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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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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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嶂背二村创业二路18号-3 /

邓醒平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8

邓醒芳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4624

何丽玲 居民身份证 44142619******0323

2 ZB-B-120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92-98号 /

黄秀娟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87

黄秀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4

黄秀丽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29

黄秀平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64

黄花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89

黄毓成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1X

黄秀梅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101

黄美娟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3

刘海韬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6310

叶展宏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17

郑凯嘉 居民身份证 44162220******0011

叶展铭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郑新仪 居民身份证 44162220******002X

劉景祺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S24***9(7)

3 ZB-B-121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100号 /

黄秀娟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87

黄秀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4

黄秀丽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29

黄秀平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64

黄花珍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89

黄毓成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001X

黄秀梅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101

黄美娟 居民身份证 44162219******3063

刘海韬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6310

叶展宏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17

郑凯嘉 居民身份证 44162220******0011

叶展铭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3

郑新仪 居民身份证 44162220******002X

劉景祺 香港居民身份证 S24***9(7)

4 ZB-B-212 嶂背二村新村路一巷3号 /

李贤喜 居民身份证 43232619******2412

熊田吾 居民身份证 43232619******2446

李炼霞 居民身份证 43092319******1428

李炼婷 居民身份证 43092319******150X

李莎 居民身份证 43092319******1440

李良桂 居民身份证 43092320******0131

李睿曦 居民身份证 43092320******0254

李睿孜 居民身份证 43092320******1421

5 ZB-B-300 嶂背二村嶂背路114号 /

陈光松 居民身份证 44092419******1471

廖珍 居民身份证 44092419******1421

陈明海 居民身份证 44098219******1458

陈河 居民身份证 44098219******1455

6 ZB-B-302 嶂背二村嶂背路128号 / 罗伟城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8

7 ZB-B-328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184号 /

黄瑞云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1

黄镇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4

黄芷欣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3

黄锦容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42

黄仲阳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12

8 ZB-B-329 嶂背二村嶂背大道182号 /

丘喜凤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274x

张嘉蕊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20

张嘉敏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40

张细兵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015

张凯文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3053

9 ZB-B-330 嶂背大道200号 /
刘盛潺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0036

刘汇杰 居民身份证 44060219******0035

陈永春 居民身份证 44010619******1907

10 ZB-B-353 嶂背二村嶂背路58号 /
张振恒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017

张丽媛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1382

11 ZB-B-354 嶂背二村嶂背路54-56号 /

陈绿茂 居民身份证 44520219******3013

陈煜淳 居民身份证 44520220******3028

陈雪缅 居民身份证 44520219******3065

陈梃煜 居民身份证 44520220******3155

陈煜鑫 居民身份证 44520220******3113

12 ZB-C-259B 嶂背二村东四巷5号 / 张德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8

13 ZB-C-260 嶂背二村东五巷6号 /

蔡永康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0057

蔡庆望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17

徐秀纺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49

蔡晓庆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40

蔡庆林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0037

14 ZB-C-262B 嶂背二村东六巷3号 / 谭紫兰 居民身份证 44078119******6242

15 ZB-C-272 嶂背二村老屋区10号 /

陈细娇 居民身份证 44052519******2529

陈镇鹏 居民身份证 44520219******247X

陈根鹏 居民身份证 44520219******2470

陈小勇 居民身份证 44520219******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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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ZB-C-316 嶂背二村美英巷10号 /

罗庆华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16

罗铭达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2731

罗燕瑜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49

17 ZB-C-320 嶂背二村美英巷9号 / 邬佩莲 居民身份证 44252419******0020

18 ZB-C-327 嶂背二村创业三路24号 /

郑新强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33

郑凯文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6417

李丽玲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41

19 ZB-C-371 嶂背二村创业三路5-1号 /

林时茂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36

李燕芳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44

林灏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53

林培荣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12

李勇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14

李家兴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1X

林露萍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46

20 ZB-C-412 嶂背大道185-191号 /

张凯生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1114

张勇生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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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ZB-C-414 嶂背大道193-199号 /

