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姓名 性别 现配租小区 拟调换小区 联系电话 备注

1 李** 女 美的城 中央公园/金世纪新城 13315080400

2 张** 男 美的城 东方绿城/中央公园
15343100004
13343106152

3 张** 男 赵都新城尚和园 安居东城/圣水湖畔 13472021208

4 常** 男 利民苑 安居东城/新世纪 18931035620

5 霍** 女 利民苑 赵都新城/蓝天城 15832003395

6 薛** 男 利民苑 美的城/美罗城 13303106762

7 侯** 女 金世纪新城 长城公寓/城市新秀
15200100410
17713097151

8 刘** 男 利民苑 金丰二期/大唐西郡 18330081618

9 汤** 男 利民苑 利民苑/百家乐园
15188818353
13230089553

10 樊** 男 利民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932136086
18730018309

11 李** 男 利民苑 美的城 13303109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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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 男 利民苑 美罗城/维多利亚港湾 15100014449

13 李** 女 金丰二期 香兰雅居/东方绿城
15933001443
13831037993

14 黄** 女 金丰二期 安居东城/圣水湖畔 15612040219

15 李** 女 百家乐园 利民苑/百家乐园 15027949856

16 王** 女 利民苑 美的城/美罗城 18630061728

17 张** 男 圣水湖畔 龙盘锦绣/翰新苑 15031007600

18 吴** 男 利民苑 赵都新城/蓝天城 17713036677

19 张** 男 百家乐园 金世纪新城/金丰二期 18031051624

20 吴** 女 圣水湖畔 金世纪新城/中央公园 13031455310

21 张** 男 赵都新城 万浩金百合/民悦苑 15033023100

22 胡** 男 美的城 安居东城/紫薇苑 18931602008

23 姜** 男 赵都新城 百家乐园 15383200188

24 史** 男 美的城 书香门邸/中央公园 13623101036

25 闫* 女 金百合 汉城华都/东方绿城 15233862581



26 徐* 男 金百合 圣水湖畔/赵都新城 18732061628

27 胡** 女 金百合 金百合 15031033437

28 董* 女 金百合 赵都新城/蓝天城 18531017159

29 张** 女 金百合 美的城/金百合 15100481711

30 崔* 男 金百合 万浩郦城/金泽苑 18631096834

31 李** 女 美的城 金世纪新城
13315080400
18003196015

32 王** 女 美的城 金丰二期/绿树林枫 13111365964

33 程** 女 枫丹白露 美的城 15530068111

34 王** 男 香兰雅居 美的城/香兰雅居 17732054567

35 翟** 女 枫丹白露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200109933

36 李** 女 金百合 美的城 15833449329

37 夏** 男 百家乐园 美的城/美罗城 15226926273

38 胡** 女 赵都新城 美的城/百家乐园 15231067561

39 郭** 男 赵都华府 万浩俪城/圣水湖畔 13730033744



40 王** 男 赵都华府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131087040

41 常** 女 赵都华府 圣水湖畔/陶然新城 15530085616

42 贾** 男 美的城 香兰雅居 15531013511

43 王**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103107272
18303389933

44 秦**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632083795

45 孔** 男 赵都华府 百家乐园
17717766992
13082126953

46 睢** 男 美的城 枫丹白露/顺田君邑 15630326128

47 李** 女 美的城 金世纪 13315080400

48 张**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百家乐园 15503027988

49 聂** 女 赵都华府 东方新城、富顺商务中心
13313303713
13313303083

50 刘** 男 金泽苑 枫丹白露、万浩俪城 13931076876

51 赵** 女 汉城华都 美的城、东方绿城 15081611207

52 叶** 男 陶然新城 赵都新城、百信大厦 15630077297

53 连** 女 百家乐园 赵都华府
13483595190
18031088096



54 常** 男 圣水湖畔 安居东城、紫微苑
18303318899
18330083960

55 韩** 男 利民苑 江南锦苑、桃源山庄 15081756852

56 张* 女 北湖风景 恒大名都、安居东城
18231069978
18503107300

57 郑*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633651821

58 许** 男 金百合 百家乐园、利民苑 17631082338

59 刘** 男 百家乐园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784005171

60 苏** 女 赵都华府 紫薇苑、左岸枫桥 15614068776

