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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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城镇新园社区 黎惠玲 441521********4127 符合 16 海城镇新城社区 黄朝红 441521********0016 符合

2 海城镇城北社区 蓝先 440803********2446 符合 17 海城镇城北社区 陈细妹 442531********0061 符合

3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传荣 441521********0059 符合 18 海城镇新安社区 王钗城 441521********7315 符合

4  海城镇龙津社区 吴金义 441521********0156 符合 19 海城镇新安社区 翁彩棉 442531********0028 符合

5 海城镇云岭社区 颜玉愉  44253********14128 符合 20 海城镇新安社区 黄秀玉 442531********002X 符合

6 海城镇南门社区 曾庆脾 442531********301X 符合 21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位裕 441521********0015 符合

7 海城镇龙津社区 周务琴 442531********1143 符合 22 海城镇新桥社区 林丽萍 441521********7325 符合

8 海城镇龙门社区 林健清 442531********0113 符合 23 海城镇龙门社区 罗学能 442531********0051 符合

9 海城镇云岭社区 吴娟华 441521********3848 符合 24 海城镇北门社区 谢德雄 441521********4110 符合

10 海城镇新园社区 周丽华 441521********0025 符合 25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吴土赠 441521********8214 符合

11 海城镇新桥社区 彭腾阶 442531********0034 符合 26 海城镇新安社区 庄国 442531********001X 符合

12 海城镇新安社区 黎汉钦 442531********0016 符合 27 海城镇新安社区 郑美惠 441502********4927 符合

13 海城镇城西社区 周德雄 442531********0055 符合 2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千里 441521********0037 符合

14 海城镇新园社区 郑玲 441521********2127 符合 29 海城镇南门社区 刘德胜 441521********0158 符合

15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忠甫 442531********0034 符合 30 附城镇联合村委 刘楚坚 441521********4432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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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城镇城西社区 彭丽 442531********002X 符合 46 海城镇南门社区 马小红 441521********0040 符合

32 海城镇新园社区 卢海云 441521********8815 符合 47 海城镇云岭社区 安珠琼 442531********0043 符合

33 海城镇海珠社区 周希敏 442531********0036 符合 48 海城镇城北社区 李淑告 442531********4946 符合

34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路菲 442531********0029 符合 49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高双 442531********0011 符合

35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嘉欣 441521********8228 符合 50 海城镇新安社区 李金荣 442531********0013 符合

36 海城镇海珠社区 黄汉凭 442531********001X 符合 51 海城镇海珠社区 郑娘贞 441521********0033 符合

37 海城镇北门社区 陈世洪 442531********0039 符合 52 海城镇新城社区 黎宝山 442531********0035 符合

38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炉 442531********0015 符合 53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陆蓝蓝 441521********0028 符合

39 海城镇南门社区 曾向立 441521********4436 符合 54 海城镇城西社区 施小红 442531********0042 符合

40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道义 441521********0112 符合 55 海城镇海珠社区 王国光 442531********0079 符合

41 海城镇新安社区 叶美燕 442531********0060 符合 56 海城镇龙津社区 涂淑琴 442531********0026 符合

42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小鸿 442531********0011 符合 57 海城镇龙门社区 高金锋 441521********0018 符合

43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雪赛 441521********1167 符合 58 海城镇新桥社区 余惜春 442531********4428 符合

44 海城镇新安社区 姚宇奋 442531********0011 符合 59 海城镇北门社区 林伟钊 442531********0039 符合

45 海城镇新园社区 陈彩琼 441521********2721 符合 60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永宜 442531********1116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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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海城镇新桥社区 黄绵好 441521********0016 符合 76 海城镇龙门社区 郑爱兰 442531********0100 符合

62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小快 442531********001X 符合 77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惠如 442531********0044 符合

63 海城镇北门社区 胡少勇 441521********4432 符合 78 海城镇新城社区 谢包 441521********0014 符合

64 海城镇南门社区 魏保富 441521********0037 符合 79 海城镇南门社区 张伟兰 442531********0025 符合

65 海城镇新桥社区 鄞良英 442531********0028 符合 80 海城镇南门社区 马少芳 442531********0029 符合

66 海城镇南门社区 姚海荣 441521********8517 符合 81 海城镇云岭社区 张智明 441521********1814 符合

67 海城镇新安社区 彭玉云 442531********0024 符合 82 海城镇北门社区 姚碧莲 442531********0127 符合

68 海城镇城西社区 黄汉明 442531********0015 符合 83 海城镇海珠社区 吴小丽 441521********0027 符合

69 海城镇海珠社区 马碧华 442531********0044 符合 84 海城镇新城社区 黄梅枝 442531********0845 符合

70 海城镇龙门社区 罗伟仁 441521********0014 符合 85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贤 442531********0012 符合

71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玉如 442531********001X 符合 86 海城镇海珠社区 蔡清云 442531********0062 符合

72 海城镇南门社区 刘艺琳 441521********8529 符合 87 海城镇城北社区 马泽宁 442531********0015 符合

73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辉宇 442531********0031 符合 8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邱秋瑜 442531********0016 符合

