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溪涌社区溪涌片区城市更新单元（一期）
拆除范围内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物业权利人核实情况汇总表（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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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号码 备注

1 溪涌四巷16号 1 - -

王瑞球 香港身份证 D1****7(3)

王国良 香港身份证 D1****3(8)

王舒乐 身份证 440307********2524

王文豪 身份证 440307********3117

2 溪涌四巷16号南侧 2 - - 王文豪 身份证 440307********3117

3 溪涌四巷16号旁 3 - - 王文豪 身份证 440307********3117

4 溪涌四巷17号前面 4 - - 庞春丽 身份证 440301********3462

5 溪涌四巷18号前侧 5 - -
麦晓康 身份证 440307********3133

麦俊标 身份证 440307********3119

6 溪涌三巷8号旁 6 - - 陈观英 身份证 440321********7219

7 溪涌三巷8号 7 - - 陈观英 身份证 440321********7219

8 溪涌新村七巷7号 8 - -

黎庆朝 身份证 440921********3538

黎豪杰 身份证 421181********763X

黎锦峰 身份证 440983********351X

黎晓华 身份证 421181********7649

9 溪涌新村七巷4号 9 - -

陈建武 身份证 440301********1937

黄务波 身份证 442525********0633

巢年香 身份证 430104********2522

王凱欣 香港身份证 K2****8(2)

王國興 香港身份证 D1****9(A)

刘予湘 身份证 430503********1525

赖瑞红 身份证 441611********1668

10 溪涌新村七巷4号旁 10 - - 赖瑞红 身份证 441611********1668

11 溪涌新村7巷2号 11 - - 王康荣 身份证 440321********7216

12 溪涌新村七巷1号 12 - -

廖晓玲 身份证 440307********3124

廖婉玲 身份证 440307********3126

廖慧恩 身份证 440307********3165

廖碧文 身份证 440321********7214

邓远珍 身份证 44032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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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编

号
（栋）

所在
楼层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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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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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溪涌新村七巷1-1号 13 - - 鄧少康 香港身份证 H0****1(9)

14 溪涌新村九巷5号 14 - - 何建华 香港身份证 G2****6(9)

15 溪涌新村六巷2号 15 - -
何    金 身份证 440924********5019

宋汝珍 身份证 440924********4982

16 溪涌新村六巷3号 16 - -

黄务标 身份证 442525********0610

黄彩霞 身份证 442525********0644

何集嫦 身份证 440301********2321

17 溪涌新村六巷4号 17 - -

叶丽琳 身份证 440321********722X

乔培森 身份证 440307********2517

叶丽梅 身份证 440301********7549

叶丽君 身份证 440307********3124

叶丽敏 身份证 440307********3123

18 溪涌新村九巷6号 18 - - 袁锦华 身份证 442525********0015

19 溪涌新村六巷6号 19 - -

陈桂香 身份证 440321********7220

韩素华 身份证 440306********0065

韩秀妮 身份证 440301********5122

杨翠影 身份证 440301********5120

韩宝茹 身份证 440307********2528

20 溪涌新村六巷7号 20 - -

邓文龙 身份证 440307********3119

邓文球 身份证 440307********3119

邓文英 身份证 440307********3121

21 溪涌新村六巷8号 21 - -

谢芳英 身份证 430321********4585

伍国通 身份证 440301********8017

张碧芳 身份证 440301********0126

22 溪涌新村六巷8号旁 22 - -
伍国通 身份证 440301********8017

张碧芳 身份证 440301********0126

23 溪涌新村六巷10号 23 - -

陈芳福 身份证 440301********1936

陈朝荣 身份证 440301********1912

陈朝霞 身份证 440301********1920

陈朝辉 身份证 440301********1912

24 溪涌新村六巷11号 24 - -
李少林 身份证 440303********8838

李钊东 身份证 440303********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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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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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溪涌新村六巷11号 24 - - 吴文璇 身份证 440303********5426

25 溪涌新村四巷10号 25 - -

吴梅先 身份证 440721********0029

邓棋耀 身份证 440301********4116

邓钧宇 身份证 440304********7114

26 溪涌新村五巷7号 26 - -

张裕新 身份证 441421********513X

张健琼 身份证 441421********5122

张秋梅 身份证 441421********5129

27 溪村新村五巷6号 27 - - 卢文慧 身份证 440307********2524

28 溪涌新村五巷5号 28 - -

王蔚娟 身份证 440307********3124

王伟文 身份证 440307********3133

王燕辉 身份证 440321********7218

29 溪涌新村五巷4号 29 - -
王保平 香港身份证 R0****7(8)

