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楠、陈卓菡：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固城湖北

路57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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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利明、李立芹、王赞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59 号锦

绣华城香榭美颂花园 13 幢三单元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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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庄敏、谭抗生、谭景元、谭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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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幢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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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于刚、于宛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百润路 2 号 61 幢

3 单元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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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炳芳、郭稼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6 号 07

幢 2 单元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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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巧云、周立志、陶友静、周慧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晏公庙西3幢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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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红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营苑南路1号雯

锦雅苑5幢1单元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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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彬：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小纱帽巷3号

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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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信：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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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侍云飞、陈睿泽：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恒嘉路77号3幢

二单元1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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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芹：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村35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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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江慕若、刘红、江江：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祁家桥4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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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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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立平、吴燕慈、赵俊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洪庙巷6号5幢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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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金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绿洲新村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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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兵、田华、刘逸凡：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长虹路 439 号 06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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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臧仁义、张红侠、臧俊涛：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南路 58 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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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濮兴明、濮兴彪、濮惠琴：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郁金香花苑 12

幢 3 单元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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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叶建芬：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5 号翠

竹园 12 幢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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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生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景明佳园织景苑 3 幢 2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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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岳敏彦：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景明佳园咏景苑 14 幢

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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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魏明根、魏恒康、魏恒嫣：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景山

公寓春秀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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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玖翠、欧超：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

路 88 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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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胥峰、高燕飞、胥盛粼：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明月花园 14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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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玉靖花园 2 幢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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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倪萍、赵馨妮：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文靖路 377 号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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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