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任玉桃、任语、任思源：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雄州街道园林东路 89 号

6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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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汪东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八村 11

幢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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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赵修彬、石美、赵波、赵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毕洼西路 229

号 9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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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谢同春、王玉琴、谢昕：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石油二村 19 幢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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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俊：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百水桥南路 8 呈 06 幢 1

单元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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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水凤：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尧顺路 9 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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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邓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3号

16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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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胡小云、王馨禾：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98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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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杜慧敏、陆俊、陆贝雅、李自珍：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金湾花园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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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周曙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新村28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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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冯惠南、李志华、李忠、李锋、李仁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场门口2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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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宗淑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7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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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许军：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140号

三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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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金学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古平岗1号22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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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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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石马新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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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