王淑玲 香港身份证 P9****1(4)

30 溪涌新村五巷3号 30 - -

何    凡  身份证 440103********0316    

陈雪明  身份证 440202********1021    

何舒欢 身份证 440202********0923   

何舒畅 身份证 440982********1424

31 溪涌五巷二号 31 - -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王秀容 身份证 440307********3141

孛黎明 身份证 522701********1944

沈晓平 身份证 440307********1949

32 溪涌新村六巷1号 32 - -

何景生 身份证 440924********493X

何保良 身份证 440307********2518

傅    湘 身份证 630105********1667

祝美娟 身份证 440301********2928

何    雯 身份证 440924********4960

关    苏 身份证 440102********7012

陈铁君 身份证 441425********0060

林军群 身份证 441426********0024

李    萍 身份证 420104********0845

33 溪涌新村三巷1号 33 - - 陳石強 香港身份证 C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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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编

号
（栋）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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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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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备注

34 溪涌新村四巷2号 36 - -

潘锐峰 身份证 440321********1214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杨官
荣，申报面积
321.53㎡

杨官荣 身份证 440321********7210

陈敏嘉 身份证 440321********1238

35 溪涌新村四巷5号 37 - -

杨建新 身份证 440307********311X

简新如 身份证 441621********4460

杨浩东 身份证 440307********2510

阎昌荣 身份证 362502********0994

36 溪村新村四巷6号 38 - -
王田娣 身份证 440321********722X

陈文达 身份证 441422********1331

37 溪涌新村四巷7号 39 - -

王少武 身份证 440307********3110

叶玉华 身份证 441621********6442

王少文 身份证 440321********7210

王睿昕 身份证 440307********2517

38 溪涌新村四巷8 40 - -

李敬明 身份证 441621********6410

李伟明 身份证 441621********6418

李志明 身份证 441621********6415

李丽梅 身份证 441621********6420

李京霖 身份证 441621********6415

李京基 身份证 440304********0036

李初明 身份证 440301********3638

39 溪涌新村三巷10号 41 - -

古小芬 身份证 440301********2929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农海均
、杨晓丽，申报
面积335.27㎡

农海均 身份证 440921********2633

杨晓丽 身份证 420625********2522

李快乐 身份证 440305********0039

李    通 身份证 440301********8244

李    步 身份证 440301********1121

40 溪涌新村一巷12号 44 - -

李    瑜         身份证 440301********4123              

李燕禄 身份证 440301********5610 

张    元 身份证 440301********4128 

张    彬 身份证 221002********0514

李    悦 身份证 440301********4118

41 溪涌新村二巷9号 45 - - 陈木家 身份证 441522********7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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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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号码 备注

41 溪涌新村二巷9号 45 - -
黄卓恒 身份证 440301********2318

薛清场 身份证 441522********7998

42 溪涌新村三巷9号 46 - -

邱    欣 身份证 441422********0019

邱家增 身份证 441422********4814

张美玲 身份证 441422********1822

43 溪涌新村三巷8号 47 - -
王建华 身份证 440307********3137

王建南 身份证 440307********3119

44 溪涌三巷15号 49 - -

麥水養 香港身份证 H0****5(0)

麦文杰 身份证 440307********2538

曾祝英 身份证 440321********7228

45 溪涌新村三巷4号 50 - -

赵继炎 身份证 440321********7210

廖容娣 身份证 440321********722X

趙偉霞 香港身份证 M3****7(3)

赵伟健 身份证 440307********3113

46 溪涌新村三巷3号 51 - -

麦月娥 身份证 440321********722X

姚镜州 身份证 440321********7212

姚嫦燕 身份证 440307********3111

陈志强 身份证 441322********1316

47 溪涌新村二巷1号 52 - -
麦俊标 身份证 440307********3119

麦晓康 身份证 440307********3133

48 溪涌新村二巷4号 53 - -

王琴美 香港身份证 P9****1(A)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王石春
、彭素萍，申报
面积288.36㎡

