第二层 202 张雪妹 身份证440522********0627
166 第三层 301 叶绿艳 身份证442523********3863

167 第三层 302 曾智辉、黄建英
身份证442501********2510
身份证441302********2527

168 第四层 401 黄培泽 身份证445224********5158
169 第四层 402 叶特琳 身份证441622********2817
170 第五层 501 张海霞 身份证441422********0022
171 第五层 502 陈丽娟 身份证445281********2465

172 第六层 601 谭关生、范惠芳
身份证441230********7535
身份证441282********2221

173 第七层 701 赵宗华 身份证360428********0836
174 第七层 702 颜秀良 身份证441501********5020
175 第一层 东边101铺位 刘美银 身份证440522********6628

176 第一层 西边102铺位 祝立付、高艳
身份证342123********2190
身份证341222********4360

177 第三层 302 刘洁莲 身份证445281********3040
178 第四层 401 林文炼 身份证440526********291X
179 第五层 501 李良再 港澳身份证R9****1(8)
180 第五层 502 余拱昌 身份证441422********2615
181 第六层 601 江小仪 身份证445221********5922
182 第七层 701 黄立志 身份证440804********1613
183 第七层 702 张建涌 身份证445281********0835
184 第八层 801 邱晓红 身份证445122********0942
185 第八层 802 罗子瑜 身份证445381********6612

186 长龙二区一巷4号 1-2-329 / /
陈家声、陈嘉雯

、钟建秋

身份证440307********007X
身份证440307********0026
身份证440301********2711

住宅

序号 位置
建筑编号
（栋）

所在楼层 所在单元
物业权利人姓名

（名称）
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

现状建筑
用途

1 第一层 101-106 何昌懋、何秀萍
身份证440301********2115
身份证440111********3629

住宅

2 第二层 202 魏荣坚、赖文秀
身份证441424********1630
身份证441424********2862

住宅

3 第二层 203 李光丽 身份证440582********2363 住宅
4 第二层 204 李丽萍 身份证441322********2720 住宅
5 第三层 302 游建邦 身份证445122********1519 住宅
6 第三层 303 陈映霞 身份证441522********2408 住宅

7 新龙路41号 2-2-136 / /
詹前圳 、汪圆桂
、詹益炸、詹晓

丹

身份证445122********0618
身份证362326********2118
身份证440522********0613
身份证445122********0703

住宅

8 新龙路33号 2-2-137 / / 王灿旭、王炳龙
身份证440307********0037
身份证440307********0099

住宅

9 新龙路31号 2-2-138 / / 何伟珍 身份证440321********4621 住宅
10 第二层 201 李奕俊 身份证440921********7430 住宅

11 第二层 203 曾卓表、林玉
港澳身份证G3****1(4)
港澳身份证P0****7(7)

住宅

12 第四层 401 邓子琪 港澳身份证M6****6(0) 住宅

13 第四层 403 徐世梁、赵博
身份证432503********8047
身份证430521********2656

住宅

14 第五层 502 伍良军、伍文彬
身份证440822********3190
身份证441422********1619

住宅

15 第六层 601
李乾明、袁君、
陈光圣、宋明

身份证230802********0714
身份证430525********758X
身份证420122********0078
身份证430781********3016

住宅

16 第七层 701 黄远兰 身份证441424********1009 住宅
17 第七层 702 刘凌波 身份证445122********124X 住宅
18 第七层 703 詹美茹 身份证445122********1223 住宅
19 第八层 801 黄功德 身份证441422********3437 住宅
20 第四层 401 徐永学 身份证321023********301X 住宅
21 第四层 402 徐永喜 身份证321023********3015 住宅
22 第一层 101 杨欣文 身份证440527********1511 住宅
23 第三层 301 何兴玲 身份证513001********0627 住宅

新龙路27号
（新龙路29号）

2-2-139

新龙路21号 2-2-141

新龙路19号
（新龙路17号）

2-2-142

长龙二区一巷6号 1-2-327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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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区（十三巷—新龙路）

新龙路43号 2-2-135

长龙二区二巷3号 1-2-322 住宅

长龙二区一巷7号 1-2-326 住宅

长龙二区二巷6号 1-2-321 住宅



24 第三层 303 陈小香 身份证441422********4046 住宅

25 第四层 402 鲍丙文、邹丹霞
身份证342421********5738
身份证441422********0989

住宅

26 第四层 403 邓品华 身份证440301********1352 住宅
27 第五层 501 张美才 身份证441422********0912 住宅
28 第五层 502 陈世全 身份证441422********1634 住宅
29 第五层 503 许林 身份证420704********0576 住宅