61 赵** 男 金碧苑 百家乐园、圣水湖畔 13730413668

62 张** 女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930007019

63 张** 女 利民苑 安居东城 15097658090

64 杜** 女 陶然新城 圣水湖畔、香兰雅居 15081088678

65 翟** 女 枫丹白露 美的城 13930053826

66 常** 男 圣水湖畔 紫薇苑、汉成华都 18303318899

67 闫** 男 美的城 安居东城、枫丹白露 17603107779



68 武** 女 汉城华都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075012480

69 段** 男 江南锦苑
美的城、百家乐园、赵都新

城
13483039883

70 杨* 女 金百合
永华新城、顺田君邑、拉德

芳斯
15703208726

71 魏* 女 民悦苑 汉成华都、恒大名都 13131067565

72 黄* 女 汉成华都 金百合 15831005253

73 郑* 女 民悦苑 赵都新城、蓝天城 18134001598

74 谷* 男 恒大名都 永华新城、美的城 13373506295

75 张* 男 金百合 赵都新城、美罗城
15933899337
15231012962

76 王* 男 北湖十六峯 民悦苑
13400301157
13931085038

77 李* 男 金百合 百家乐园、金泽苑 15833020709

78 杜* 女 陶然新城 汉城华都、香兰雅居 15081088678

79 侯* 男 赵都华府 汉成华都、陶然新城 13930065143

80 赵* 男 利民苑 赵都新城、美的城 17731060581

81 齐* 女 汉成华都 美的城 15128006965



82 段* 男 北湖风景 利民苑、百家乐园 15694986996

83 张* 男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维多利亚港湾 15631099815

84 李*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88902741

85 李* 女 镜湖山庄
东城尚品、香兰雅居、安居

东城
15303108985

86 王* 男 桃园山庄二期 百家乐园、金泽苑 15075066862

87 苗* 女 金百合 民悦苑 18134009855

88 李* 女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244503330

89 胡* 男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美罗城 13313003983

90 霍* 男 富顺商务中心 桃源山庄、圣水湖畔 13315002810

91 孔* 女 四季花城 百家乐园、利民苑
15733065351
13180035679

92 邵* 女 百信大厦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532010555

93 岳* 男 世嘉名苑 美的城、世嘉名苑 13930086868

94 周* 女 桃园山庄二期
美的城、圣水湖畔、钢建小

区
15930002362

95 王* 男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511029071



96 郝* 男 富顺商务中心 永华新城 13001862436

97 张* 男 富顺商务中心 利民苑、百家乐园 18131007910

98 马* 女 富顺商务中心 汉成华都 13582300866

99 李*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金百合、民悦苑 18330016706

100 岳* 男 世嘉名苑 百家乐园、赵都新城 13930086868

101 陈*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金百合、民悦苑 15831085444

102 赵* 女 民悦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171548899

103 陈*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832065815

104 张* 女 东方新城二期 利民苑、百家乐园 15832061136

105 武*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美罗城 17731057995

106 秦* 女 四季花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303088362

107 张* 男 桃源山庄二期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132201356

108 刘* 男 桃源山庄二期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731007798



109 李* 男 金碧苑 美的城、蓝天城 15630003427

110 姬* 女 东方新城二期 汉光华府、远洋公馆 18931020121

111 冯* 女 四季花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76092167

112 杨*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香兰雅居、江南锦苑 17732008789

113 彭* 女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华府、江南锦苑 15503078226

114 张* 男 民悦苑 百家乐园、金泽苑
15832052840
15130025725

115 张* 女 民悦苑 安居东城、恒大名都 15830036767