王石春 香港身份证 E7****7(1)

彭素萍 香港身份证 P8****4(1)

王琴玉 香港身份证 P9****8(A)

49 溪涌新村二巷5号 54 - -

王桂香 身份证 440301********7524

毛润康 身份证 440307********2517

毛盈慧 身份证 440307********2526

王桂芳 身份证 440307********3124

50 溪涌新村二巷8号 57 - -

姚嫦意 身份证 440307********3124

麥成東 香港身份证 H0****7(4)

姚嫦宝 身份证 440307********3124

钟    洵 身份证 51032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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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编

号
（栋）

所在
楼层

所在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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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溪涌新村一巷9号 58 - -

马继和 身份证 620102********0612

罗    刚 身份证 360121********1233

林    伟 身份证 445222********2935

张锦彬 身份证 350521********8059

52 溪涌新村一巷8号 59 - -

杨荫松 身份证 441424********1370

周兰娣 身份证 441424********1382

杨秀芳 身份证 441424********1386

杨秀娟 身份证 441424********1388

杨秀锋 身份证 441424********1375

53 溪涌新村一巷7号 60 - -

张远红 身份证 441424********4614

张宁英 身份证 441424********1185

张向华 身份证 441424********4617

冷    歆 身份证 210423********042X

54 溪涌新村一巷6号 61 - -

王嘉美 身份证 440307********3127

王嘉文 身份证 440307********312X

陈月娣 身份证 440321********7222

王嘉辉 身份证 440307********3110

王嘉宝 身份证 440307********3136

55 溪涌新村一巷5号 62 - -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孛黎明 身份证 522701********1944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沈晓平 身份证 440307********1949

56 溪涌新村一巷4号 63 - -
叶景开 身份证 440307********3159

叶阔源 身份证 440307********2512

57 溪涌新村一巷3号 64 - -

邓文英 身份证 440307********3121

邓文球 身份证 440307********3119

邓文龙 身份证 440307********3119

黄爱群 身份证 440321********7229

58 溪涌新村一巷3号西南
侧

65 - - 黄爱群 身份证 440321********7229

59 溪涌新村一巷2号 66 - -

麦桂强 身份证 440301********7519

麦福安 身份证 440307********3138

庄素娜 身份证 440582********6684

第 6 页，共 18 页



序号 位置
建筑编

号
（栋）

所在
楼层

所在
单元

物业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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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溪涌新村一巷1号 67 - -
廖月华 身份证 440307********3139

廖锦雄 身份证 440307********3111

61 溪涌三巷19号东侧 68 - - 關國強 香港身份证 H0****7(3)

62 园岭新村30号西 69 - - 莫慧玲 身份证 440306********0028

63 溪涌园岭新村33号 70 - -
郑润珊 身份证 440301********3825

郑满光 身份证 440301********381X

64 溪涌园岭新村34号 71 - - 瞿振昌 身份证 339005********0034

65 溪涌园岭新村29号 73 - - 张晓英 身份证 330106********0823

66 溪涌园岭新村28号 74 - - 黄麒润 身份证 350600********0023

67 溪涌园岭新村27号 75 - - 黄麒润 身份证 350600********0023

68 溪涌园岭新村26号 76 - - 黄麒润 身份证 350600********0023

69 溪涌园岭新村25号 77 - - 區樹源 身份证 H4****1(3)

70 溪涌园岭新村16号 78 - -
姜玉玲 身份证 440301********132X

苗    铠 身份证 440301********1317

71 溪涌园岭新村17号 79 - - 李名铎 身份证 440307********2517

72 溪涌园岭新村9号 81 - - 李名铎 身份证 440307********2517

73 溪涌园岭新村5-1号 82 - - 黄顺德 身份证 441323********0556

74 溪涌三巷1号 84 - - 王少文 身份证 440321********7210

75
溪涌旧村二巷23号东

北侧
85 - -

王秀容 身份证 440307********3141

李子敏 身份证 511002********1537

胡韶军 身份证 522101********7615

吴丽梅 身份证 332525********0524

76 溪涌三巷1号南 87 - - 王广胜 身份证 440321********7210

77 溪涌新村七巷6号 88 - - 童毛英 身份证 440301********7514

78 溪涌二巷23号旁 89 - - 關國強 香港身份证 H0****7(3)

