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高公迁通字〔2019〕10 号 

 

丁春英、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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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新村3幢406室迁移

至社区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学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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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六公迁通字〔2019〕4 号 

 

董治、董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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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州南路168号19幢

一单元501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

雄州街道彤华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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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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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六公迁通字〔2019〕5 号 

 

张金标、张坤阳、张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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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州花园21幢七单

元202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

街道白果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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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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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1 号 

 

任柱根、桑金华、任鹏、陈晓兰、任茗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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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九莲塘9幢610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三十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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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2 号 

 

邹志华、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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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119号3幢1201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石门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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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3 号 

 

浦湘河、孙宁凤、浦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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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堂子街67号四单元508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堂子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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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4 号 

 

黄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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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区马道街119号2幢三单元601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秦淮区木匠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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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5 号 

 

杨书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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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南路33号21幢305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旭光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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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2 号 

 

彭浩然、许波、许英楠、彭德刚、马玉花、彭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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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

268幢703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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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3 号 

 

王长俊、张桂芳、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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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浦园北路6号04幢一单元802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浦园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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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4 号 

 

任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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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山潘一村11幢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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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5 号 

 

罗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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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新吴家洼116号迁移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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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6 号 

 

何亦坚、覃佳雯、何世博、何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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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泰路22号32幢一

单元301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龙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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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7 号 

 

施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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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路102号11幢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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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8 号 

 

任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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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新华二村1幢408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南化新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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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29 号 

 

王亮亮、王劲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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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村5幢704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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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0 号 

 

潘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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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西路458号08幢

101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宁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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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行政诉讼。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1 号 

 

周本辉、曾祥勇、周明、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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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幢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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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2 号 

 

徐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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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泰路22号56幢一

单元1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龙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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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3 号 

 

张爱辉、刘伟、张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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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新路76号18幢二

单元4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双楼徐家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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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59 号 

 

金润杰、孙晓华、金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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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安乐村248号二单元101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乐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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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0 号 

 

丁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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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117号613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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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1 号 

 

管光玉、白治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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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古平岗37号1幢202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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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2 号 

 

刘红林、黄留琴、刘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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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巷5栋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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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3 号 

 

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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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巷5栋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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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4 号 

 

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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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北阴阳营12号4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颐和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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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65 号 

 

朱江、杨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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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祁家桥14号2栋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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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53 号 

 

顾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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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地新城天一座 2 幢

三单元 202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

中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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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54 号 

 

魏明根、魏恒康、魏恒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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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天景山公寓春秀苑 10 幢 503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方山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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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55 号 

 

倪萍、赵馨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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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靖路 377

号汇景新苑 26 幢 604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

宁区东山街道文靖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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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56 号 

 

胥峰、高燕飞、胥盛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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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花园 14

幢 405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东山街道

萃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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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57 号 

 

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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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北路 108

号 2 幢 605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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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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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28 号 

 

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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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区长虹路 222 号 4 幢 601 室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台南路 9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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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29 号 

 

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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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区邓府山村 27 幢 304 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邓府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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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