梁永瑞 居民身份证 44082219******0049

谭树生 居民身份证 44082219******0456

谭惠丹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25

谭斯尹 居民身份证 44088119******0043

22 ZB-C-497 嶂背二村嶂背路285号 /
张明生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3

黄仕娣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3

23 ZB-D-29 嶂背二村东四巷3号 /

罗少雄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19

罗畅音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27

罗玲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821

罗锐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50

罗朝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717

24 ZB-D-31 东三巷4号 /

张旭辉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615

张锦鸿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511

陈小玲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4

张甜嫣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29

25 ZB-D-36B 嶂背二村东五巷5号 / 邓燕萍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48

26 ZB-D-39 嶂背二村东六巷6号 /
彭福亮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812

刘飞航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6571

27 ZB-D-40 嶂背二村东七巷4号 /

张裕光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7

谭紫兰 居民身份证 44078119******6242

张树聪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X

张雅容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9

张裕娴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9

28 ZB-D-64 嶂背二村美英巷7-1号 /

刘惠齐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3

张伟冬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1

张伟梅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9

张伟华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7

29
ZB-D-65B

嶂背二村创业三路20号 /

刘金胜 居民身份证 44142519******1155

廖铭香 居民身份证 44142519******1149

李睿渊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12

刘晓燕 居民身份证 44148119******0209

刘晓彬 居民身份证 44142519******0199

刘羽诚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432

刘翼诚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31

陈家鑫 居民身份证 43070319******8050

谯艳霞 居民身份证 51130319******1367

30 ZB-D-73 嶂背二村创业三路5号 /

林常青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0811

林源 居民身份证 44098319******0813

林国辉 居民身份证 44098320******0815

陈著 居民身份证 44092119******861X

31 ZB-D-101 嶂背二村嶂背路105号A栋 /

林美兴 居民身份证 44072619******3739

林月英 居民身份证 44170219******4245

林俊潮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54

林家杰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50

黄艳芳 居民身份证 44072619******3724

林仕高 居民身份证 44170219******1757

何妹 居民身份证 44172319******242X

林天羽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16

林亮春 居民身份证 44170219******4271

林采丽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004X

林雪环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24

冯小勤 居民身份证 44170219******4309

32 ZB-D-101 嶂背二村嶂背路105号B栋 /

林铮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417x

林进梅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2x

邱锦美 居民身份证 43042219******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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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ZB-D-101 嶂背二村嶂背路105号B栋 / 林信源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0331

林佩玲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0362

林进发 居民身份证 44170220******4218

林进宝 居民身份证 44170120******0015

33 ZB-D-130A 嶂背二村嶂背路29号 /

林明发 居民身份证 35058319******3136

苏幼莲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0340

林思灿 居民身份证 35058319******3150

苏玮婷 居民身份证 35058219******1029

林思凌 居民身份证 35058319******3121

林钲皓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4613

林芷滢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361

34 ZB-D-130B 嶂背二村嶂背路27号 /

和学荣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1x

和宽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1x

张苏婉 居民身份证 61040219******1226

35
ZB-E-7、ZB-

E-8
嶂背二村西一巷二号 /

高雁强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1

张翠玲 居民身份证 44282919******4040

高宝怡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X

高俊龙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1

张巧玲 居民身份证 44282919******4020

廖永堂 居民身份证 44282919******4013

高祖义 居民身份证 44532219******4023

廖昊然 居民身份证 44532220******4095

廖熙然 居民身份证 44532220******4013

闫晓 居民身份证 13042919******3821

36 ZB-E-9 嶂背二村西一巷3号 /
周祥安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31

叶思敬 居民身份证 44152319******7061

37
ZB-E-12、ZB-

E-13
嶂背二村西一巷5号 /

高瑞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李玉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26

高意恒 居民身份证 44030620******2816

高意鸿 居民身份证 44030420******6715

高卓言 居民身份证 44030420******6724

高汀美 居民身份证 44030320******6947

刘丽丽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0729

高锦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0

高锦琦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张婷 居民身份证 44030619******2829

38 ZB-E-23 嶂背二村西二巷1号
第三层    
第四层

聂世尉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231X

39 ZB-E-24B 嶂背二村西二巷1-1号 /

高国锋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5718

邹金英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9

高春龙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2

高子龙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8

陈佩祥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1626

谭燕辉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4

高卓然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高卓霖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38

高渝朋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4

高渝明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054

40 ZB-E-33 嶂背二村西三巷7号 /

高山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8

高秋女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25

高瑞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72

马茹茵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2

高鸣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15

杜荣贵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16

高春妹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23

41 ZB-E-36 嶂背二村西四巷7-1号 / 高惠栋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0

42 ZB-E-37 嶂背二村西四巷7号 /
高惠开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1

郭爱萍 居民身份证 44132319******6326

43 ZB-E-58 嶂背二村西六巷（老屋） /

高瑞朋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7

叶碧云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5722

高瑞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李玉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26