79 溪涌村二巷22号 90 - -

關國強 香港身份证 H0****7(3)

关月华 身份证 440321********7227

甘定高 身份证 441621********4459

黃錦桃 香港身份证 R3****9(9)

關建榮 香港身份证 H0****7(0)

80 溪涌二巷20-4 91 - - 李玉茹 香港身份证 P7****5(A)

81 溪涌二巷20-2 92 - - 游德淼 身份证 440504********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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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溪涌三巷3号 93 - - 王燕辉 身份证 440321********7218

83 溪涌三巷2号旁 94 - - 李玉茹 香港身份证 P7****5(A)

84 溪涌三巷2号 95 - - 王保建 香港身份证 P8****1(9)

85 溪涌三巷2号 96 - - 林海滨 身份证 440524********5137

86 溪涌三巷4号 97 - -
王少华 身份证 440307********3111

王中仁 身份证 440307********3113

87 溪涌三巷2号后面 98 - - 王燕辉 身份证 440321********7218

88 溪涌四巷18号 99 - -
何集嫦 身份证 440301********2321

王國剛 香港身份证 H0****6(8)

89 溪涌四巷17号 100 - - 庞春丽 身份证 440301********3462

90 溪涌新村九巷3号 102 - -

吴冬梅 身份证 320501********1024

崔肖娜 身份证 211224********0701

邱富强 身份证 440301********1915

91 溪涌新村九巷4号 103 - - 李安群 身份证 440301********7816

92 溪涌新村九巷8号-1 104 - - 李德方 身份证 220104********3337

93 溪涌新村九巷8号前 105 - - 陈伟明 身份证 440301********677X

94 溪涌新村七巷9号 106 - - 陈伟明 身份证 440301********677X

95 溪涌新村七巷8号 107 - -

廖建伦 身份证 440882********5018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邱新
强，申报面积
383.54㎡

邱新强 身份证 442526********0038

邹雪梅 身份证 510211********3927

廖英廷 身份证 500105********3933

廖文文 身份证 440824********5040

张河光 身份证 440822********2418

郭静玲 身份证 140103********0646

96 溪涌三巷5号 108 - -

黄天禄 身份证 440321********7215

巫炳娇 身份证 440321********7225

叶裕婷 身份证 441322********3066

黄小航 身份证 440307********311X

王    蓓 身份证 362101********0621

97 溪涌三巷6号 109 - -

關國強 香港身份证 H0****7(3)

黄燕忠 身份证 440321********7216

黄燕芬 香港身份证 H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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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溪涌三巷6号 109 - - 杨回珍 身份证 441422********4823

98 溪涌二巷18-1 110 - - 李    莉 身份证 612301********2625

99 溪涌二巷14号 111 - - 麦观喜 身份证 440321********7227

100 溪涌二巷15号 112 - - 彭伟朋 身份证 442522********3851

101 溪涌二巷16号 113 - - 于荣华 身份证 230105********0027

102 溪涌二巷17号 114 - -
王金英 身份证 412701********102X

王军旗 身份证 412727********0056

103 溪涌村二巷18号 115 - - 王少华 身份证 440307********3111

104 溪涌二巷18号旁 116 - - 王建香 身份证 440321********7226

105 溪涌村三巷6-2号 117 - - 王建香 身份证 440321********7226

106 溪涌村三巷6-1号 118 - - 曾富杨 身份证 510103********0044

107 溪涌三巷14号东侧 120 - -
王振亮 美国护照 57****265

王锦雄 美国护照 53****705

108 溪涌四巷15号 121 - -

陳石強 香港身份证 C4****0(9)

丁项荣 身份证 430603********0512

陈观英 身份证 440321********7219

109 溪涌四巷13号旁 122

- -

赵伟健 身份证 440307********3113

110 溪涌四巷13号旁 123 黄爱群 身份证 440321********7229

111 溪涌村四巷13号 124 江银英 身份证 440307********3129

112 溪涌三巷17号 125 麦观喜 身份证 440321********7227

113 溪涌新村四巷14号 126 - -

范运伟 身份证 440321********7227

廖小红 身份证 440307********3126

廖锦雄 身份证 440307********3111

王    蓓 身份证 362101********0621

114 溪涌四巷12号 127 - -

邱    欣 身份证 441422********0019

邱    妮 身份证 441422********1822

杨回珍 身份证 441422********4823

陈铭仁 身份证 440304********0056

115 溪涌四巷9号 128 - -
吕婵珍 身份证 440124********3229

李湘宜 身份证 432824********5175

116 溪涌旧村四巷8号 129 - - 吴柏均 身份证 440303********6615

117 溪涌四巷7号前面 130 - -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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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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号码 备注