74 海城镇南门社区 王招石 442531********0057 符合 89 海城镇龙门社区 吴向强 441521********0015 符合

75 海城镇新园社区 林丽平 441521********0022 符合 90 城东镇桥东社区 黄扬仕 442531********1313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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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海城镇新安社区 曾向荣 441521********0073 符合 106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家锦 442531********0036 符合

92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吕迎忠 441521********0035 符合 107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鸿皆 442531********0019 符合

93 海城镇新城社区 施莎丽 441521********0067 符合 108 海城镇新安社区 戴海 442531********0015 符合

94 海城镇新城社区 林建生 441521********0070 符合 109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文华 441521********005X 符合

95 附城镇联西村委 洪汉银 441521********083X 符合 110 海城镇新桥社区 李巧生 442531********0016 符合

96 海城镇海珠社区 黎启星 441521********8210 符合 111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汉坛 441521********0097 符合

97 海城镇城北社区 林子南 442531********0050 符合 112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吴碧兰 441521********8220 符合

98 海城镇龙津社区 黎纪炎 441521********0056 符合 113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淑平 441521********0010 符合

99 城东镇桥东社区 郭莲玉 441521********1169 符合 114 海城镇龙门社区 刘桂 442531********0017 符合

100 海城镇城西社区 沈友星 442531********007X 符合 115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涛 442531********0012 符合

101 海城镇新安社区 蔡江 441521********0073 符合 116 海城镇新园社区 叶涛 360312********1049 符合

102 海城镇新城社区 张兰芳 442531********0020 符合 117 海城镇龙津社区 黎少强 442531********0013 符合

103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碧枝 442531********0022 符合 118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希任 442531********0011 符合

104 海城镇海珠社区 曾庆新 441521********0057 符合 119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烈保 442531********0036 符合

105 海城镇龙门社区 罗吉仁 442531********0037 符合 120 海城镇新城社区 彭坤林 442531********0052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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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秀凤 442531********0025 符合 136 海城镇新园社区 吴沛棠 442531********3830 符合

122 海城镇城西社区 王伟双 441521********0034 符合 137 海城镇新园社区 马山惠 441521********2749 符合

123 海城镇龙津社区 王钦弟 441521********0036 符合 138 海城镇新园社区 吴玉丕 442531********3814 符合

124 海城镇北门社区 林秋萍 442531********0047 符合 139 海城镇新园社区 钟少燕 442531********2747 符合

125 海城镇新安社区 郭翠霞 442531********0023 符合 140 海城镇新园社区 庄国由 442531********0039 符合

126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爱旋 442531********0043 符合 141 海城镇新园社区 马南 442531********0035 符合

127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黎灶明 442531********0010 符合 142 海城镇新园社区 袁文卿 442531********0065 符合

128 城东镇桥东社区 潘惠兰 441521********7527 符合 143 海城镇城北社区 伍础娟 441521********006X 符合

129 海城镇龙津社区 马美真 442531********0040 符合 144 海城镇城北社区 刘美肯 441521********4112 符合

130 海城镇海珠社区 陈汉华 441521********0041 符合 145 海城镇城北社区 黎秀云 442531********0446 符合

131 海城镇城北社区 孙格妮 441521********0103 符合 146 海城镇城北社区 黄瑞立 441302********4019 符合

132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务江 442531********1113 符合 147 海城镇城北社区 罗小杏 441521********0027 符合

133 海城镇龙门社区 衣连军 442531********001X 符合 148 海城镇城北社区 马小可 441521********2726 符合

134 海城镇海珠社区 徐华 441521********0036 符合 149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华隼 441521********0039 符合

135 海城镇新园社区 李良忠 442531********0030 符合 150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汉由 441521********0012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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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金荣 442531********2736 符合 166 海城镇龙津社区 吕务荣 441521********0039 符合

152 海城镇龙津社区 王设 442531********0051 符合 167 海城镇龙津社区 石道强 442531********0036 符合

153 海城镇龙津社区 吴美琼 442531********0049 符合 168 海城镇北门社区 林小妮 442531********0046 符合

154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喜枝 442531********0021 符合 169 海城镇北门社区 黄玉生 442531********2313 符合

155 海城镇龙津社区 刘小红 441521********0869 符合 170 海城镇北门社区 范紧根 341221********1350 符合

156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巧梅 441521********0864 符合 171 海城镇北门社区 张火亮 441521********211X 符合

157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丹霞 441521********0081 符合 172 海城镇北门社区 蔡传权 442531********0136 符合

158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金祥 441521********8216 符合 173 海城镇北门社区 胡少香 441521********4467 符合

159 海城镇龙津社区 林巧兰 442531********0042 符合 174 海城镇新安社区 成赛珠 441521********0049 符合

160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希贵 442531********0038 符合 175 海城镇新安社区 范春荣 442531********0016 符合

