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六公迁通字〔2019〕3 号 

 

费心林、费梦萍：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健康巷14号2幢二单

元104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

街道健康巷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六合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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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47 号 

 

王晶、陈艾昕：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元二街 488

号 4 幢 401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东山

街道鼓山路 9000 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 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48 号 

 

蒋源强、蒋鹏：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明珠园小区 6 幢 702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营宁路 9000 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 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49 号 

 

汤林：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庄排路 39 号

12 幢 306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秣陵街

道庄排路 9000 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 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7 号 

 

钱范晔、陈琳、陈韦璇：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建邺区集庆门大街 219 号 24 幢一单

元 503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

江东中路 9000 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8 号 

 

戚霞、王春生、王语函：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建邺区友谊街 38 号 16 幢一单元 2302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友谊街 9000

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3 号 

 

华国强、严梅、华菁瀛：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大悲巷14号404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汉府新村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4 号 

 

高清昌、高强、高峰、高雪茹：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营苑新寓9幢209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营苑南路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5 号 

 

龚军：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49-2号1幢304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岗子村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6 号 

 

李惠娟、谢康乐、谢屹：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西家大塘29号603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台城花园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7 号 

 

周小红、陈熙轩：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雍园41号5幢3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汉府新村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8 号 

 

万中营、邓学珍、万宇瑞、万梦婷：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恒嘉路77号3幢二单元1505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49 号 

 

谢东、梁丽娟、谢乐：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东箭道27号206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东箭道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3 号 

 

张兴凤：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浦口区上城路2号06幢1单元704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京新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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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4 号 

 

况晓颖、邓香兰、况琳瑞、况晚晴：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59号大华锦绣华城

桂美松花园26幢三单元8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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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5 号 

 

陈伟、许红、陈家辉、陈家豪：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321号润富花园22幢4

单元407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南

浦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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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6 号 

 

吴义周：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丽岛路21号18幢601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柳

州北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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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7 号 

 

周华建、沈现霞、周好、周艳：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北新区新华四村51幢605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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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8 号 

 

刘月辉、黄丽、刘锐：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北新区九村西巷8幢103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南化九村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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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19 号 

 

王珊珊：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三村11幢305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一村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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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0 号 

 

樊锦龙、邵玉兰、樊俊杰：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59号大华锦绣华城

临江苑03幢二单元4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

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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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46 号 

 

白明、白颖瑶：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嫩江路99号30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47 号 

 

巫仁兰：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黑龙江路12巷2幢504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黑龙江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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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48 号 

 

张彩霞、陈久翔：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路50号2510室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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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49 号 

 

周成媛、周丽灿：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峨嵋岭12号3幢206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龙蟠里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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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50 号 

 

丁秀珍、朱小玲：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水佐岗67号2幢105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康藏路9000号   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51 号 

 

沈红、汪月庭：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三步两桥2-1号30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三步两桥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52 号 

 

吴岱曦：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南阴阳营34号3幢104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苏州路9000号   

登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高公迁通字〔2019〕9 号 

 

钱健璟、钱超： 

因你/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经现房屋所有权人

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和《江

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第九十六条等规定，现已将你

/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栗园路41号7幢506室迁

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牡丹路9000号登

记。 

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南京市公安局或者高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