116 王* 女 东方新城二期 百家乐园 15130039228

117 柳* 女 民悦苑 美的城、天悦名苑 15031400329

118 冯*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金百合、民悦苑 18830008998

119 冀* 女 美的城 世嘉名苑、枫丹白露 13930001658

120 王* 女 四季花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7736132133

121 刘* 女 永华新城 世嘉名苑、安居东城 18132336221

122 裴* 女 赵都华府 汉成华都、世嘉名苑 18633662806



123 程* 女 金百合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831009680

124 康* 女 美的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623109812

125 李* 女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244503330

126 张* 男 东方新城二期 四季花城 15530011855

127 焦* 女 金百合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00076789

128 岳*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锦绣江南、百家乐园 15100418811

129 张* 男 赵都华府 百家乐园、利民苑 18103305196

130 肖* 女 江南锦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003301976

131 郭* 女 富顺商务 城市新秀、东城尚品 15232096220

132 王* 男 民悦苑 圣水湖畔、赵都新城 139300069650

133 冯* 男 富顺商务中心 永华新城 15303101291

134 高* 男 富顺商务中心 金百合、民悦苑 18730037225

135 程* 男 东方新城二期 金百合、民悦苑 18132108821

136 张* 男 百家乐园 民悦苑 15127062838



137 陈* 男 桃源山庄 赵都新城、上都名苑
13363026855 
18903209045

138 赵* 男 富顺商务中心 世嘉名苑 13131031110

139 田* 女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315015063

140 马* 女 龙旺伯乐佳苑 美的城、蓝天城 15226929386

141 崔*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132960777

142 黄* 男 金百合 百家乐园、利民苑
18228276464
13831053004

143 崔* 男 东方新城二期 赵都华府、金百合 15530000152

144 郝* 女 桃源山庄 安居东城、汉成华都 15830095404

145 薛* 女 桃源山庄二期 美的城、金世纪 13831062906

146 李*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站南旺角、天润雅园 15128889110

147 宋*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百家乐园、利民苑 15630090992

148 刘* 男 顺田君邑 永华新城、德盛园 18131054549

149 刘* 女 利民苑 汉光华府、万浩俪城 13832022628

150 张* 男 东方新城二期 赵都新城、美的城 18103303763



151 张* 男 利民苑 利民苑、百家乐园 13472000534

152 李* 男 龙旺伯乐佳园 美的城 17733077776

153 刘* 男 瑞德苑 江南锦苑、桃源山庄二期 15033869868

154 刘* 女 瑞德苑 赵都新城、美的城 13785038781

155 任* 女 汉光家园 美的城 15232085858

156 崔* 女 汉光家园 百家乐园、四季花城 18630095510

157 柴* 女 汉光家园 金泽苑、百家乐园 18603203229

158 裴* 男 汉光家园 金百合、汉光华府 13293060593

159 武* 男 汉光家园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903301000

160 焦* 男 金百合 赵都新城、蓝天城 15833745711

161 苗*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 15128871516

162 郭* 女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汉成华都 13730043003

163 李* 男 桃源山庄二期 金百合、民悦苑 15188889584

164 林* 男 伽蓝艺墅 江南锦苑、赵都新城 18730025678



165 李* 男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30000271

166 周* 男 东方新城二期 赵都新城、美的城 17752979888

167 霍* 女 新卓峰景 恒大名都、枫丹白露 15833002523

168 张* 男 汉光家园 美的城 15933881616

169 李* 男 金泽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00056579

170 李* 男 汉光家园 蓝天城、赵都新城 15833073344

171 刘* 女 富顺商务中心 汉成华都、世嘉名苑 13011537772

172 付* 女 汉光家园 富顺商务中心、汉成华都 15630392983