117 溪涌四巷7号前面 130 - -

孛黎明 身份证 522701********1944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沈晓平 身份证 440307********1949

118 溪涌四巷5号旁 131 - - 王广胜 身份证 440321********7210

119 溪涌四巷6-1号北面 132 - - 王利霞 身份证 440307********3121

120 溪涌四巷7号旁 133 - - 王少武 身份证 440307********3110

121 溪涌四巷4号 134 - -
白方萍 身份证 520103********0016

杜    艺 身份证 520102********0028

122 溪涌四巷7号 135 - -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孛黎明 身份证 522701********1944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沈晓平 身份证 440307********1949

123 溪涌四巷6-1号 136 - - 王少文 身份证 440321********7210

124 溪涌三巷11号后侧 137 - - 麦仕兰 身份证 440321********7227

125 溪涌三巷11-1号旁 138 - - 刘为民 身份证 110108********131X

126 溪涌三巷10号 139 - - 房红云 身份证 440527********6323

127 溪涌村三巷11-3号 140 - - 范运伟 身份证 440321********7227

128 溪涌三巷11-2号 141 - - 曾富杨 身份证 510103********0044

129 溪涌三巷11-1号旁 142 - - 王建南 身份证 440307********3119

130 溪涌三巷11-1号 143 - -

李海红 身份证 110101********5026

冯巧萍 身份证 321088********0325

刘为民 身份证 110108********131X

131 溪涌三巷11号 144 - - 钱鸿基 身份证 440104********3718

132 溪涌四巷5号 145 - - 彭素萍 香港身份证 P8****4(1)

133 溪涌三巷13、14号 146 - -

劳    瑛 身份证 610103********0822

黄秋婷 身份证 440321********6626

李海华 身份证 440307********2711

134 溪涌三巷14号旁 147 - -
巫灌軒 香港身份证 Y4****5(2)

邱秀芬 身份证 440307********1929

135 溪涌旧村34号旁边 148 - -
麦仕兰 身份证 440321********7227

谢丽莎 身份证 450305********102X

136 溪涌旧村34号旁边 149 - - 麦仕兰 身份证 440321********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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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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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溪涌旧村34号旁边 149 - - 谢丽莎 身份证 450305********102X

137 溪涌旧村34号 150 - -
杨国基 身份证 441422********4813

麦桂棠 身份证 440301********1715

138 溪涌四巷3号前面 151 - - 王广胜 身份证 440321********7210

139 溪涌四巷3号 152 - - 谢秀婷 身份证 440301********6769

140 溪涌四巷2号 153 - -

王容娣 身份证 440321********7226

李玉霞 身份证 440111********0324

王康茹 身份证 440307********3126

141 溪涌四巷2号南侧 154 - - 王康茹 身份证 440307********3126

142 溪涌村35号 155 - -

梁小玲 身份证 440723********2822

叶颖智 身份证 440105********1220

赵倩南 身份证 142733********2120

143
溪涌村旧村三巷14号

北面
157

- -

巫灌軒 香港身份证 Y4****5(2)

巫燕輝 香港身份证 H0****8(1)

144 溪涌三巷18号 158 楊振明 香港身份证 H1****3(3)

145 溪涌二巷16号 159 - -

王桂芳 身份证 440307********3141

王桂芬 身份证 440307********2525

王小红 身份证 440321********7226

王快发 身份证 440321********7213

146 溪涌新村七巷5号 160 - - 童毛英 身份证 440301********7514

147 溪涌三巷20号 161 - -
深圳市万科
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533K

148 溪涌三巷21号 162 - -
牛湘坤 身份证 430104********2516

余艺文 身份证 430104********2520

149 溪涌三巷22号 163 - -

王桂芳 身份证 440307********3141

王桂芬 身份证 440307********2525

陈集海 身份证 440307********2515

陈静怡 身份证 440307********2525

卢元灿 身份证 441823********0451

王小梅 身份证 440321********7220

150 溪涌村二巷1号 164 - -
麥振洪 香港身份证 H0****3(9)

