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在社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核查结果 序号 所在社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核查结果

1 海城镇海珠社区 吴宗利 441521********0017 不符合 16 海城镇南门社区 卓小香 442531********0020 不符合

2 海城镇城西社区 吴月 442531********2727 不符合 17 海城镇新桥社区 陈炳强 441521********0053 不符合

3 海城镇新桥社区 张丽芳 441521********0020 不符合 1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小明 442531********0021 不符合

4 海城镇新城社区 马丽琴 442531********0042 不符合 19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志鸿 442531********0012 不符合

5 海城镇南门社区 卓节伟 441521********0057 不符合 20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细文 442531********0054 不符合

6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甘山 442531********0113 不符合 21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道茹 442531********0019 不符合

7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巧曼 441521********8245 不符合 22 海城镇南门社区 林良振 442531********4431 不符合

8 海城镇新园社区 黄淑贞 441521********8821 不符合 23 海城镇龙津社区 罗锦生 441521********0013 不符合

9 海城镇海珠社区 彭怡集 441521********8211 不符合 24 海城镇龙津社区 刘爱萍 442531********3823 不符合

10 海城镇南门社区 彭汉流 442531********001X 不符合 25 海城镇云岭社区 曾碧贞 442531********0049 不符合

11 海城镇海珠社区 王惠娟 442531********0043 不符合 26 海城镇龙门社区 佘贵林 442531********0015 不符合

12 海城镇南门社区 方伟忠 441521********8512 不符合 27 海城镇城北社区 陈二妹 441521********8826 不符合

13 海城镇海珠社区 罗小美 442531********0047 不符合 28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泽普 442531********0011 不符合

14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柳青 441521********0120 不符合 29 海城镇龙津社区 吕慎贤 441521********0010 不符合

15 海城镇南门社区 李佛义 442531********0031 不符合 30 海城镇新园社区 卢汉明 441521********0050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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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城镇云岭社区 唐芝钦 442531********7516 不符合 46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美珠 441521********1321 不符合

32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丽娟 441521********0042 不符合 47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小香 441521********006X 不符合

33 城东镇圆墩村委 余小平 442531********1135 不符合 48 海城镇城北社区 黄永娟 441521********0048 不符合

34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镇南 442531********0018 不符合 49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庆海 441521********003X 不符合

35 海城镇云岭社区 陈琼芳 442531********7526 不符合 50 海城镇城西社区 陈小梅 442531********0023 不符合

36 海城镇龙门社区 施木龙 441521********0010 不符合 51 城东镇桥东社区 许秀香 442531********1123 不符合

37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学忠 442531********0013 不符合 52 海城镇龙门社区 侯七妹 432831********142X 不符合

38 海城镇新城社区 何梅 441521********004X 不符合 53 海城镇新安社区 姚奋腾 442531********0013 不符合

39 海城镇海珠社区 马璇 441521********0021 不符合 54 海城镇新城社区 章如玉 442531********4128 不符合

40 海城镇龙津社区 刘狄华 442531********0037 不符合 55 海城镇龙门社区 李金梅 442531********0041 不符合

41 海城镇龙门社区 罗小谋 442531********0036 不符合 56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宝琴 442531********0043 不符合

42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小双 442531********6531 不符合 57 海城镇新安社区 戴观英 441323********5366 不符合

43 海城镇云岭社区 谢燕玲 442531********3865 不符合 58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秀玲 441521********0085 不符合

44 海城镇海珠社区 彭若宇 442531********0017 不符合 59 海城镇城西社区 周德林 441521********8516 不符合

45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镇财 441521********8276 不符合 60 海城镇龙门社区 余荣火 441502********401X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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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海城镇海珠社区 钟香利 442531********0031 不符合 76 海城镇新园社区 刘利红 442531********0065 不符合

62 莲花镇总寮社区 刘娱芬 441521********2115 不符合 77 海城镇新安社区 彭兆瑞 442531********0016 不符合

63 海城镇新城社区 刘小燕 460029********7840 不符合 78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世群 441521********0034 不符合

64 海城镇新城社区 罗海堂 442531********0079 不符合 79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勇辉 442531********0017 不符合

65 海城镇新桥社区 林淑真 442531********010X 不符合 80 海城镇新安社区 李夏 441521********0035 不符合

66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丽新 441521********8228 不符合 81 海城镇城西社区 许秀英 441521********672X 不符合