173 崔* 女 桃源山庄二期 汉成华都、东城尚品 15175038386

174 何* 男 东方新城二期 赵都新城、金碧苑 15231006458

175 李* 男 东方新城二期 紫薇苑、万浩俪城 13784219513

176 孙* 男 汉光家园 紫薇苑 13075285180

177 段* 男 百家乐园 恒大名都、枫丹白露 15303101511

178 苗* 男 利民苑 天悦名苑 15831846861



179 卢* 女 汉光家园 维多利亚港湾、汉光华府 13323006693

180 王* 女 东方新城二期 金泽苑、百家乐园 15833058385

181 马* 男 赵都新城 香兰雅居、圣水湖畔 15130011213

182 王* 男 金百合 金百合、汉光华府 15932104536

183 冀* 男 富顺商务中心 东城尚品、圣水湖畔 15530049444

184 苗* 男 金百合 汉光华府、中央公园 15832058230

185 佘* 女 沁河名苑 陶然新城、桃园山庄 15231018248

186 王* 男 伽蓝艺墅 美的城、江南锦苑 15232880318

187 吝* 女 四季花城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132013358

188 丹* 男 赵都新城 恒大名都、安居东城 15830058501

189 杨* 男 江南锦苑 枫丹白露 15932447436

190 马* 男 桃源山庄二期 汉成华都、世嘉名苑 18132200573

191 贺* 女 利民苑 汉光华府、金百合 13603102255

192 杜* 女 汉光家园 百家乐园、紫薇苑 19143434391



193 庞* 男 美的城 旺角花园、中央公园 17736187691

194 闫* 男 富顺商务中心 圣水湖畔、汉成华都 15132037211

195 侯* 女 美的城 中央公园、汉光华府 18833902858

196 杜* 女 利民苑 紫薇苑、汉光华府 15932041306

197 李* 女 东方新城 永华新城、金百合 13091102000

198 张* 女 利民苑 中央公园 13091104362

199 闫* 女 四季花城 汉光华府、四季花城 15333309519

200 张* 女 东方新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231088919

201 侯* 女 恒大名都 四季花城 15533048678

202 米* 女 金泽苑 江南锦苑、桃园山庄 15100340181

203 刘* 男 金百合 赵都华府 18232050204

204 闫* 男 江南锦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631027910

205 吴* 女 瑞德苑 金百合、赵都新城 15630000303

206 王* 男 民悦苑 安居东城、万浩俪城 13730003060



207 张* 男 赵都华府 百家乐园、利民苑 18103305196

208 张* 男 富顺商务中心 汉成华都、世嘉名苑 15081791812

209 封* 女 美的城 恒大名都、安居东城 18003107709

210 高* 男 利民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383004798

211 刘* 男 利民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297596665

212 孟* 男 金百合 赵都新城、上都名苑 18103307773

213 侯* 女 美的城 永华新城、金百合 18833902858

214 王* 女 华浩活力城 恒大名都、安居东城 17788208035

215 周* 男 金百合 蓝天城、赵都新城 15200142070

216 陆* 女 赵都新城天和园 赵都景和园、赵都尚和园 18131050070

217 刘* 女 利民苑 紫薇苑、民悦苑 18131073869

218 张* 男 东方新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103303763

219 张* 女 金宇山顶花园 枫丹白露、赵都华府 15830401353

220 张* 男 东方新城 赵都新城、上都名苑 13001863100



221 杜* 男 赵都华府 东城尚品、香兰雅居 15733006789

222 陈* 男 赵都华府 永华新城、富顺商务中心 15531090403

223 申* 男 新欣佳苑 赵都新城 15830738225

224 房* 男 富顺商务中心 圣水湖畔、香兰雅居 15830758491

225 唐* 男 汉光家园 金百合/百家乐园 18031092639

226 邢* 男 金百合 金百合/赵都华府 15188894585

227 徐* 女 利民苑 上都名苑/钢建小区 15533311512

228 潘* 男 北湖风景 民悦苑/金百合
18931052108
15100032299

229 马* 男 北湖风景 枫丹白露/恒大名都
17732060322
15175095959

230 刘* 女 龙旺伯乐佳园 汉光华府/赵都新城 15713009703

231 李* 女 北湖风景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323008003

232 武* 男 桃源山庄二期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323008003

233 郭* 男 金泽苑 恒大名都/美的城 15081062837

234 陶* 男 金泽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188881993



235 李* 男 金泽苑 永华新城、百家乐园 18031069368

236 石* 女 金泽苑 富顺商务中心/紫薇苑 13663108846

237 武* 男 桃源山庄二期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613202700