30 第六层 603
梁燕华、梁燕玲

、梁燕岚

身份证440102********4100
身份证440102********4028

港澳身份证M7****1(3)
住宅

31 第七层 701 罗武生、罗妙兰
身份证441422********4834
身份证441422********4844

住宅

32 第七层 702 黄攸潜 身份证441422********0539 住宅

33 第七层 704 邱锡洪、江月香
身份证445281********2122
身份证445281********2431

住宅

34 第八层 / 陈吉增 身份证440527********1237 住宅

35 西区二十巷10号 2-2-152 / / 林秀卿、林镇礼
身份证441522********3088
身份证441522********3014

住宅

36 第二层 201 区炳才、罗青梅
港澳身份证H0****2(8)
港澳身份证P8****5(9)

住宅

37 第三层 301 吴美华 身份证452229********0029 住宅
38 第五层 501、502 蔡日晖 身份证440307********0012 住宅
39 第二层 201、202 刘浩文 身份证440306********0417 住宅
40 第三层 301 刘宝香 身份证445222********0345 住宅
41 第四层 401 谢百永 身份证441423********3015 住宅

42 西区二十巷6号 2-2-155 / / 邱志坚、黄碧芝
身份证440321********0018
身份证440321********0028

住宅

43 第一层 / 陈成 身份证429006********2113 住宅
44 第二层 201 陈小兰 身份证441882********3929 住宅
45 第三层 301 黄海元 身份证441421********1315 住宅

46 西区二十巷4号 2-2-157 / / 李瑞权、李香连
身份证441621********4459
身份证362431********6524

住宅

47 第二层 201 杨李梅 身份证430623********8343 住宅
48 第三层 301 林山俊 身份证440306********4212 住宅

49 第三层 302 林梅影、魏静
身份证441422********1849
身份证352627********323X

住宅

50 第五层 501 余康林 身份证440883********0053 住宅
51 第五层 502 卓伟双 身份证441522********3419 住宅
52 第一层-第三层 / 黄美英 身份证440522********1569 住宅

53
第四层、第五层、第

八层
/ 刘剑威 身份证445122********1519 住宅

54
第六层、第七层、第

九层
/ 刘剑峰 身份证445122********1533 住宅

55 第一层 101 温干强 港澳身份证C4****5(A) 住宅

56 第一层 102 温冠群、温栋
身份证440307********0032
身份证440307********0033

住宅

57 第一层 103 温慧慧、温恩恩
港澳身份证Y2****4(0)
港澳身份证Y6****6(6)

住宅

58 第二层 / 温冠群、温栋
身份证440307********0032
身份证440307********0033

住宅

59 第三层 / 温慧慧、温恩恩
港澳身份证Y2****4(0)
港澳身份证Y6****6(6)

住宅

60 第四层 / 温干强 港澳身份证C4****5(A) 住宅
61 第五层 / 刘丽珊 港澳身份证Z2****4(5) 住宅

62 第六层 / 温冠群、温栋
身份证440307********0032
身份证440307********0033

住宅

63 第七层 701 温冠群、温栋
身份证440307********0032
身份证440307********0033

住宅

64 西区十九巷10号 2-2-168 / / 叶彩琼 港澳身份证P6****3(3) 住宅
65 西区十九巷9号 2-2-169 / / 叶彩琼 港澳身份证P6****3(3) 住宅

66 第一层-第六层
102、202、302、
402、502、602

张海良、张焕聪
、张焕莉

身份证442528********1539
身份证441323********1512
身份证441323********1524

住宅

67 第五层 501 卓伟双 身份证441522********3419 住宅
68 第六层 601 莫锦干 身份证445302********0038 住宅

69
第一层、第二层、第

五层
/ 蔡礼伟、魏伟芳

身份证440306********0418
身份证440321********5027

住宅

70 第三层、第四层 / 李新娣 港澳身份证P1****5(5) 住宅

71 西区十九巷4号 2-2-172 / /

郭杜明、黄瑜、
郭子枫、郭沐潮
、郭沐宗、黄少

云

身份证440301********1919
身份证440301********0928
身份证440307********0019
身份证440301********1914
身份证440303********3715
身份证441802********1123

住宅

72 第一层 102 张彩昌、张国明
身份证441424********0514
身份证441424********0598

住宅

73 第二层 201 肖任泉 身份证441422********311X 住宅

74 第二层 202 田锦炼、贺小燕
身份证441422********0931
身份证441422********3144

住宅

75 第三层 301 田集荣 身份证441422********3119 住宅
76 第三层 302 田集龙 身份证441422********311X 住宅
77 第四层 402 肖任泉 身份证441422********311X 住宅
78 第五层 501 李品超 身份证441422********3119 住宅

