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唐义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雄州街道王桥路 28 号 1

幢二单元 1807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

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

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

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

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河滨路

29号601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

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

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贤妃、张聪：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海明珠花园 2 幢 203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顾从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地

新城天一座 2 幢三单元 202 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

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

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

作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

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

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应仁义、张娟、应冰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

新寓 1 幢三单元 306 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石红、林传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绿色家

园 57 幢 103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

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

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

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

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汤林：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庄排路 39 号 12 幢 306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

他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

有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晶、陈艾昕：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上元二街 488 号 4 幢 401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

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

所有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

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

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

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谢江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瑶池巷 8 号 1 幢 102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有祥、丁锅兰、郭启东：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

新寓 154 幢 503 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

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

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

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捷、李悦、李沁凝、刘小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

发滨江新城 332 幢一单元 2001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

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

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

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

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何祥强、洪丽君、何安然：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丽景路 6 号 26 幢

3 单元 701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

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

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进、郭梓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路 106 号

13 幢 103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

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

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静萍、董全才、王载明、王玉珍：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

发滨江新城 222 幢 701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志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桥工新村 56 幢

303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

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

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郑时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桥工新村 56 幢

303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

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

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钟声、陆永红、钟雪菲、钟云昊：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六路

268 号 54 幢一单元 102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素莲、潮九胜、潮震、潮霜：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宁六路

268 号 35 幢一单元 502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

人，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

权人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

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

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

请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林柏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健民路 189 号

1104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

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

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正山、王溯：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健民路 321 号 4

幢 404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

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

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雪梅、吕晓雯：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4号1幢

32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

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

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

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谢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北苑二村17幢

307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

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

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

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保恩、钟翠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后半山园4号3

幢302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

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

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步胜、张玉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91

号405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

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

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薛颖、薛梅： 

你 /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红庙6号511

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备

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你们

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手

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卉、卜宏鸣：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56

号2幢一单元1102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

你/你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

登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

理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丁志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新村8号

405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不具

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你/

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

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出

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牛春媚、周紫炎、茅天牛：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闽江路8号1幢

二单元502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

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

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

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

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孙艳萍、杜洪、杜云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10号2

幢406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

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

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孟昭学、陈勤、孟正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15－1

号1826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

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

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

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

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于永：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北四卫头12号

601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们已

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请

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

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玉、李祥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北祖师庵49号

一单元502室  ，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给他人，你/你

们已不具备在该处登记户口的条件。经现房屋所有权人申

请，请你/你们自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  工作日内，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江苏省常住户口登

记管理规定》等规定，主动向房屋所在地公安机关申请办理

户口迁出手续。 

如对现房屋所有权人申请有异议，可在上述期限内向公

安机关提出陈述申辩。逾期不申请办理户口迁出，未提出陈

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