67 海城镇新园社区 郭金玛 441521********0068 不符合 82 海城镇城北社区 林伟鹏 442531********0033 不符合

6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鸿如 442531********0022 不符合 83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少水 441521********0039 不符合

69 海城镇龙门社区 吴香琴 442531********0021 不符合 84 海城镇北门社区 陈奋昌 441521********0034 不符合

70 海城镇北门社区 林伟红 442531********0097 不符合 85 海城镇成倍数社区 陈国双 442531********0016 不符合

71 海城镇海珠社区 彭少聪 442531********0014 不符合 86 海城镇新安社区 戴桂香 441521********0104 不符合

72 海城镇新城社区 李小聪 442531********0029 不符合 87 海城镇新园社区 黄泽全 441521********0071 不符合

73 海城镇海珠社区 马丽碧 442531********0042 不符合 88 海城镇北门社区 洪海煌 441521********0038 不符合

74 海城镇云岭社区 蔡香君 441521********0065 不符合 89 海城镇新桥社区 许伟红 441501********0467 不符合

75 海城镇龙门社区 高小龙 442531********0053 不符合 90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学伦 442531********0038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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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海城镇新安社区 叶俊生 441521********0174 不符合 106 海城镇北门社区 金草萍 232328********0021 不符合

92 海城镇城北社区 曾广昌 441521********4450 不符合 107 海城镇新城社区 杨丽真 442531********0026 不符合

93 海城镇云岭社区 陈丽玲 441521********0083 不符合 108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海文 441521********0019 不符合

94 海城镇新桥社区 唐秀丽 442531********5721 不符合 109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小杏 441521********082X 不符合

95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文生 442531********0019 不符合 110 海城镇龙津社区 潘良 442531********0014 不符合

96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杰钗 442531********0013 不符合 111 海城镇新城社区 罗妈顽   4425********160010  不符合

97 海城镇新桥社区 林裕 441521********0035 不符合 112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寿德 442531********0819 不符合

98 海城镇新城社区 钟素英 441521********8525 不符合 113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俊鑫 442531********0031 不符合

99 海城镇新桥社区 卓赛其 441521********0107 不符合 114 海城镇海珠社区 马标伟 441521********0110 不符合

100 海城镇城北社区 张琳娜 442531********0044 不符合 115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桂林 442531********6717 不符合

101 海城镇新桥社区 许海燕 441522********1040 不符合 116 海城镇南门社区 伍琼珍 441521********0047 不符合

102 海城镇城北社区 谢积勇 452122********5449 不符合 117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学进 442531********0012 不符合

103 海城镇新安社区 柯杰仁 442531********0014 不符合 118 城东镇北平村委 刘妈在 442531********1110 不符合

104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海沙 442531********0017 不符合 119 海城镇龙门社区 伍宝银 441521********8223 不符合

105 海城镇新安社区 邱信西 442531********0011 不符合 120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必锐 442531********651X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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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政枝 442531********0031 不符合 136 海城镇龙津社区 柯波 442531********0015 不符合

122 海城镇海珠社区 林汉雄 441521********0034 不符合 137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锦丽 441502********5026 不符合

123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娇阳 442531********0069 不符合 138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晓锦 442531********0013 不符合

124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炳新 442531********0060 不符合 139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道宇 442531********0012 不符合

125 海城镇海珠社区  陈荣菊 441521********1126 不符合 140 海城镇龙津社区 叶果妹 441521********0044 不符合

126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李珍 442531********0025 不符合 141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树华 442531********0038 不符合

127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小莉 441521********6520 不符合 142 海城镇龙津社区 张红兰 441521********8229 不符合

128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秋娜 441521********0027 不符合 143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丽贞 442531********0041 不符合

129 海城镇新园社区 马泽超 442531********0018 不符合 144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少杰 441521********0037 不符合

130 海城镇新园社区 黄燕贞 441521********4440 不符合 145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学延 442531********0014 不符合

131 海城镇城北社区 张娟 441521********2321 不符合 146 海城镇龙津社区 黎义群 442531********0033 不符合

132 海城镇城北社区 吴思特 441521********0035 不符合 147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远辉 440204********4415 不符合

133 海城镇城北社区 张日成 441521********8853 不符合 148 海城镇龙津社区 翁武 442531********0033 不符合

134 海城镇城北社区 谢银 442531********3817 不符合 149 海城镇龙津社区 叶焕 441521********0031 不符合

135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灶 442531********0010 不符合 150 海城镇龙津社区 余家来 442531********0034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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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海城镇龙津社区 余家银 441521********0010 不符合 166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建平 441521********0071 不符合

