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住宅类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物业权利人核实结果公示表         
（第一批）

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1 ZB-B-59 创业二路43号 /

钟步新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3

魏环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9

钟步锋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117

钟卫平 居民身份证 44132219******6087

钟锐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813

钟丽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1

黄薇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4

钟结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817

钟梅辉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0

钟国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7046

郑木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87

刘文苑 居民身份证 44148119******1726

余燕燕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2643

钟奇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X

钟秀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1

黄丽洁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2824

钟庭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0

钟光辉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79

钟淏臣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50

2 ZB-B-61 创业二路8号 /

陈晓文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0

柯广寿 居民身份证 44090219******0076

廖芸 居民身份证 45010419******0549

李德斌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357

刘巧嫦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34X

李琬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340

李瑞霞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322

薛伟霞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4327

李洛华 回乡证 H04***337

李洛豪 回乡证 H04***446

陈寿民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216

李红红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47

李思妙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6X

李思意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8

刘桂春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718X

罗江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116

叶晓彤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5

彭晖岚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725

李思雅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P97***6(0)

邵琳 居民身份证 44030319******8828

初冬梅 居民身份证 22010219******2822

梁锡锐 居民身份证 22028219******2313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住宅类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物业权利人核实结果公示表         
（第一批）

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3 ZB-B-64 创业二路20号 /

陈光芝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670

李晓东 居民身份证 44522119******6250

陈宗荣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674

罗新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583

刘建洋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576

陈中辉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610

4 ZB-B-66 创业二路21号 /

李玉环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5327

曹晋东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0697

谢见贤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12

谢志丹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20

谢志峰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11

赖清访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35

赖清标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14

5 ZB-B-67 创业二路22号

201

魏耀源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5

魏剑峰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X

魏剑辉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5

李枚珍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62

202

魏志良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5

魏卫芳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08

魏彬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570

202 魏涛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3

301

谢坤灵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6

谢俊兴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3

谢丽玲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86

302 李秋霞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63

401

李文新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x

李惠梅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380

李嘉乐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7

李嘉辉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8

402
李华彪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6218

袁月玲 居民身份证 43098119******6627

501

万为东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6

万文辉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0

万文华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30

502

赵俊梅 居民身份证 62282619******2128

李峪浩 居民身份证 62282619******2115

李浩然 居民身份证 62102620******2167

601
温桂洪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3534

宁飞鸿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3540

602

魏展章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X

魏耿文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6

魏耿洪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4

701
李振昌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M18***3(6)

李叶琳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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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5 ZB-B-67 创业二路22号

702

曾祥标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0318

魏秀红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0323

曾秋婷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7009

曾秋燕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6962

曾汉威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6990

曾汉锋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7036

801
魏伟超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11

魏美云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88

802
蔡汉惠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2057

蔡李辉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203X

6 ZB-B-70 建富一区11号 /

李文胜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6950

李光俊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3X

李嘉宏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832

魏桂银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89

利文裕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109

李光威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32

李子金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5X

李桂梅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42

李爱娣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66

李嘉豪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832

郭震东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210

李炜宏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850

李燕萍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63

曾锦威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537

7 ZB-B-72 建富一区9号 /

陈枚芳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82

魏森荣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32

魏燕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22

魏福金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4

魏嘉鑫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63X

魏梦馨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46

侯翠芬 居民身份证 44132219******022X

魏元昌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1

郭磊 居民身份证 36213719******0015

魏梦婷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627

魏志才 居民身份证 44011119******3032

魏诗倚 居民身份证 44132220******0429

陈群珍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87

魏志灵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4

8 ZB-B-75 建富一区7号 /

梁文广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5639

梁耀文 居民身份证 44098119******5650

梁耀友 居民身份证 44098119******5676

梁钊铭 居民身份证 44098119******5616

9 ZB-B-91B 创业二路42号 /

钟海燕 居民身份证 44130219******5462

钟普宏 居民身份证 44130220******6433

钟敏 居民身份证 44130219******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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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10 ZB-B-93 创业二路11号 /
黄谷娴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67

