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管控情况表
（数据截至4月8日12时）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序号

街道

1

莲塘

国威电子商务大厦区域 ，包括
2022年1月7日-2022
西起聚宝路，北至聚宝路，东至畔山路，南至国
国广成电子大厦 1栋、产业园3
年1月21日0时
威路，国威路以南沿街商铺及所在楼栋
栋空置房

2

翠竹

2022年1月9日-2022
年1月23日0时

3

笋岗

2022年1月11日-2022
年1月25日0时

4

清水河

2022年1月11日-2022
年1月25日24时

5

东晓

2022年1月12日-2022
年1月19日24时

A区：丰湖花园、翠苑市场；
B区：布吉农批市场、成业冷库公司、干货库。

6

清水河

清水河街道吓围新村 107栋、
2022年2月15日24时101栋、102栋、103栋、106栋
2022年3月2日0时
、108栋、112栋、113栋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广清路以西 ，樟輋路以
南，吓围路以北，草埔小学围墙以东

7

东门

8

笋岗

封控区

翠竹街道水贝万山 C座、水库
新村统建楼2栋A、B座

管控区

临时管控区

北至水贝一路 、东至翠竹路、南至田贝四路 、西
至贝丽北路，囊括翠景大厦的围合区域

田心村（含庆云花园）

鹤围村31栋至92栋

东至广深铁路 、南至清水河环仓北路 、西至红岗
北路、北至布吉粤宝路的围合区域

2022年2月15日24时- 东门街道新园路明华广场 1至6 东门街道新园路明华广场 7至16楼住宅楼层、耀华
2022年3月2日零时
楼(含6A与M层)商业区
楼4至7楼住宅楼层

2022年2月20日24时2022年3月7日0时

笋岗村169栋

临时管控3天：泥岗东路以南，笋岗东路
以北，宝安北路以东，广深铁路以西所
笋岗街道笋岗村 168栋、170栋、171栋、172栋、
围合区域及泥岗东路以南 ，梅园路以
173栋、174栋、175栋，青蓬酒家、青蓬酒家员工
北，红岭北路以东，宝安北路以西所围
宿舍
合区域、笋岗街道笋岗村（封控区、管
控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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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管控区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序号

街道

封控区

9

桂园

2022年2月21日24时- 桂园街道滨河路 1005号鹿苑小
3月8日0时
区10栋

10

桂园

2022年2月22日24时3月9日0时

11

莲塘

2022年2月28日0时- 莲塘街道罗沙路 1888号桐馨园
2022年3月14日0时
小区2栋A单元

12

南湖

防范区为南湖街道建设路 1046号德兴大
南湖街道建设路 1046号德兴大厦1楼商铺、2-3层
2022年3月2日24时-3 南湖街道建设路 1046号德兴大
厦1、2、3号楼栋、敦信大厦、广东省银
茶叶市场（自2022年3月14日零时起，德兴大厦2月17日0时
厦4号楼栋（不含底商）
行大厦（南北座）、房地产大厦。防范
3层茶叶市场由管控区调整为防范区 ）
区前三天临时管控

13

东门

2022年3月3日24时- 东门街道解放路 1002号方海商 东门街道解放路 1002号方海商苑C座（含A、B、C
2022年3月17日24时
苑A、B座4至8楼住宅
座底商），解放路1051号宝生大厦1018-1商铺

华瑞大厦B座

管控区

临时管控区

桂园街道滨河路 1005号鹿苑小区（10栋除外）

深城投中心大厦 1楼商铺、中海鹿丹名苑
6栋1楼商铺临时管控 3天

华瑞大厦A座（含A、B座底商）

莲塘街道罗沙路1888号桐馨园小区2栋Ｂ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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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管控区

序号

街道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封控区

管控区

临时管控区

14

南湖

南湖街道春风路 2026-6号向西花园向贵楼 1至5楼
底商、向华楼、向富楼、向荣楼、向群楼、塘仔
南湖街道春风路 2026-6号附近 尾、向西大厦、向西股份公司大楼 （备注：3月15 向西村综合楼、向西祠堂、向西村东区
2022年3月3日24时向西花园向贵楼 6-23楼住宅部 日零时南湖街道春风路 2026-6号向西花园向华楼
4-60号临时管控4天（2022年3月3日2022年3月17日24时
分
、向富楼、向荣楼、向群楼、塘仔尾、向西大厦
2022年3月7日）
、向西股份公司大楼由管控区调整为防范区 ，向
贵楼1至5楼底商仍然为管控区 ）