161 海城镇龙津社区 彭希銮 442531********0019 符合 176 海城镇新安社区 叶君波 442531********0017 符合

162 海城镇龙津社区 陈小萍 442531********0025 符合 177 海城镇新安社区 张乘豪 441521********8516 符合

163 海城镇龙津社区 李远河 442531********0039 符合 17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黄海云 442531********0023 符合

164 海城镇龙津社区 随桂红 442531********0063 符合 179 海城镇新安社区 王西民 441521********0013 符合

165 海城镇龙津社区 姜永亮 442531********001X 符合 180 海城镇新安社区 吴丽珠 441521********002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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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海城镇新安社区 李城亮 441521********0017 符合 196 海城镇海珠社区 黎若钗 441521********0054 符合

182 海城镇新安社区 柯小明 442531********0014 符合 197 海城镇海珠社区 赖香莲 442531********0847 符合

183 海城镇新安社区 姜爱敏 441521********0022 符合 198 海城镇海珠社区 周鸿然 441521********0091 符合

184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小娜 441521********0043 符合 199 海城镇海珠社区 周小别 442531********0038 符合

185 海城镇新安社区 姚大裕 442531********0015 符合 200 海城镇海珠社区 冯振兴 442531********0011 符合

186 海城镇新安社区 蔡锦加 441521********0038 符合 201 海城镇海珠社区 林金荣 442531********003X 符合

187 海城镇新安社区 蔡小清 441521********0020 符合 202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小星 442531********0015 符合

188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保荣 442531********0017 符合 203 海城镇海珠社区 王少春 442531********4928 符合

189 海城镇新安社区 陈玉双 442531********0019 符合 204 海城镇海珠社区 王瑶珠 441521********0183 符合

190 海城镇新安社区 高赛枝 441521********0106 符合 205 海城镇海珠社区 彭郁 442531********0038 符合

191 海城镇新安社区 张爱莲 441521********0041 符合 206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德生 442531********0053 符合

192 海城镇新桥社区 马小娜 441521********8222 符合 207 海城镇海珠社区 刘焕 442531********005X 符合

193 海城镇新桥社区 谢子强 442531********0010 符合 208 海城镇龙门社区 马宏 442531********0016 符合

194 海城镇新桥社区 黄美仙 441521********2727 符合 209 海城镇龙门社区 陈少隆 442531********0032 符合

195 海城镇新桥社区 邱志坚 442531********2351 符合 210 海城镇龙门社区 黄红英 441521********8224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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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海城镇龙门社区 唐汉奕 441521********005X 符合 226 海城镇新城社区 马端 442531********0040 符合

212 海城镇龙门社区 吴锦如 441521********0059 符合 227 海城镇新城社区 吴桂凤 442531********0067 符合

213 海城镇龙门社区 吴克平 441521********0193 符合 228 海城镇新城社区 黄珍 442531********0024 符合

214 海城镇龙门社区 邱硕如 442531********0030 符合 229 海城镇新城社区 敖绿传 441521********8513 符合

215 海城镇云岭社区 刘燕 441521********232X 符合 230 海城镇城西社区 李金石 441521********4419 符合

216 海城镇云岭社区 蔡义民 441521********2119 符合 231 海城镇城西社区 马海丽 441521********0067 符合

217 海城镇云岭社区 黄珍莲 442531********2726 符合 232 海城镇城西社区 刘绵兴 441521********851X 符合

218 海城镇云岭社区 黄美清 441502********5027 符合 233 海城镇南门社区 蔡秀婵 442531********0029 符合

219 海城镇云岭社区 黄振彪 442531********7519 符合 234 海城镇南门社区 刘秀芬 442531********0024 符合

220 海城镇云岭社区 杨美香 442531********0047 符合 235 海城镇南门社区 张文娜 441521********0029 符合

221 海城镇云岭社区 郑素文 442531********0069 符合 236 海城镇南门社区 张玉钗 441521********0048 符合

222 海城镇新城社区 刘香 442531********082X 符合 237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加道 442531********0014 符合

223 海城镇新城社区 彭朝平 441521********0027 符合 238 海城镇南门社区 陈加炎 441521********0010 符合

224 海城镇新城社区 陈兰珠 442531********1140 符合 239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辉 441521********8525 符合

225 海城镇新城社区 李丽莎 441521********0041 符合 240 海城镇南门社区 蓝建平 442531********0032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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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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海城镇南门社区 罗淑云 441521********0040 符合 247 附城镇联西村委 周少舟 441521********0811 符合

242 海城镇南门社区 姚少惠 441521********0024 符合 248 附城镇兴洲村委 张金銮 442531********082X 符合

243 海城镇南门社区 林玉明 441521********4118 符合 249 城东镇桥东社区 陈流民 441521********111X 符合

244 海城镇总寮社区 施章孙 441521********2118 符合 250 城东镇桥东社区 张巧云 441521********1142 符合

245 附城镇南湖社区 吴东 442531********0050 符合 251 城东镇台东村委 黎舜能 442531********1111 符合

246 附城镇南湖社区 廖秀亮 452626********2407 符合 252 海城镇城西社区 汪贵珠 441521********0046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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