郑小明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75

11 ZB-B-99 创业二路3号 /

廖素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427

汤作海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551X

汤国浩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5551

汤国城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5590

汤国彪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5758

汤国昌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19

李琪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442X

宋美珍 居民身份证 44010519******5785

翟逢娣 居民身份证 44132119******2926

罗潜妹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780

廖剑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410

廖鹏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418

廖寿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416

12 ZB-B-100 创业二路4号 /

李旭珍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56

李振凯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5339

胡小新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81

李冰冰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44

李振扬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953

李振江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94

李媛媛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23

13 ZB-B-101 创业二路5号 /

颜建军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1

颜学平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8

颜宏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2

颜豪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6

颜凌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6

颜鹏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481X

陈伟雄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318

陈伟良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333

14 ZB-B-102 创业二路6号 /

邹远辉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1214

邹嘉薪 居民身份证 44522119******1239

邹远军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1234

邹佳熙 居民身份证 44522120******1236

15 ZB-B-103 创业二路7号

102 李镜洲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5

101、201
赖叶大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17

谢春莲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28

二楼202 高玉静 居民身份证 22010419******262X

三楼整层 高玉静 居民身份证 22010419******262X

401
任文建 居民身份证 43068119******4017

任美月 居民身份证 44030620******442X

402

彭永胜 居民身份证 44012219******4535

戴佩玉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492X

彭译南 居民身份证 44030520******12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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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15 ZB-B-103 创业二路7号

403
梁迎平 居民身份证 43302919******2020

任美星 居民身份证 44030620******4446

501
刘国祥 居民身份证 43252219******4098

刘湘莹 居民身份证 43132120******0168

502
汪星星 居民身份证 42011619******0037

王梦茹 居民身份证 44030319******272X

601 彭凤兰 居民身份证 42212919******5566

602
李登 居民身份证 35012219******2815

吴海云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0422

16 ZB-B-158 建富一区3号 /

黄碧涛 居民身份证 44098119******1436

黄汉楷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1454

黄婷 居民身份证 44098119******1489

吴玉兰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1449

黄钜佳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1410

17 ZB-B-157B 建富一区2号 /

邱桂坚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5611

黄汉群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1420

邱鉴 居民身份证 44090219******0090

邱政 居民身份证 44090219******0019

18
ZB-B-159
ZB-B-163

建富一区4号 /

邱桂坚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5611

黄汉群 居民身份证 44092219******1420

邱鉴 居民身份证 44090219******0090

邱政 居民身份证 44090219******0019

19 ZB-B-286
浩贤小区4号

1单元
/

吴培 居民身份证 44030319******3719

吴磊 居民身份证 44030319******3712

20 ZB-B-287
浩贤小区4号

2单元
/

刘福益 居民身份证 51303119******5732

章香 居民身份证 51162319******5729

刘童 居民身份证 51162319******5733

刘敏 居民身份证 51162319******5761

钱碧如 居民身份证 51303119******5748

21 ZB-B-288 浩贤小区2号 /

徐惠明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778

莫美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119******2420

徐海江 居民身份证 44138119******7937

徐标雄 居民身份证 44138119******7919

徐燕红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823

22 ZB-B-289 浩贤小区3号 /

钟甫强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79

叶三风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89

钟佐彬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90

钟佐辉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1

钟丽花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X

钟云强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97

黄建平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69

钟甫栋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10

钟甫军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114

钟甫开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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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23 ZB-B-293 阳光小区6号 /
王小波 居民身份证 35018119******2151

王英 居民身份证 35018119******1224

24

ZB-B-295 浩贤小区11号

1号商铺、2号商
铺、3号商铺、4
号商铺、101、
102、103、104
、201、601、
602、604、1001
、1004、1101、
1103、1104、
1201、1202、
1203、1204、
1301、1302