高锦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0

高锦琦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44 ZB-E-59 嶂背二村西六巷（老屋） /

高瑞朋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7

叶碧云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5722

高瑞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李玉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26

高锦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0

高锦琦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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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ZB-E-59-1  

ZB-E-61
嶂背二村西六巷（老屋） / 高山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8

46 ZB-E-59-2 嶂背二村西六巷6号旁 / 高磊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6

47
ZB-E-63   ZB-

E-64
嶂背二村西六巷5号 /

高惠求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5

李露娜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6425

高惠栋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0

高惠开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1

48
ZB-E-66   ZB-

E-67
嶂背二村西六巷7号 /

高瑞朋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7

叶碧云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5722

高惠栋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0

高山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8

高磊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16

高瑞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李玉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26

高锦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0

高锦琦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618

张婷 居民身份证 44030619******2829

刘丽丽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0729

49
ZB-E-68   ZB-

E-69
嶂背二村西五巷七号 /

高惠求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5

李露娜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6425

50 ZB-E-73 嶂背二村西七巷4号 /

李贤荣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7535

李付梅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758X

李馨悦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0

李稳顺 居民身份证 50023419******5253

李代煊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0416

赵丕万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73X

李善书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747

黎明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213

赵俐敏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227

黎秋杉 居民身份证 50023419******5445

张继飞 居民身份证 51220119******1375

赵红霞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743

张馨文 居民身份证 50010120******0281

林金华 居民身份证 G38***7(9)

赵红霞 居民身份证 R25***5(5)

 林乐如 居民身份证 R83***8(0)

林子力 居民身份证 R94***1(7)

王方宁 居民身份证 33262119******0011

赵筱虹 居民身份证 51222219******8746

王怡然 居民身份证 33108220******0025

51 ZB-E-75 嶂背二村西七巷6号 /

高瑞朋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7

叶碧云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5722

高惠开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91

高惠秋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84

52 ZB-E-76 嶂背二村西八巷6号 /
高育新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0013

高通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2810

53 ZB-E-77 嶂背二村西八巷6-1号 /
高育新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0013

黄美洪 居民身份证 44528119******3026

54
ZB-E-80、ZB-

E-81
嶂背二村西八巷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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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ZB-E-82 嶂背二村西八巷3号 /

刘荣华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471

刘培坤 居民身份证 44160219******0093

刘培阳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3475

刘家栋 居民身份证 44160219******045X

刘欣琪 居民身份证 44030119******5427

56 ZB-E-83 嶂背二村西八巷2号 /

吴金容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66

吴图语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4

吴细语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3

吴美凤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68

吴嘉豪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2310

吴思晨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2343

吴佳怡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2345

吴志豪 居民身份证 44142320******2316

57 ZB-E-84 嶂背二村东三巷3号 /

彭好安 居民身份证 44252219******2232

杨醒霞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2048

彭碧红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2042

彭碧群 居民身份证 44130320******6824

彭冰冰 居民身份证 44162120******2224

彭添华 居民身份证 44162120******2231

甘可元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6033

彭英妹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6067

甘博生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3257

58 ZB-E-90 嶂背二村东一巷4号 /

卢世纳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35

黄程秀 居民身份证 36242619******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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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

