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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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权利人核实结果公示表(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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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嶂背二村创业二路48号 / 赖伟雄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0017

2 ZB-B-213 嶂背二村新村路一巷2号 /
邓利兰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3

诸健龙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912

3 ZB-B-245 嶂背二村浩贤横一路19号 /

徐宋辉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5310

徐浩琪 居民身份证 44522119******5337

徐林锐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339

4 ZB-B-291 嶂背二村浩贤小区1号 /

郑国忠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72

钟惠珍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60

郑艺华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5

郑育华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74

郑秋娟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X

叶寿棠 居民身份证 44252219******6416

郑满连 居民身份证 44252919******306X

叶伟立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417

叶淑娴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440

叶伟国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417

5 ZB-B-293 嶂背二村浩贤小区5号 /
俞礽官 居民身份证 35012719******5275

俞秀平 居民身份证 35012719******5349

6 ZB-B-301 嶂背大道120号 /

张永福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X

张绿梅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47

张彬源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18

张楚楚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100

张缌缌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8X

7 ZB-B-327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174号 /

宁小禄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3912

宁海涛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7233

艾雨露 居民身份证 42232719******2624

宁海桥 居民身份证 43040619******1011

8 ZB-B-331 嶂背大道202号 /

徐松林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31X

蔡美华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347

徐位龙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317

徐位俊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375

9 ZB-B-332 嶂背大道208号 /

黄小宝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9

黄碧珍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44

黄萍萍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2

黄永生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8

10 ZB-B-355 嶂背路50-52号 /

陈建信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32

陈玉良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12

陈玉堂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1X

蔡颖颖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26

11
ZB-C-258     ZB-

C-476
嶂背二村东七巷1号2号 /

张明亮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137

陈冬莲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129

张远忠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139

张远红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123

张子熙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4115

12 ZB-C-264 嶂背二村东七巷6号 /
张俊杰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814

张瀚天 居民身份证 44030420******0713

13 ZB-C-265B 嶂背二村东七巷5号 /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14
ZB-C-285    ZB-

C-277 
嶂背二村东一巷7-5号 /

张志良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1

潘丽萍 居民身份证 44132419******2325

张皓程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5

张舒睿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15 ZB-C-312 嶂背二村美英巷17-3 /
张苑雄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39

张旭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2

16 ZB-C-314 嶂背二村美英巷16号 /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17 ZB-C-315
嶂背二村美英巷17-1号、17-1-

1号
/

张少坤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2

张慧如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张慧歆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343

18 ZB-C-329A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4-2 /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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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ZB-C-329A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4-2 /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19 ZB-C-329B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4-1号 /
张苑雄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39

张富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6

20 ZB-C-325 嶂背二村美英巷11号 /

张苑雄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39

黄玉兰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2345

张旭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2

李婉思 居民身份证 44138119******6822

张富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6

赵佳渝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24X

张凯杰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7

黄玉明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2314

黄海真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1022

钟丽琼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3

黄宝其 居民身份证 44132219******0030

黄宝灵 居民身份证 44132219******0066

21 ZB-C-324A 嶂背二村美英巷1号 /

谭观娇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9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22 ZB-C-324B 嶂背二村美英巷3号 /

张少坤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2

张慧如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张慧歆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343

23 ZB-B-356 嶂背路44-46号 /

庄朵英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626

庄桃兴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7417

庄凯烨 居民身份证 44522220******0619

庄丽娟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7361

庄凯彬 居民身份证 44152320******7371

庄小婷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62X

林芳 居民身份证 42242319******6022

董启霞 居民身份证 42102219******0028

24 ZB-D-32 嶂背二村东三巷5号 /

朱永秀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929

徐永高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934

徐高庆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979

徐荧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966

徐世坚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2932

徐浩然 居民身份证 44098320******2910

徐樱桃 居民身份证 44098320******2921

徐梅婷 居民身份证 44098320******2942

李方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3243

陆小丹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1226

徐梓悦 居民身份证 44011320******0026

仇荣源 居民身份证 44098320******2954

25 ZB-D-34 嶂背二村东二巷6号 /

张志良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1

潘丽萍 居民身份证 44132419******2325

张皓程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5

张舒睿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张志娟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7

巫君楠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X

26 ZB-D-41 嶂背二村东七巷3号 /
张新民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814

兰伟英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382X

27 ZB-D-45 嶂背二村老屋区9号 /

张玉昌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2

杜秀茹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524

张丽成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3

张馨妍 居民身份证 44162120******6423

28 ZB-D-58 嶂背创业三路6号 /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张春兰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3

林玉馨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327

林玉霏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32X

林玉琅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158

29 ZB-D-62A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2、2-6、2-

7
/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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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ZB-D-62A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2、2-6、2-

7
/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30 ZB-D-62B 嶂背二村美英巷老屋2-1至2-5 /

张少坤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2

张慧如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张慧歆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343