15

桂园

2022年3月5日0时2022年3月19日0时

16

黄贝

2022年3月6日24时2022年3月20日24时

17

东门

2022年3月11日-2022 东门街道凉果街 2号大院1栋4
年3月25日24时
单元

18

南湖

2022年3月12日24时2022年3月30日24时
（3月12日起，后管
控区筛查一病例 ，导
致封控期限以后发病
例为准）

19

笋岗

临时管控4天：笋岗街道北站社区北站路
2022年3月12日24时- 笋岗街道北站社区北站路 13号 笋岗街道北站社区北站路 13号新时速嘉园2栋1单
新时速嘉园1、3、4、5、6、7、8栋，广
2022年3月26日24时
新时速嘉园2栋2单元
元
铁驻深办公大楼 、铁路车间及其公寓

20

黄贝

2022年3月13日0时2022年3月27日0时

桂园街道红桂路 1038号风格名 桂园街道红桂路 1038号风格名苑A、B栋底商（3月 桂园街道红桂路 1038号风格名苑A栋5至
苑B栋5至30楼住宅
15日零时起调整成防范区 ）
27楼住宅临时管控 3天

黄贝街道黄贝岭上村 134栋

黄贝街道黄贝岭上村 （134栋除外）

东门街道凉果街 2号大院1栋1、2、3、5、6单元

南湖街道沿河南路 1070号罗湖
金岸2栋5-33层住宅部分、1栋
临时管控4天：南湖街道沿河南路 1070号
5-33层、3栋5-33层住宅（备 南湖街道沿河南路 1070号罗湖金岸1-3层商业部分
罗湖金岸1-3层商业部分、4层架空层临
注：1栋5-33层、3栋5-33层住 、4层架空层（备注：3月12日-3月16日为临时管
时管控4天，起始日期为3月12日，后3月
宅3月12日-3月16日为管控
控区，之后因工作需要调整成管控区 ）
16日因工作需要调整成管控区
区，于3月16日由管控区调整
为封控区）

黄贝街道黄贝岭下村 51栋和
51-1栋

黄贝街道黄贝岭下村 1栋至68-1栋（51栋和51-1栋
除外）；凤凰社区黄贝岭华侨新村 、凤凰路13号
大院、深纺宿舍、凤凰路151号电话公司宿舍 、凤
凰路115号电话公司单身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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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管控区

序号

街道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封控区

21

桂园

2022年3月13日0时2022年3月27日0时

桂园街道红村社区宝安南路
2167号华讯中心整栋

22

桂园

2022年3月13日24时松园社区都汇中心 B座5至30层
2022年3月27日24时

23

桂园

2022年3月13日24时2022年3月27日24时

桂园路桂木园小区 10栋整栋

24

东门

2022年3月13日24时2022年3月27日24时

东方颐园小区4至33层

东方颐园小区负 2至3层

25

东门

2022年3月13日24时2022年3月27日24时

东门街道立新花园 11栋

东门街道立新花园 9、10栋

26

东湖

2022年3月15日0时- 东湖街道布心花园一区 4栋5单
2022年3月29日0时
元

管控区

临时管控区

参照管控区

桂园街道红村社区宝安南路 101号幸福华
府A、B、C座13号0时临时管控4天

松园社区都汇中心 A座5至27层及A、B座裙楼

桂园路桂木园小区 4、6、7、9、13、15、16栋以 桂园街道桂园路桂木园小区 (封控区、管
及整个桂木坊
控区除外)临时管控4天

东湖街道布心花园一区 4栋4单元、6单元
3月15日0时—3月26日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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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街道布心花园一区全域 （封控区、管控区除外）
2022年3月15日0时-2022年3月20日0时

序号

街道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封控区

管控区

东门

2022年3月15日0时2022年3月29日0时

28

翠竹

2022年3月17日0时2022年3月31日0时

29

莲塘

港莲路20号名骏豪庭全域 （含底商，封控区除
2022年3月17日24时- 港莲路20号名骏豪庭骏星阁 4外），自2022年3月28日0时起管控区调整为防范
2022年3月31日24时
19层住宅
区

27

30

东门

2022年3月17日24时2022年4月3日24时
（该处分别于3月16
日、3月20日各发1个
通告，对封控区、管
控区位置有调整 ）

东门街道竹边新村 8栋

东门街道竹边新村 （8栋除外）

田贝一路62号龙屋小区9栋

田贝一路62号龙屋小区1-8栋、10-15栋，华佳宏
保安宿舍，文锦北路五矿三号大院 1-4栋，建材贸
易大厦，石油公司1-2栋，自2022年3月27日9时起
封控区调整成防范区

东门中路与文锦中路交汇处
2123号聚龙大厦B座、A座、底
东门中路与文锦中路交汇处 2123号聚龙大厦A座、
商及地库两层（其中A座、底
底商及地库两层 （3月17日24时-3月20日0时，于3
商及地库两层于 3月17日24时月20日0时后调整为封控区 ）
3月20日0时为管控区，3月20
日0时后调整为封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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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管控区