79 第五层 502 许锦群、方秀娟
身份证440527********3317
身份证440527********2720

住宅

80 第六层 601 胡育旦 身份证352623********2211 住宅

81 第七层 701 陈建群、李桂珍
身份证440527********4350
身份证460029********0420

住宅

82 第七层 702 卢建军、陈建连
身份证441421********6439
身份证440822********2427

住宅

西区十九巷8号 2-2-170

西区十九巷7号 2-2-171

西区十九巷2号 2-2-173

西区二十巷3号 2-2-158

西区二十巷2号 2-2-159

西区二十巷1号
（新民路69号）

2-2-160

西区二十巷9号 2-2-153

西区二十巷8号 2-2-153

西区二十巷5号 2-2-156

新龙路19号
（新龙路17号）

2-2-142



83 第八层 801 罗楚杰、许爱华
身份证445281********2154
身份证440582********184X

住宅

84 第一层 101 邓刚华 身份证440307********0018 住宅
85 第一层 102 庄国明 身份证440526********063X 住宅
86 第三层 / 吴藤妹 身份证442530********3769 住宅
87 第四层 / 陈丹莲 港澳身份证P7****7(0) 住宅

88 西区十八巷8号 2-2-188 / / 孙启良、叶秀娟
身份证440301********2358
身份证440301********3827

住宅

89 第一层 101 罗幼凤 身份证441423********2767 住宅
90 第一层、第二层 102、第二层整层 罗雪雄 身份证440307********0059 住宅
91 第三层 / 彭伟钳 身份证441423********473X 住宅
92 第四层 / 胡小芳 身份证431281********5428 住宅

93 第二层 201 陈振立、陈洁莹
港澳身份证Z8****6(5)

身份证445281********0020
住宅

94 第二层 202 何超 身份证430482********0391 住宅
95 第二层 201 詹阅 身份证440522********0910 住宅
96 第二层 202 周千明 身份证352227********3035 住宅
97 第四层 401 王水梅 身份证440301********4411 住宅
98 第四层 402 洪龙藩 身份证440525********1916 住宅

99 第三层 302 刘洁南、刘粉梅
身份证440527********3030
身份证440527********3047

住宅

100 第四层 401 张淑妮 身份证440527********3743 住宅
101 第四层 402 唐四春 身份证512924********1515 住宅
102 第四层 403 邓安碧 港澳身份证M2****1(5) 住宅
103 第五层 501 刘守志 身份证441422********2915 住宅

104 第六层 601
谭社烈、谭钊祺

、文建如

身份证440721********3338
身份证440307********0013
身份证440321********4668

住宅

105 第六层 602 骆志芳 身份证441622********5163 住宅

106 第七层 701 文勇强、文瑶
身份证440307********0075
身份证440307********0044

住宅

107 第一层-第九层

101、201、202、
203、204、301、
302、303、304、
401、402、403、
404、501、502、
503、504、601、
602、603、701、
702、703、704、
801、802、803、
804、901、902

邓振龙、邓雪琴
、邓钧浩、邓朗
妮、邓敏妮、邓
朗莎、邓瑞婷、
邓瑞恒、邓铭栋

、李献珍

身份证441422********4018
身份证441422********4029
身份证441422********0913
身份证441422********404X
身份证441422********1029
身份证441422********0980
身份证441422********0946
身份证441422********0935
身份证441422********0972
身份证441422********0923

住宅

108 第一层 102 庄志伟 身份证445281********1037 住宅
109 第六层 604 孙自兰 身份证512224********5308 住宅
110 西区十七巷4号 2-2-207 / / 洪柏桓 港澳身份证K7****1(3) 住宅
111 西区十七巷3号 2-2-208 / / 陈家莲 港澳身份证R6****2(6) 住宅
112 第一层 102 詹顺晓 身份证440307********4813 住宅
113 第二层 202 吴峰登 身份证440301********4133 住宅
114 第三层 301B 刘思潮 身份证445122********1512 住宅

115 第四层 402 詹林鹏、张惠清
身份证445122********0937
身份证445122********0621

住宅

116 第五层 501 吴虹玫 身份证440301********2340 住宅

117
一单元第一层、第二

层
/ 黎聪、钟丽花

身份证440307********0014
身份证440307********1544

住宅

118
一单元第四层、第五

层
/ 黎涛、黎丽珠

身份证440307********0038
身份证440307********0062

住宅

119 二单元第一层-第五层 / 丁玲、孟昭阳
身份证230403********0122
身份证230403********0536

住宅

120 第一层 103 钟静卿 身份证440525********3028 住宅
121 第二层 201 张培根 身份证441611********5734 住宅