31 ZB-D-57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275号 /

钟运娇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5

张就娣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X

张婉妮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661

张少坤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2

张婉如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6

32
ZB-D-59、

ZB-D-60
嶂背二村英美巷5号 /

张海波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4

张云媚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67

张家顺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张家裕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33 ZB-D-61 嶂背二村英美巷6号 /

张海波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4

张云媚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67

张家顺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张家裕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34 ZB-D-71

嶂背二村美英巷7-5-1

/

张文廷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5

嶂背二村美英巷7-5-2、7-5-3
、7-5-5

詹嘉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张健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3

张浩枫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8

张浩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93

张伟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何育英 居民身份证 44252619******3321

嶂背二村美英巷7-5-4

张玉昌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2

杜秀茹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524

张丽成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3

张馨妍 居民身份证 44162120******6423

嶂背二村美英巷7-5-6
张桂娣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5

张秋如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761

35 ZB-D-72 嶂背二村美英巷14号

张文廷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5

张文英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2

张莹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3

余雁芬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49

张家伦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39

江嘉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9

江家宇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19

张琼英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x

36 ZB-D-89 嶂背二村创业一路山塘1－1号 /

高保 居民身份证 44253019******3573

郑春花 居民身份证 44253019******3563

高镇有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7X

高远妹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68

高镇培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73

高焦古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99

高圣希 居民身份证 44158119******3620

37

ZB-D-90
ZB-D-91
ZB-D-92

ZB-D-92A
嶂背二村创业一路山塘1－2号 /

高保 居民身份证 44253019******3573

郑春花 居民身份证 44253019******3563

高镇有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7X

高远妹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68

高镇培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73

高焦古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3599

高圣希 居民身份证 44158119******3620

38 ZB-D-126 嶂背二村嶂背路81号 /

庄朕花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4222

徐志信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839

徐文祥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4210

张秀娇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802X

刘灶杰 居民身份证 44058219******5974

林创波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1516

39 ZB-D-128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49-57号 /

罗少德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3

罗艺彬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17

罗孝先 居民身份证 44088219******4759

罗文宜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49

罗康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14

罗少琴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808

李雪招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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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ZB-D-128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49-57号 /

张慧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22

40 ZB-D-129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41-47号 /

林洁如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3839

周悦明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4402

林鸿涛 居民身份证 44528119******2753

林春萍 居民身份证 44522419******0100

41 ZB-E-14 嶂背二村西一巷6号 /

高宝源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0915

黄雪梅 居民身份证 44130219******3022

高智菲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8540

高沛瑶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8547

高晟杰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0278

42 ZB-E-19 嶂背二村西二巷8号

黄仕娴 居民身份证 R67***0(9)

周婉玲 居民身份证 R67***9(5)

周思敏 居民身份证 R67***8(4)

周伟明 居民身份证 R22***2(7)

陈卓山 居民身份证 Y20***3(0)

陈锐庭 居民身份证 S70***8(3)

陈乐恒 居民身份证 S81***8(A)

43 ZB-E-21 嶂背二村西二巷3号 /

高雁波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1X

高巧利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5

彭美妹 居民身份证 44132219******3366

高俊豪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6415

高凌铠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44 ZB-E-32 嶂背二村西三巷6号 /

高凤如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0

范育想 居民身份证 46003519******0716

范力玮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45 ZB-B-73 嶂背二村建富一区8号 /

陈永杏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3

魏运娥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04

陈炎华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2

陈良华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95

陈渝婷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627

李云辉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0021

魏冬玲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602

陈裕锴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593

陈林锋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575

陈裕锋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576

陈渝倩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587

陈裕城 居民身份证 44142420******163X

魏徫傑    
（魏伟杰）

香港永久性               
居民身份证

P84***9(A)

李晋庭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2

46 ZB-D-55 嶂背路293-295号 /
张凯诚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5

江美凤 居民身份证 44018319******7322

47 ZB-D-56 嶂背路287-291 /

张凯诚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5

邵卫国 居民身份证 41282419******0051

张雅茜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9

48 ZB-E-44 嶂背二村西四巷2号 /

彭展旭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81X

彭月娥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826

彭俏华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815

黄俏清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845

彭子恒 居民身份证 44522220******0810

彭庆华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814

彭春华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845

彭少杰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815

49 ZB-E-65 嶂背二村西六巷6号 /

陈焕光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319

赖淑萍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7380

陈婉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226

陈芷柔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221

钟林 居民身份证 36011119******0019

杨凤花 居民身份证 35032119******7740

钟杨 居民身份证 35030520******5325

赖欧 居民身份证 44152219******8810

50
ZB-C-453     ZB-

C-454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39号 /

陈振雄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2910

陈毅芝 居民身份证 44050819******0106

陈浩锐 居民身份证 44050819******0013

陈焕佳 居民身份证 44050819******0011

陈泽宜 居民身份证 44058219******3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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