152 海城镇北门社区 古美珍 442531********0023 不符合 167 海城镇新桥社区 马丽容 442531********0067 不符合

153 海城镇北门社区 刘华玲 441521********0061 不符合 168 海城镇新桥社区 马泽钗 442531********001X 不符合

154 海城镇北门社区 洪泽钦 441521********8235 不符合 169 海城镇新桥社区 陈美样 442531********0031 不符合

155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爱玲 441521********0041 不符合 170 海城镇新桥社区 陈妙英 442531********0047 不符合

156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洪彬 442531********0011 不符合 171 海城镇新桥社区 许娇 442531********0025 不符合

157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伟彬 441521********0017 不符合 172 海城镇新桥社区 叶胜耀 442531********0018 不符合

158 海城镇新安社区 刘赛容 441521********1129 不符合 173 海城镇海珠社区 林业豪 442531********751X 不符合

159 海城镇新安社区 曾爱兰 442531********0024 不符合 174 海城镇海珠社区 林淑兰 442531********0027 不符合

160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吴足金 442531********0013 不符合 175 海城镇海珠社区 王秋林 441521********005X 不符合

161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吴清红 441521********822X 不符合 176 海城镇海珠社区 周小贞 442531********0083 不符合

162 海城镇新安社区 李冬巧 441521********8284 不符合 177 海城镇海珠社区 周越钗 442531********0017 不符合

163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琼芳 442531********0029 不符合 178 海城镇海珠社区 龙晓东 441521********0032 不符合

164 海城镇新安社区 郑香勤 442531********0047 不符合 179 海城镇龙门社区 罗水金 442531********001X 不符合

165 海城镇新安社区 潘小平 442531********0011 不符合 180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宝如 442531********3825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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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响 442531********0017 不符合 196 海城镇新城社区 钟长新 442531********0137 不符合

182 海城镇龙门社区 张赛容 441521********1820 不符合 197 海城镇新城社区 周丽沙 442531********0048 不符合

183 海城镇龙门社区 施养钦 442531********0056 不符合 198 海城镇城西社区 陈丽君 441521********5345 不符合

184 海城镇龙门社区 彭武标 442531********0014 不符合 199 海城镇城西社区 蓝春哲 442531********0050 不符合

185 海城镇云岭社区 郑素霞 442531********0027 不符合 200 海城镇城西社区 马丽真 441521********0061 不符合

186 海城镇云岭社区 吴珠玲 441521********0060 不符合 201 海城镇城西社区 吴惠燕 442531********2360 不符合

187 海城镇云岭社区 徐岷 441521********7519 不符合 202 海城镇城西社区 周佛送 441521********0035 不符合

188 海城镇新城社区 许晓宁 442531********0026 不符合 203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贺 442531********0012 不符合

189 海城镇新城社区 黄信维 441521********4119 不符合 204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家培 442531********0016 不符合

190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信聪 442531********0059 不符合 205 海城镇南门社区 黄碧珠 442531********0029 不符合

191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友忠 441502********1311 不符合 206 海城镇南门社区 黄素清 441521********8526 不符合

192 海城镇新城社区 钟致平 442531********0071 不符合 207 海城镇南门社区 柯宜墙 441502********4031 不符合

193 海城镇新城社区 巢志辉 442531********0036 不符合 208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肯 442531********0019 不符合

194 海城镇新城社区 李仁群 442531********0038 不符合 209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务游 442531********0053 不符合

195 海城镇新城社区 吴家来 442531********0059 不符合 210 海城镇南门社区 刘学燕 441521********0039 不符合

第 7 页，共 8 页 公示单位：海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公示期：2022年3月14日至3月23日止



序号 所在社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核查结果 序号 所在社区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核查结果

海丰县2022年度经核查不符合住房保障对象名单

211 海城镇南门社区 彭素君 442531********0044 不符合 215 附城镇南湖社区 吕如 442531********0820 不符合

212 海城镇南门社区 徐棉 442531********0060 不符合 216 城东镇梓里村委 翁万亿 441521********1173 不符合

213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务剑 442531********0014 不符合 217 城东镇龙山村委 陈贤训 441501********0610 不符合

214 海城镇总寮社区 王妈泗 442531********2112 不符合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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