蘇彩珍 香港身份证 P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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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溪涌二巷2号 165 - -

薛彩华 身份证 441522********7969

杨梓涌 身份证 440307********2530

肖早荣 身份证 420106********3221

陈    剑 身份证 360102********8034

152 溪涌二巷2号旁 166 - -
王小红 身份证 440321********7226

王快发 身份证 440321********7213

153 溪涌二巷2号旁 167 - - 刘红兰 身份证 441481********1985

154 溪涌二巷3号旁 168 - - 楊振明 香港身份证 H1****3(3)

155 溪涌二巷3号 169 - -
楊秀媚 香港身份证 H0****5(7)

宋圣文 身份证 352230********1817

156 溪涌新村四巷3号 170 - -

杨东平 香港身份证 H0****5(9)

孙群英 身份证 110108********6349

俞志达 身份证 441602********0419

连燕君 身份证 440524********5124

157 溪涌三巷19前右101房 171 - - 王國興 香港身份证 D1****9(A)

158 溪涌二巷3号后面 172 - - 刘红兰 身份证 441481********1985

159 溪涌二巷4号 173 - - 刘红兰 身份证 441481********1985

160 溪涌村二巷2号 174 - -
麦晓康 身份证 440307********3133

麦俊标 身份证 440307********3119

161 溪涌二巷5号 175 - -
黃錦桃 香港身份证 R3****9(9)

關建榮 香港身份证 H0****7(0)

162 溪涌二巷6号 176 - - 李旭春 身份证 412901********5015

163 溪涌二巷7号 177 - - 李秀华 身份证 412728********1687

164 溪涌二巷8号 178 - - 王嘉辉 身份证 440307********3110

165 溪涌二巷8号后面 179 - - 王嘉辉 身份证 440307********3110

166 溪涌二巷9号 180 - - 柳茂蔯 身份证 440524********0923

167 溪涌二巷10号 181 - -

王建南 身份证 440307********3119

王建华 身份证 440307********3137

王桂芳 身份证 440307********3124

王彩云 身份证 440307********2528

168 溪涌三巷7号 182 - -
王桂芳 身份证 440307********3124

王彩云 身份证 440307********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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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溪涌村二巷11号 183 - - 邢    燕 身份证 220621********0040

170 溪涌二巷12号 184 - - 周    聰 香港身份证 R4****3(1)

171 溪涌二巷13号 185 - -

吴伟坚 身份证 442501********4022

吴伟平 身份证 440301********2922

江    蕾 身份证 441302********622X

黎锐添 身份证 440301********2934

佟湘波 身份证 440301********3835

黄春晓 身份证 440301********0928

吴伟民 身份证 440106********1853

吴伟莲 身份证 440301********3827

吴伟放 身份证 440301********0913

172 溪涌旧村一巷8号 186 - - 李    露 身份证 612301********2617

173 溪涌一巷9号 187 - -

姚冬玲 身份证 340604********1029

张天琪 身份证 342201********0524

秦    雅 身份证 420303********1724

174 溪涌一巷10号 188 - - 王嘉宝 身份证 440307********3136

175 溪涌一巷12号 189 - - 梁灼兴 身份证 440125********031X

176 溪涌村一巷11号 190 - - 吳文彬 香港身份证 H3****1(2)

177 溪涌一巷11号旁 191 - -
陈淑霞 身份证 440307********3129

朱燕桃 身份证 440321********6642

178 溪涌一巷13号 192 - -

吴伟坚 身份证 442501********4022

江    蕾 身份证 441302********622X

黎锐添 身份证 440301********2934

吴伟平 身份证 440301********2922

吴伟民 身份证 440106********1853

179 溪涌一巷14号 193 - - 许云奇 身份证 330227********0230

180 溪涌村一巷15号 194 - - 王國興 香港身份证 D1****9(A)

181 溪涌一巷15号前面 195 - -
廖碧文 身份证 440321********7214

邓远珍 身份证 440321********7222

182 溪涌一巷14号前面 196 - -
廖碧文 身份证 440321********7214

邓远珍 身份证 440321********7222

183 溪涌新村四巷9号 197 - - 郑春利 身份证 44152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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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溪涌新村四巷9号 197 - -
王康禄 身份证 440307********3113