122 第三层 302 贺思达、丘惠群
身份证441422********3119
身份证441422********3123

住宅

123 第四层 401 钟彩峰 身份证441424********2255 住宅

124 第四层 402 刘小刚、王春霞
身份证420221********1219
身份证420221********1225

住宅

125 第五层 502 邓金山 身份证360423********2919 住宅
126 第六层 601 张建生 身份证441422********0913 住宅
127 第八层 801 刘石生 身份证440522********1236 住宅
128 第九层 901 陈家瑜 身份证441422********3717 住宅
129 第九层 902A 巫资兰 身份证441622********5502 住宅

130 第十层 1001 郑东升、何兰运
身份证422101********8418
身份证441422********0026

住宅

131 第一层 101 黄满珊 身份证440582********7001 住宅
132 第一层 102 许建华 身份证512927********0654 住宅
133 第二层 201 邵琴 身份证340421********4827 住宅
134 第二层 202 邓美金 港澳身份证R1****8(8) 住宅
135 第三层 302 郑农 身份证440524********2018 住宅

136 第四层 401 曾建兴、邓小惠
身份证441422********0913
身份证441422********0948

住宅

137 第五层 502 陈益芬 身份证440526********0324 住宅

138 第六层 601 张洛阳、黄雁
身份证441422********0918
身份证441422********0946

住宅

139 第六层 602 卓日春 身份证441522********1742 住宅
140 第七层 702 赵梦静 身份证440582********4887 住宅

141 第八层、第九层 802、902 王海媛、陈嘉威
身份证442830********7228
身份证445381********7819

住宅

142
新民路53号

（新民路55号）
2-2-223 第一层、第二层 / 邓干军 身份证440301********1918 住宅

143 西区十五巷6号 2-2-237 / / 刘凤英 香港身份证P1****6(4) 住宅
144 第二层 201 周怀珍 身份证442526********5562 住宅
145 第五层 501 何秋丹 身份证441422********2326 住宅

西区十六巷1号 2-2-222

西区十五巷4号 2-2-238

西区十六巷7号 2-2-219

西区十六巷5号
（二单元:十六巷六号）

2-2-220

西区十六巷3号 2-2-221

西区十七巷7号 2-2-204

西区十七巷6号 2-2-205

西区十七巷5号 2-2-206

西区十九巷1号
（新民路65号）

2-2-174

西区十七巷9号
（长吉路66号）

2-2-202

西区十七巷8号 2-2-203

西区十九巷2号 2-2-173



146 第五层 502 何梦雄 身份证441422********0939 住宅
147 第六层 602 房发群 身份证441422********2637 住宅
148 西区十五巷2号 2-2-240 / / 曾法钧 身份证440307********001X 住宅

149
第一层、第三层-第五

层
/

曾路生、曾子成
、曾子相、曾子

旺、何玉英

身份证440321********4639
身份证440307********0034
身份证440307********0037
身份证440307********0078
身份证452425********0640

住宅

150 第二层 204 刘主琼 港澳身份证M7****3(8) 住宅
151 第一层 A栋101 杨仙凤 身份证440922********0041 住宅
152 第二层 A栋201 王德辉 身份证440527********1231 住宅
153 第二层 A栋202 邹伟军 身份证445222********2431 住宅
154 第三层 A栋301 林国振 身份证440528********0416 住宅
155 第三层 A栋302A 翁瑞凡 港澳身份证M7****0(3) 住宅

156 第四层 A栋401 梁丽珍、黄尔元
身份证440321********4644
身份证440504********0818

住宅

157 第四层 A栋402 钟小英、邓书民
身份证441422********4047
身份证441422********4019

住宅

158 第五层 A栋501 连伟娟 身份证440307********0061 住宅
159 第五层 A栋502 刘晓生 身份证445222********0317 住宅
160 第六层 A栋602 黄煌鑫 身份证441423********2311 住宅
161 第七层 A栋701 罗少永 身份证440527********0437 住宅
162 第七层 A栋702 邱福花 身份证445221********1301 住宅
163 第八层 A栋801 杨喜镇 身份证440527********153X 住宅
164 第八层 A栋802 詹雪容 身份证440522********6623 住宅