238 鲁* 女 金泽苑 赵都新城、美的城
13091110330
13730082508

239 周* 男 利民苑 赵都新城 13091125552

240 宇* 女 金泽苑 汉光华府、紫薇苑 18031019791

241 郭* 女 民悦苑 世嘉名苑、恒大名都 13012111876

242 牛* 女 富顺商务中心 枫丹白露、恒大名都 13293017815

243 孙* 男 北湖风景 美的城 18034202788

244 白* 女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 18303035557

245 付* 女 百家乐园 万浩俪城、顺田君邑
13832061891
17732018587

246 宋* 男 美的城 汉城华都、紫薇苑
18833017435
15027901051

247 张* 男 江南锦苑 桃源山庄、紫薇苑 18831068852

248 杨* 男 汉光家园 汉光华府、汉成华都 18031011161



249 袁* 男 汉光家园 金百合、汉都华府 18503102846

250 黄* 女 汉光家园 汉光华府、恒大名都 15533066787

251 张* 男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美的 13303202782

252 李* 女 金顶花园 沁河名苑
15231024230
13315089833

253 刘* 男 汉光家园 汉城华都、世嘉名苑 15831057085

254 白* 女 汉光家园 金世纪、中央公园 13315003103

255 董* 男 金泽苑 蓝天城、赵都新城 15294709489

256 赵* 男 恒大翡翠华庭 恒大名都 15831000669

257 冯* 女 四季花城 江南锦苑、赵都新城
13932081526
15176092167

258 范* 女 东方新城二期 汉城华城 19832039996

259 武* 男 赵都华府 美的城 15176041968

260 甄* 女 北湖风景 赵都新城、龙旺伯乐 15733006984

261 石* 男 东方新城二期 香兰雅居、圣水湖畔 15614901442

262 李* 女 富顺商务中心 汉光华府、民悦苑 13653100282



263 张* 女 悦都 桃园山庄、江南锦苑 15933883240

264 岳* 女 富顺商务中心 金泽苑、利民苑 15231085444

265 高* 女 江南锦苑 顺田君邑、万浩俪城 18232022996

266 陈* 男 民悦苑 美的城、金泽苑 13111303581

267 翟* 女 金泽苑 东方绿城、金世纪 13031462599

268 张* 男 百家乐园 美的城、安居东城 13111331324

269 郭* 男 金泽苑 永华新城、德盛园 13293022398

270 张* 男 四季花城 金泽苑、百家乐园
18903102929
18132320318

271 程* 女 富顺商务中心 汉成华都、香兰雅居
18617599518
13012101499

272 路* 女 美的城 世嘉名苑 18630071522 60.03

273 梁* 女 金泽苑 美的城、百家乐园 18303339071 38.12

274 徐* 女 美的城 安居 15632060660 44.15

275 张* 男 安联印象 美的城、赵都景和园 13784269402 50.31

276 刘* 女 金泽苑 金百合、民悦苑 18703205675 45.2



277 闫* 男 金泽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5233866041 60

278 赵* 女 富顺商务中心 金泽苑、利民苑 15128870883 69.13

279 张* 女 美的城 汉成华都、万浩俪城 18230009355 60.03

280 曹* 女 龙旺伯乐佳园 赵都新城景和园 15512730867 40.33

281 麻* 女 丛台花园 美的城 15932208868 53.71

282 刘* 男 百家乐园 汉成华都、枫丹白露 15188910660 45.55

283 王* 男 美罗城 美的城 13785043811 63.56

284 杜* 女 金泽苑 伽蓝艺墅、东城尚品 13180508722 52.33

285 蒋* 女 紫竹苑 翡翠华庭、汉光华府 13832015563 82.29

286 苗* 男 安联印象 丛台花园、翡翠华庭 17703106676 50.31

287 焦* 女 紫竹苑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400206236 82.06

288 许* 男 北湖风景 百家乐园、桃源山庄 13001461000 49.75

289 徐* 女 紫竹苑 百家乐园、金泽苑 15081795299 98.71

290 杨* 男 龙旺伯乐佳园 紫薇苑、美的城 15511086429 45



291 杨* 女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美的城 15081770881 82.36

292 霍* 男 四季花城 美的城、赵都新城 18731022877 44.98

293 马* 女 大美如园 北湖风景 17713055665 49.33

294 石* 男 紫竹苑 百家乐园、利民苑 15232805516 101.44

295 郑* 女 富顺商务中心 赵都新城 15128063002 68.75

296 郝* 女 伽蓝艺墅 德盛苑、永华新城 15231001771 49.46

297 苑* 男 东方新城二期 赵都新城、美的城 18630093967 55.91

298 张* 女 金百合 桃源山庄二期、江南锦苑 15544884588 50.72

299 许* 女 北湖风景 赵都新城 13400305698 49.75

300 赵* 女 金碧苑 美的城 15531028226 49.65

301 刘 女 富顺商务中心 美的城、赵都新城 13283186530 68.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