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丁春英、姚强：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康乐新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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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鲍峰、倪景、鲍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七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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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范海英、季辉、季天翊、季雪飞、刘花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星火北路 8 号 19

幢二单元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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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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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江尧兵、张荣：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桥北新村 22 幢一

单元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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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丁年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九村西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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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饶、罗慧宁、刘睿泽、刘慕泽、余秀萍、刘玉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凤滨路 18 号 16

幢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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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立超、杨雪如：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天华北路 2 号 04

幢二单元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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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沈小丽、李静娴：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南塑新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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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苏勤、朱雅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和燕路 356 号馨怡园 07

幢 3 单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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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家天下花园逸飞园 10

幢 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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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巧玲、施小波、施雯：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80号3幢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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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赵慧：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雍园41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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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侯杰、方剑、侯荣泽、侯荣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鹤鸣路68号5幢

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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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玉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灵谷寺路8-1号

7幢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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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金浩、陈媛媛、金嘉仪：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兰园22号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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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雷先顺、马翠华、雷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仙居花园3幢

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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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刚、马云、李永强：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石婆婆庵1号北

楼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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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东妙峰庵57号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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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岳德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归云堂15巷3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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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宫建华、张眉舒：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峨嵋岭19号13幢

3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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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吉晋：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天津新村44幢

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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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石荣塘、石荣亮、石磊：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盐仓桥西街8号

一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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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邱东兴、李建芬、邱天烨：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399号

11幢1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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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郑俊：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4号40幢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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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琪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北村20幢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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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端木成海、祁玉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东安门村4幢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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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方怀智、李志翔、李蕴熹：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西止马营

38号一单元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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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赵新华、刘志华、赵楠生：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文安里4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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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何国清、何小浪、何雅芳、周可可、何政宇、王妙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胜太路 88 号东区 21 幢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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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窦鹏、陈庆：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小行路58号21幢1单元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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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石泰武：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邓府山村 4 幢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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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