曾杏珍 身份证 440307********192X

184 溪涌一巷17号 198 - -

吴伟莲 身份证 440301********3827

佟湘波 身份证 440301********3835

吴伟放 身份证 440301********0913

黄春晓 身份证 440301********0928

吴伟民 身份证 440106********1853

185 溪涌一巷7-10号 199 - - 徐燕燕 身份证 440301********2921

186 溪涌一巷7-8号 200 - -

陈彩云 身份证 440301********3847

董权增 身份证 440301********3812

董倩妤 身份证 440304********0429

187 溪涌一巷7-7号 201 - -

王炳强 身份证 440525********2213

梁枋凯 身份证 445221********2237

梁凯洪 身份证 445221********2216

林日新 身份证 445202********0615

188 溪涌一巷7-6号 202 - -

毛者飞 身份证 220302********0615

潘    维 身份证 433021********0013

黄晶晶 身份证 420606********2020

189 溪涌一巷7-5号 203 - -

楊燕蓓 香港身份证 P8****4(4)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楊燕
蓓，申报面积
640.58㎡

鄧東浩 香港身份证 P9****9(9)

鄧暁彤 香港身份证 R5****3(3)

190 溪涌一巷7-4号 204 - -

廖泳欣 身份证 441221********0723

黄燕芬 香港身份证 H0****9(A)

黄丽妮 身份证 440301********7524

何梦云 身份证 445281********1868

黄燕忠 身份证 440321********7216

陈钰全 身份证 440301********667X

191 溪涌一巷7-3号 205 - - 王秀容 身份证 440307********3141

192 溪涌一巷7-2号 206 - - 焦平郊 身份证 110103********1556

193 溪涌一巷7-1号 207 - -
陈观英 身份证 440321********7219

连燕君 身份证 440524********5124

194 溪涌一巷6号 209 - - 吳運香 香港身份证 R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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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溪涌一巷5号 210 - - 巫燕輝 香港身份证 H0****8(1)

196 溪涌一巷4号 211 - -
黄燕平 身份证 440321********7252

董嘉誉 身份证 440307********3520

197 溪涌一巷1号 213 - -

幸玉莲 身份证 440321********7228

幸群芳 身份证 440321********5749

幸志航 香港身份证 Y8****0(1)

198 溪涌南一巷6号 214 - -

黄佳怡 身份证 440308********0324

黄玮琨 身份证 440301********2113

黄建新 身份证 440301********0111

199 溪涌南一巷7号 215 - -

杨昔辉 身份证 441425********2237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赵广
平，申报面积
345.1㎡

赵广平 身份证 440524********6731

杨海云 身份证 441425********2247

杨云辉 身份证 441425********2274

200 溪涌村空置别墅04栋 216 - - 许卓生 身份证 440301********4115

201 溪涌空置别墅05栋 217 - -

陆秀芬 身份证 441822********5082

范宝玲 身份证 441422********1321

李满华 身份证 441421********4616

朱埼锐 身份证 441881********0236

202 溪涌空置别墅06栋 218 - -

陈奕齐 身份证 440321********5311

潘雪平 身份证 441421********0444

廖凯隆 身份证 440301********1119

冯文铁 身份证 441423********5411

范宝玲 身份证 441422********1321

203 溪涌空置别墅7栋 219 - -

杨清荣 身份证 440524********393X

刘桂香 身份证 441423********4468

陈    浩 身份证 452523********9213

204 溪涌空置别墅8栋 220 - -

靳    生 身份证 440301********3636

靳曦光 身份证 440301********3610

葛亚利 身份证 440301********3646

余之强 身份证 440301********4119

205 溪涌空置别墅09栋 221 - -
杨琼超 身份证 441423********0462

潘苑苹 身份证 441421********0426

第 15 页，共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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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号码 备注

205 溪涌空置别墅09栋 221 - - 潘雪平 身份证 441421********0444

206 溪涌村空置别墅10栋 222 - - 许卓生 身份证 440301********4115

207 溪涌空置别墅11栋 223 - - 刘良宁 身份证 441423********5816

208 溪涌空置别墅12栋 224 - -
许杰元 身份证 440301********2792

李逸华 身份证 440301********412X

209 溪涌空置别墅13栋 225 - -

靳    生 身份证 440301********3636

梁美嬌 香港身份证 E4****5(4)

