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物业名称（地址） 承租方 备注

1 五区食品大楼一楼01号商铺及三楼1单元住宅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金明生商店

2 五区食品大楼三楼2单元办公 深圳市盛堡伦酒业有限公司

3 五区食品大楼一楼03号商铺（成衣工厂店） 林少明

4 五区食品大楼四、五楼整层物业 宝安区桃花源培训中心

5 五区食品大楼一楼02号商铺（味其道包子店） 郑晓东

6 五区食品大楼二楼02号（仓库） 曾庆雄

7 五区宝农西巷4号冷库（嘉洲食品商行）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嘉洲食品商行

8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8号商铺（指为你美甲店） 管远南

9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10号商铺（陆丰菜茶店） 李业熠

10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12号商铺（小吃店） 林贞如

11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14号商铺（服装店） 石泽真

12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16号商铺（麦香鸡水果刨冰店） 马燕明

13 西乡常盛街二巷A栋18号商铺（黄记汤粉店） 黄确

14 福永怀德新村洋田路一巷12号2厂房 陈飞

15 福永公司怀德新村洋田路一巷12号集资楼二楼 深圳市长新银盛科技有限公司

16 沙井大街20号101商铺（火车票） 杨文德

17 沙井大街20号102商铺（茶叶店） 周丽琴

18 沙井大街20号103商铺（恒丰眼镜） 戴成龙

19 沙井大街20号2楼201号（金色童年儿童摄影店） 甘华庆

20 沙井大街20号3楼301号、302号（百年好合婚纱摄影） 江沛芬

21 沙井大街22号商铺（哎呀呀）（黄金甲） 曾妙珠

22 沙井大街24号01商铺（思念眼镜） 廖伟湖

23 沙井大街24号02商铺（银爱宝首饰店） 陈佩华

24 松岗众心路63号商铺 邓贵发

25 松岗食品综合楼106号商铺（爱玛电动车） 朱荣锡

26 松岗食品综合楼107号商铺（爱玛电动车） 朱荣锡

27 松岗食品综合楼108号商铺（爱玛电动车） 朱荣锡

28 公明厂房莲湖工业区厂房（顺鑫昌公司） 深圳市顺鑫昌印刷有限公司

29 龙华老街龙下街17号102号厂房（嘉进发贸易公司） 肖华文

30 龙华老街龙南路1、2号商铺（小刀电动车、凤凰单枞茶） 杨业文

31 龙华老街龙南路3号商铺（老健步鞋店） 叶永山

32 龙华老街龙南路4号商铺（仙姿理发） 王凤仙

33 龙华老街龙南路5号商铺（红兴广告） 何庆泉

34 龙华老街龙南路6号商铺（机械维修） 詹喜宁

35 龙华老街龙南路7号商铺（雅佳窗帘） 洪坚宏

36 龙华老街公园路1号一、二楼商铺（爱尔洗车店） 深圳市兴盛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7 龙华老街公园路1号一层临时建筑（爱尔洗车店） 深圳市兴盛通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8 龙华街道油松路第二工业区龙华旧屠宰场（智慧星幼儿园） 深圳市龙华区智慧星幼儿园

39 观澜市场综合楼升华二街三层（庄国荣）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国兴综合商店

40 观澜街道食品路6号食品大楼A栋一楼01号三间商铺（药房、麻辣烫） 林伟祥

41 观澜街道食品路6号食品大楼A栋一楼02号三间商铺（劲霸男装） 深圳市宁寰翔投资有限公司

42 观澜街道食品路6号食品大楼A栋观澜网吧及配套宿舍（时代网吧） 深圳市时代乐园网吧

43 观澜街道沿河西路食品大楼E栋河边商铺1-5号（兴茂业车行） 陶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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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观澜街道沿河西路食品大楼E栋河边商铺6-9号（明和口腔） 繆孝浓

45 观澜街道沿河西路食品大楼E栋河边商铺10-12号（大排档） 张旭增

46 观澜街道食品路食品大楼3号（品学幼儿园） 深圳市龙华区品学幼儿园

47 石岩水田社区长城路1号食品站同富康工业园石岩旧屠场（联众公司） 深圳市联众食品有限公司

48 石岩老街浪心社区25号商铺 廖锦良

49 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明生路422-438号商铺（明华楼和经销楼） 林友宗

50 公明分公司商住楼底层右侧四栋一楼西边商铺 郑奕隆

51 光明区公明街道解放路11号底层商铺 林友宗

52 光明区公明街道解放街西区仓库 林友宗

53 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莲湖工业区B栋厂房 深圳市宝明兴物业管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4 光明区公明街道合水口社区公明综合市场右侧四栋一楼14-16号商铺 深圳市光明新区金鸿粮油店

55 龙华区观澜润塘工业区255号厂房（康达裕股份公司） 凯安通公司 康达裕食品公司

56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一号冻结库）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57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二号冻结库）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58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二号冷藏库）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59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三号冻结库） 深圳市百份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60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一号冷藏库） 深圳市百份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61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三号冻结库） 深圳市晨丰食品有限公司

62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一号冷藏库） 深圳市晨丰食品有限公司

63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三号冻结库） 深圳市嘉宝销售有限公司

64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一号冷藏库） 深圳市嘉宝销售有限公司

65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分割车间） 深圳市百份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66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分割车间） 深圳市嘉宝销售有限公司

67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分割车间）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68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分割车间） 深圳市晨丰食品有限公司

69 深圳市嘉康惠宝肉业有限公司（分割车间） 中悦农夫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70 嘉康惠宝办公楼103 深圳市鑫源华农产品有限公司

71 嘉康惠宝办公楼104 中悦农夫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72 嘉康惠宝办公楼105 广州黑嘟嘟生猪贸易有限公司

73 嘉康惠宝办公楼106 郑伟森

74 嘉康惠宝办公楼107 陈锦成

75 嘉康惠宝办公楼111 张槐敏

76 嘉康惠宝办公楼203.205 深圳市嘉联城食品有限公司

77 嘉康惠宝办公楼207 赖香兰

78 嘉康惠宝办公楼204.206.208.210.211 深圳市百份百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79 嘉康惠宝办公楼301 东莞市德鸿肠衣有限公司

80 嘉康惠宝办公楼（303.305.306） 深圳市嘉宝销售有限公司

81 嘉康惠宝办公楼304 吕忠良

82 嘉康惠宝办公楼307 王汉亮

83 嘉康惠宝办公楼308 孙春带

84 嘉康惠宝办公楼309 谢练锐

85 嘉康惠宝办公楼311 深圳市好新鲜农产品有限公司

86 嘉康惠宝办公楼317 深圳市润德农产品有限公司

87 嘉康惠宝办公楼310 杨季杰

88 嘉康惠宝办公楼312至316 深圳市晨丰食品有限公司

89 嘉康惠宝办公楼416 陈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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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嘉康惠宝办公楼518 陈雪芬

91 嘉康惠宝办公楼519 林坚长

92 嘉康惠宝办公楼602、603、604、605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93 嘉康惠宝牛车间二楼5号 深圳市悦唯鲜食品有限公司

94 嘉康惠宝牛车间二楼6号 深圳市悦唯鲜食品有限公司

95 嘉康惠宝羊车间二楼4号 深圳市悦唯鲜食品有限公司

96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312 张槐敏

97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113、114 陈松丰

98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618 深圳市鑫源华农产品有限公司

99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509、510、514、518 深圳市华安食品有限公司

100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505、507、508、611、613、614 深圳市维康公司有限公司

101 嘉康惠宝公司宿舍218、502、604、616 深圳市金丰康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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