58 ZB-E-90 嶂背二村东一巷4号 /
卢绪演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7X

陈顺珍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364X

卢芳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3

卢园园 居民身份证 44142319******2321

59 ZB-E-91 嶂背二村东一巷3号 /

叶秀如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419

林俊虹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7046

林阳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337X

叶裕灵 居民身份证 44162119******6467

叶剑锋 居民身份证 44138119******7217

廖龙秀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238

张春梅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45

廖桂煌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891

廖桂兴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4971

张钦灵 居民身份证 44140219******0410

60 ZB-E-93 嶂背二村凹巷一巷4号 /

张巧玲 居民身份证 35262219******0048

张小萍 居民身份证 35262219******0013

张智菲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4543

张智杰 居民身份证 35082119******0018

张先平 居民身份证 51232219******6018

胡海鹰 居民身份证 43070319******8060

张峻 居民身份证 50023119******6030

61 ZB-E-94 嶂背二村凹巷一巷5号 /

高建丰 居民身份证 44052619******2419

陈志玲 居民身份证 44522219******2724

高俊彬 居民身份证 44522220******2418

高广文 居民身份证 44522220******2414

高文彬 居民身份证 44522220******2759

62 ZB-E-95
嶂背二村凹巷一巷6号（左

边）
/

巫新雄 居民身份证 44252419******2432

赖双娣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2420

巫勇前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2416

巫珍玲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242X

63 ZB-E-95
嶂背二村凹巷一巷6号（右

边）
/

叶小敏 居民身份证 44252419******2714

周建英 居民身份证 45252219******6645

叶彬彬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001X

叶慧慧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134X

叶莹莹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1326

叶梦佳 居民身份证 44162319******0021

64 ZB-E-99 嶂背二村凹巷二巷3号 /

张志娟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7

巫君楠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1X

张志良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71

张舒睿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44

65 ZB-E-103 嶂背二村凹巷三巷5号 /

钟燕兰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326

熊泽任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317

熊书灏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19

熊晨渊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16

熊润草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15

陈嘉莹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0724

66 ZB-E-111

嶂背二村凹巷四巷6号 /

黄俊英 香港居民身份证 P18***9（9）

程逺东 香港居民身份证 V10***9(5)

魏泗英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2069

黄宇濤 香港居民身份证 Y87***8(9)

黄宇濠 香港居民身份证 S03***0(7)

嶂背二村凹巷四巷7号 /

杨添华 香港居民身份证 K75***1(6)

杨锦燕 香港居民身份证 P01***6(1)

杨洪权 香港居民身份证 P21***0(1)

杨锦蓉 香港居民身份证 P44***4(6)

杨洋权 香港居民身份证 P52***1(A)

杨炽权 香港居民身份证 P52***0(8)

杨炽红 香港居民身份证 P52***1(1)

67 ZB-E-112 嶂背二村凹巷四巷5号 /

温利国 居民身份证 44522319******5312

温秋花 居民身份证 44522319******5323

温志翔 居民身份证 44528120******531X

温永建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5339

张惠华 居民身份证 44052419******668X

温依琳 居民身份证 44528120******5349

温陈生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5314

温锦威 居民身份证 44528119******533X

温永涛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5358

温锦洋 居民身份证 44528119******5312

68 ZB-E-113 嶂背二村凹巷4巷4号 /

郑俊新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5118

郑友玲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3180

郑玉枝 居民身份证 44052719******5126

郑文欣 居民身份证 44528119******5153

郑友芳 居民身份证 44142219******3149

69 ZB-E-114 嶂背二村凹巷四巷3号 /

陈怡苹   (陳怡苹) 香港居民身份证 R33***8（7）

魏禄锡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571

李芳 居民身份证 44142419******1842

70 ZB-E-181 嶂背二村新村路8号 /

邓海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8

邓毓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1X

邓海庭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5

邓碧瑶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邓碧蓉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X

刘子琼 居民身份证 44252219******6247

邓毓伦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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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 权利人证件名称 权利人证件号 备注70 ZB-E-181 嶂背二村新村路8号 /

邓毓兰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6

邓海城 香港居民身份证   H***965(3)

邓佩莹 香港居民身份证 Y85***8(6)

邓佩雯 香港居民身份证 Y94***4(3)

71
ZB-E-182
ZB-E-184
ZB-E-185

嶂背二村新村路8号 /

邓海庭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5

邓碧瑶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邓碧蓉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X

刘子琼 居民身份证 44252219******6247

邓毓伦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32

邓毓兰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6

邓海城 居民身份证 H09***5（3）

邓佩莹 居民身份证 Y85***8（6）

邓佩雯 居民身份证 Y94***4（3）

72 ZB-E-183A 嶂背二村新村路8号 /
邓碧瑶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邓碧蓉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X

73 ZB-E-183B 嶂背二村新村路8号 /

邓海林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8

邓毓基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1X

邓海庭 居民身份证 44032119******5715

邓碧瑶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1

邓碧蓉 居民身份证 44030720******142X

刘子琼 居民身份证 44252219******6247

邓毓伦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532

邓毓兰 居民身份证 44030719******1426

邓海城 居民身份证 H09***5（3）

邓佩莹 居民身份证 Y85***8（6）

邓佩雯 居民身份证 Y94***4（3）

74 ZB-B-294 浩贤小区6号 /
王小波 居民身份证 35018119******2151 第一批公

示异议申
请变更地

址王英 居民身份证 35018119******122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