参照管控区
参照管控区管理区域为东门街道东门中路 -文锦北路-文
锦中路-湖贝路围合区域 （封控区、管控区除外），实
行“强化社会面管理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的管理措施
。全体居民24小时内开展1次核酸检测，3月15日至20日
每天一检，前3天加强管理，人员只进不出 ，后3天非必
要不出门，如确需出门须凭 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或
当日核酸检测采样记录出行 。相关管控措施将视疫情进
展及时调整

临时管控区4天：贝丽南路1号龙丽园小
区住宅区（含底商），田贝一路30号大
院住宅区（含底商），以及管控区外围
底商（含文锦北路1044号田贝加油站）

东门街道东门中路 -文锦北路-文锦中路-湖贝路围合区
域（封控区、管控区除外），继续实行“强化社会面管
理，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的管理措施。全体居民24小时
内开展1次核酸检测，3月18日至23日每天一检，前3天
加强管理，足不出楼，后3天非必要不出门 ，如确需出
门须凭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或当日核酸检测采样记
录出行。相关管控措施将视疫情进展及时调整 。后因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措施于 3月20日24时调整为：3月21日至
23日继续实行“强化社会面管理 ，严格限制人员聚集 ”
的管理措施，全体居民24小时内开展1次核酸检测，每
天一检，足不出楼。

序号

街道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封控区

管控区

临时管控区

31

南湖

向西村东区37号楼及周边24、 向西村东区4-60号楼（24、36、37、38和52号楼
36、38和52号楼（备注：自
除外）、向西村综合楼和向西祠堂 （备注：自 前4天实行临时管控 ：南湖街道向华楼 、
2022年3月17日24时2022年3月25日19时起，向西 2022年3月25日19时起，向西村东区4-60号楼（24 向富楼、向荣楼、向群楼、塘仔尾、向
2022年3月31日24时
村东区24、36、38和52号楼由 、36、37、38和52号楼除外）、向西村综合楼和
西大厦、向西股份公司大厦
封控区调整为管控区 ）
向西祠堂由管控区调整为防范区 ）

32

桂园

宝安南路1050号嘉宾花园嘉荟阁 5-25层住宅、嘉 前4天实行临时管控 ：桂园街道宝安南路
2022年3月17日24时- 宝安南路1050号嘉宾花园嘉年
华阁5-27层住宅，自2022年3月28日0时起由管控 1050号嘉宾花园裙楼 1-4层、宝安南路
2022年3月31日24时
阁5-25层住宅
区调整为防范区，此时整个街道均为防范区
1052号供电南苑1栋、2栋

33

南湖

南湖街道建设路 1098号友谊大厦（含底商，封控
区除外）、盛世嘉创中心 、熙龙大厦、熙龙小楼
2022年3月18日0时- 南湖街道建设路 1084-3号鸿都
及罗湖小学教师宿舍楼 。自2022年3月28日0时管
2022年4月1日0时
宾馆
控区调整为防范区 ，该时间段整个街道均为防范
区

34

桂园

2022年3月20日24时- 桂园街道宝安南路 1001号华瑞 桂园街道宝安南路 1001号华瑞大厦B座住宅及A、B
2022年4月3日24时
大厦A座住宅
座底商

35

黄贝

2022年3月21日24时- 黄贝街道福德花园 A座4-32层
2022年4月4日24时
住宅

36

东门

2022年3月22日14时2022年4月5日14时

东门街道公园上苑 （天玺一
号）A、B座住宅

黄贝街道福德花园 B座4-32层住宅及A、B座1-3层
底商、长勘宿舍、深勘宿舍

东门街道公园上苑 （天玺一号）A、B座底商

第 6 页，共 7 页

参照管控区

序号

街道

预计封控、管
控时间
期限

封控区

管控区

37

南湖

2022年3月27日0时2022年4月10日0时

南湖街道沿河南路 1072-1号

南湖街道沿河南路 1019号、1068号、1072号（沿
河南路1072-1号除外），南湖路1003号

38

桂园

桂园街道宝丽大厦 A、B座负2至3层底商及第4层、
2022年3月28日3时- 桂园街道宝丽大厦 B座5至31层
A座5至31层住宅部分（4月7日3时起调整为防范区
2022年4月11日3时
住宅部分
[96号通告]）

39

黄贝

2022年3月28日12时2022年4月11日12时

莲塘

莲塘街道莲塘路 229号鹏兴花园六期 52、53、56、
2022年3月30日16时- 莲塘街道莲塘路 229号鹏兴花 57栋（含底商）、55栋底商；聚福路250号鹏兴花
2022年4月13日16时
园六期55栋3-22层住宅
园三期48-51栋（4月6日20时起鹏兴花园三期 4851栋调整为防范区 [95号通告])

40

东湖公园东湖二路 28号2栋

东湖公园东湖二路 28号1栋

注：具体封控区、管控区范围与时间以官方通告为准 。（可在“新时代新罗湖”公众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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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管控区

参照管控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