王洪 居民身份证 44252419******0436

202 夏小花 居民身份证 42112219******1829

203
兰暖姣 居民身份证 45272219******0568

肖国章 居民身份证 43012419******6076

2D 黄德兰 居民身份证 44088219******5063

301 张碧兰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046

302
陈冠铿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5378

蔡荧荧 居民身份证 44510219******2369

303
王小红 居民身份证 35062319******3020

曹建学 居民身份证 43282319******3315

304 龚雄飞 居民身份证 44148119******3336

401
张细良 居民身份证 43062419******6330

胡月娥 居民身份证 43062419******6344

402
夏传梅 居民身份证 61242619******0024

刘岳生 居民身份证 44022219******1557

ZB-B-295 浩贤小区11号

403
张茂元 居民身份证 35062819******4019

林秀盆 居民身份证 35062319******414X

404
黄志勇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5334

孙品红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5324

5A号(501)
刘旋 居民身份证 44142619******0614

张育芬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846

502
杨坚 居民身份证 43052519******5110

向小红 居民身份证 43052519******742X

503 廖志超 居民身份证 44142519******2250

504 陈荣深 居民身份证 44162419******5515

603 尹航 居民身份证 14230119******1047

701
龚聪 居民身份证 44148119******3351

李清 居民身份证 44098219******538X

702
彭世元 居民身份证 43242419******6039

彭蓉 居民身份证 43072319******6029

703 白文诚 居民身份证 14010419******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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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房屋编号 房屋位置 所在楼层单元 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24 ZB-B-295 浩贤小区11号

704
卓武强 居民身份证 44512219******5650

卓周桦 居民身份证 44512219******572X

801 陈鸿洲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1791

802 欧阳添娣 居民身份证 36212719******2620

803 张英明 居民身份证 35062819******4037

804 王梦茹 居民身份证 44030319******272X

901 许楚明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7037

902
黄逢辉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7217

黄玉豪 居民身份证 44522119******7235

903
陈宏益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6917

陈宇帆 居民身份证 44058220******6970

904 许楚明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7037

1002
许龙标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6954

许桂豪 居民身份证 44058219******6991

1003
罗木辉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2574

杨雪玉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2581

1102 王英 居民身份证 35018119******1224

25 ZB-B-296 浩贤小区7号 /

罗伟才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1

罗仁才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1

罗伟士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9

李锦权 居民身份证 44011119******1535

26 ZB-B-297 浩贤小区8号 /

谢德林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35

黄小莲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47

谢嘉涵 居民身份证 44020319******6726

谢晓明 居民身份证 44020319******6713

谢晓阳 居民身份证 44020319******6714

27 ZB-B-298 浩贤小区9号A

/
蔡锦梅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1622

孙满足 居民身份证 13292219******4422

/
黄秉宏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833

黄淑彩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2822

28 ZB-B-299 浩贤小区9号B / 张达明 居民身份证 44253019******3775

29
ZB-B-310
ZB-B-311

新村东三巷1号 /

张满苹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41

张婷婷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2X

张嘉嘉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48

30
ZB-B-312
ZB-B-313

新村东3巷2号 /

刘喜军 居民身份证 44252819******0030

刘盛滔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8

黄惠珍 居民身份证 44252819******3026

刘双香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0044

刘锦源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8071

刘一帆 居民身份证 44132319******0055

刘雯彤 居民身份证 44132319******0028

刘启帆 居民身份证 44132319******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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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ZB-B-314 新村东三巷3号 /

李冠華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P18***1(9)

鐘柳娟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R33***5(4)

鐘慰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F06***5(8)

李卓霖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S02***4(2)

鐘蘭娟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R75***2(6)

邱伟权 居民身份证 44142519******0355

李冠權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K94***5(9)

李卓棟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Y69***0(9)

邱偉萍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R28***8(6)

李靖宇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Y98***2(7)

32 ZB-B-317 新村东二巷5号 /

刘赤子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099

温情香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2429

刘伟强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58

刘蔚琳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86

刘伟鹏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13

33 ZB-B-318 新村东二巷4号 /

张美娟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25

黄丽珊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5

黄如千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9

黄珊珊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408

34 ZB-B-320 新村东二巷2号 /

黄育群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6970

张考娟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6985

黄滢舟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6974

35 ZB-B-324 新村东一巷3号 /

徐代良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17

徐秀叶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22

徐国镇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17

郑丽云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29

徐国远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15

刘影芬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27

徐国晨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11

徐晓丽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323

36 ZB-B-325 新村东一巷4号 /

黄育威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0

黄立雀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1

黄丽琴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2

黄兆雄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7

37 ZB-B-326 新村东一巷5号 /

黄丽平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8

黄华森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1

黄永发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2

黄永双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5

黄丹丹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