165 第九层 A栋901 饶雪松、李龙飞
身份证441421********0025
身份证441421********0019

住宅

166 第二层 B栋201（203） 林长钦 身份证441522********3018 住宅

167 第三层 B栋303-1 曾秋萍、游加加
身份证441425********4164
身份证441481********4207

住宅

168 第三层 B栋303-2 仇娜、仇冬林
身份证430521********3781
身份证430521********3797

住宅

169 第五层 B栋501（503） 廖玉珍 身份证441422********2926 住宅
170 第七层 B栋701（703） 胡运香 身份证441322********088X 住宅
171 第八层 B栋801（803） 王柏明 身份证441230********7213 住宅

172 西区十四巷8号 2-2-251 / / 陈剑生、陈隆生
身份证445222********383X
身份证445222********3818

住宅

173 第一层 101A 黄英 身份证422432********6529 住宅
174 第一层 102 廖利秋 身份证441421********5325 住宅
175 第三层 302 尹金连 身份证440321********4662 住宅

176 第四层 401 麦彩璇、吴文建
港澳身份证H0****9(1)
港澳身份证G2****6(0)

住宅

177 第四层 402 林俊雄 身份证440582********3619 住宅
178 第五层 502 张瑞光 身份证441422********0533 住宅
179 西区十四巷3号 2-2-253 / / 陈海镇 身份证440321********4611 住宅

180
第一层、第三层-第五

层
/

黄耀强、黄耀江
、黄利达

身份证440307********0050
身份证440321********4633
身份证440221********1613

住宅

181 第二层 / 黄炎泉 身份证440321********4614 住宅

182 第一层-第四层

101、102、103、
104、105、107、
202、302、401、

402

陈伯荣、陈志强
、陈志宏、陈慧

娴

港澳身份证B3****3(0)
港澳身份证P2****6(6)
港澳身份证P5****0(1)
港澳身份证P1****0(0)

住宅

183 第二层、第三层 201、301
张庆标、张伟浩

、张国浩

港澳身份证E1****0（2）
港澳身份证Z3****4（5）
港澳身份证Z5****9（1）

住宅

184 西区十三巷6号 2-2-265 / / 黄灿安 港澳身份证H0****1（2） 住宅

185 西区十三巷5号 2-2-266 / /

胡昌明、朱江、
谭智红、戴丽霞
、吴家义、李昆
河、徐东华、任

金龙

身份证360423********0057
身份证360423********3417
身份证230302********6047
身份证360103********2281
身份证360423********2632
身份证360423********291X
身份证360423********293X
身份证420582********3591

住宅

186 第一层 102 蔡菜香 身份证441422********4026 住宅
187 第三层 301 朱小平 身份证441322********1412 住宅
188 第三层 302 陈玉霞 港澳身份证P9****5(9) 住宅
189 第四层 402 秦学琴 港澳身份证R3****6(4) 住宅

190 第五层 501 江海锋、林碧如
身份证440527********0355
身份证445224********2725

住宅

191 第六层 601 张秀群 身份证441625********5741 住宅
192 第六层 602 刘永强 身份证440301********0131 住宅
193 第七层 702 李力 身份证420106********283X 住宅
194 第八层 801 陈辉琼 身份证441622********4165 住宅
195 西区十三巷1号 2-2-268 / / 杨绿英 身份证445281********4625 住宅
196 第二层 202 郑仿东 身份证441422********311X 住宅
197 第三层 301、302 罗家旺 身份证441422********0954 住宅
198 第三层 303、304 罗家旺 身份证441422********0954 住宅

199 第四层 401 邱健平、卢赛香
身份证441422********0919
身份证441422********3125

住宅

200 第四层 402 邱健平、卢赛香
身份证441422********0919
身份证441422********3125

住宅

201 第五层 501 李振文 身份证441422********0918 住宅
202 第五层 502 李振文 身份证441422********0918 住宅
203 第七层 702 何辉龙 港澳身份证M4****5(8) 住宅
204 第八层 801 李振文 身份证441422********0918 住宅
205 第八层 802 詹剑标 身份证445122********661X 住宅
206 第九层 901 詹丽音 身份证440522********122X 住宅
207 第九层 902 刘素清 身份证445122********6624 住宅

西区十三巷8号
（长吉路52号）

2-2-263

西区十三巷4号 2-2-267

新民路43号
（新民路45号）

2-2-269

西区十四巷9号 2-2-250

西区十四巷6号 2-2-252

西区十四巷2号 2-2-254

西区十五巷4号 2-2-238

新民路51号 2-2-241



208 第十层 1001 刘适华 身份证440522********6649 住宅
209 第十层 1002 陈瑜 身份证445281********0861 住宅

新民路43号
（新民路45号）

2-2-2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