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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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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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涌新村三巷1号旁 34 - - 陳石強 香港身份证 C4****0(9)

2 溪涌新村四巷1号 35 - -

关月华 身份证 440321********7227
深房地字第

6000303120号，证
载人：关月华、甘
定高，证载面积

268.92㎡

甘梓俊 身份证 440307********2512

甘佩琪 身份证 440307********2520

甘定高 身份证 441621********4459

3 溪涌新村六巷9号 42 - -
王惠萍 身份证 440301********4128

李来益 身份证 440301********3818

4 溪涌新村三巷12号 43 - -

陈东阳 身份证 440301********2920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
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0）深盐法民
一初字第204号何集嫦 身份证 440301********2321

5 溪涌新村三巷7号 48 - -

王中仁 身份证 440307********3113 深房地字第
6000153462号，证
载人：王建香、王
建财，证载面积

455.79㎡

王建财 身份证 440321********7237

王建香 身份证 440321********7226

6 溪涌新村二巷6号 55 - -

陳素芬 香港身份证 H0****3(7)
深房地字第

6000141998号，证
载人：陈素芬、巫
伟雄，证载面积

379.01㎡

巫偉雄 香港身份证 C4****5(4)

陈桂香 身份证 440321********7220

梁靖坤 身份证 440307********2518

7 新村二巷7号 56

- - 麦仕忠 身份证 440321********721X

深房地字第
6000142201号，证
载人：麦仕忠、钟
伊湖，证载面积
368.84㎡（经核
实，钟伊芙的曾用
名为钟伊湖，属同

一人）

- - 钟伊芙 身份证 441621********2441

8 溪涌园岭新村20号 80 - - 尹  昉 身份证 440301********4422

9 溪涌园岭新村3号旁 83 - -
陈作宇 身份证 440301********5111

李淑娟 身份证 430721********012X

10 溪涌三巷1号 86 - -

王广胜 身份证 440321********7210

深房地字第1013007
号，证载人：王广
胜、袁煌娣，证载
面积359.96㎡

袁煌娣 身份证 440321********7222

王少武 身份证 440307********3110

王利霞 身份证 44030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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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溪涌新村九巷1号、2

号
101 - -

严若海 身份证 430103********1152
深房地字第

6000408101号，证
载人：何伟光，证
载面积428.14㎡

何伟光 身份证 440301********4138

12 溪涌三巷6-3 119 - - 陳石強 香港身份证 C4****0(9)

13
溪涌新村三巷2号旁

边
156 - - 麦仕忠 身份证 440321********721X

14 溪涌一巷7号 208 - -

杨秀娥 身份证 440301********0348
深房地字第

6000153452号，证
载人：巫辛，证载
面积203.19㎡

巫  辛 身份证 440321********7228

15 溪涌一巷3号 212 - -

黃桂容 香港身份证 P7****6(8) 深房地字第1032878
号，证载人：黃桂

容，证载面积
248.24㎡

占君妹 身份证 445224********6948

鄧偉成 香港身份证 P9****0（8）

16 溪涌新村三巷6号 246 - - 田  琦 身份证 220402********1415

17 溪涌村二巷20-3 250 - -

王振富 身份证 440307********3112

徐红兰 身份证 362223********054X

徐小兵 身份证 362223********0131

王  璐 身份证 340404********0622

王中仁 身份证 440307********3113

杜  江 身份证 520102********0025

杜  舟 身份证 510102********6123

王少华 身份证 440307********3111

18 溪涌三巷14号旁 2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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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溪涌一巷17号西侧 258 - -
深圳市王屋
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KR2F

20 溪涌新村九巷7号 L16 - -

黄萍好 身份证 440321********3028

深房地字第
6000313484号，证
载人：郑云清，证
载面积238.22㎡
（经核实，郑云清
属重户口，已按照
户口管理规定予以
注销，现户口姓名
为黄萍好，两人属

同一人）

袁锦华 身份证 44252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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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溪涌新村三巷11号 L19 - -

赖雪贞 身份证 441323********0026

深房地字第
6000314451号，证
载人：李来益、王
惠萍，证载面积

335.57㎡

赖政炀 身份证 441323********0013

祝丽霞 身份证 442528********0048

李来益 身份证 440301********3818

王惠萍 身份证 440301********4128

22 溪涌新村六巷5号 L20 - - 黄云辉 身份证 441424********2574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2019）粤
0307民初17000号

23 溪涌新村三巷5号 L24 - -

王康富 身份证 440321********721X 深房地字第
6000153441号，证
载人：王康富、李
玉霞，证载面积

264.8㎡

王晓晴 身份证 440307********2525

李玉霞 身份证 440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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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