陈敏超 身份证 440301********3616

210 溪涌空置别墅14栋 226 - -
雷逢贵 身份证 140103********4217

余之强 身份证 440301********4119

211 溪涌空置别墅15栋 227 - -

刘良宁 身份证 441423********5816

李艳红 身份证 430423********8261

李启嘉 身份证 441421********042X

212 溪涌空置别墅16栋 228 - -

李启嘉 身份证 441421********042X

潘伟苹 身份证 441421********0436

陈奕齐 身份证 440321********5311

杨琼超 身份证 441423********0462

213 溪涌空置别墅17栋 229 - - 李逸华 身份证 440301********412X

214 溪涌空置别墅18栋 230 - -

朱埼锐 身份证 441881********0236

何庆荣 身份证 441421********5517

曾亚英 身份证 441822********0226

廖布兰 身份证 430482********3565

李逸华 身份证 440301********412X

许卓生 身份证 440301********4115

215 溪涌空置别墅19栋 231 - -
许杰鑫 身份证 440301********411X

许杰元 身份证 440301********2792

216 溪涌空置别墅20栋 232 - - 许杰鑫 身份证 440301********411X

217 溪涌二巷23号旁-1 233 - -
关月华 身份证 440321********7227

甘定高 身份证 441621********4459

218 溪涌二巷23号旁-2 234 - -
关月华 身份证 440321********7227

甘定高 身份证 441621********4459

219 溪涌二巷23号旁-3 235 - - 关月华 身份证 440321********7227

第 16 页，共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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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件号码 备注

219 溪涌二巷23号旁-3 235 - - 甘定高 身份证 441621********4459

220 溪涌新村一巷3号南侧 236 - -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孛黎明 身份证 522701********1944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沈晓平 身份证 440307********1949

221 溪涌村35号旁 237 - - 简新如 身份证 441621********4460

222 溪涌四巷2号前 238 - - 王石春 香港身份证 E7****7(1)

223 溪涌四巷4-1号旁 239 - - 王石春 香港身份证 E7****7(1)

224 溪涌三巷14号前面 240 - - 彭素萍 香港身份证 P8****4(1)

225 溪涌旧村二巷3号南边 241 - - 巫燕輝 香港身份证 H0****8(1)

226 溪涌四巷3号旁 242 - - 王康富 身份证 440321********721X

227 溪涌四巷2号旁 243 - - 王康富 身份证 440321********721X

228 溪涌四巷5号前 244 - - 彭素萍 香港身份证 P8****4(1)

229 溪涌四巷4-1左侧 245 - - 彭素萍 香港身份证 P8****4(1)

230 溪涌新村二巷1东侧 247 - - 弓    剑 身份证 450103********1019

231 溪涌新村二巷1东侧 248 - - 弓    剑 身份证 450103********1019

232 溪涌村25号 249 - - 李    清 香港身份证 B5****6(1)

233 溪涌三巷11号后侧 251 - -
黄燕忠 身份证 440321********7216

廖苑娜 身份证 440307********1929

234 溪涌新村三巷2号 253 - -

杜    艺 身份证 520102********0028

存在两规处理，
申报人：麥水養
、王娟明，申报
面积435.23㎡

王娟明 香港身份证 C3****2(3)

麦文静 身份证 440307********2520

麥水養 香港身份证 H0****5(0)

235 溪涌四巷4-1号 254 - -

王燕棠 香港身份证 H0****2(4)

王海棠 香港身份证 H0****5(2)

范庆忠 身份证 440321********723X

236 溪涌二巷20号 255 - -

麥水養 香港身份证 H0****5(0)

麦文杰 身份证 440307********2538

曾祝英 身份证 440321********7228

谢秀娟 身份证 440520********2344

237 溪涌四巷5号旁 256 - -
王伟雄 身份证 440307********3114

王伟华 身份证 440307********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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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溪涌四巷5号旁 256 - - 王少武 身份证 440307********3110

238 溪涌二巷20-1号 257 - -
麥水養 香港身份证 H0****5(0)

麦玉珍 身份证 440725********0324

特别说明：本表核实结果仅用于城市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协议签订资格的确认，不作为权属确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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