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唐青春、唐梓轩：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健民路 400 号

18 幢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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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勇、刘娟娟、黄熙云：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百润路 2 号 61

幢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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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仕荣、王家海、张建秋：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厂二村 04 幢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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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磊、唐源、王乙力、孙春香：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浦珠北路 59 号

锦绣华城桂美颂花园 12 幢一单元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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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泰西路 28 号泰

来苑 82 幢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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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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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霞区五福家园荷苑 21 幢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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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放：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富贵山10号5幢

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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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薛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韶山路106号4

幢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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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常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紫金东路2号17

幢一单元1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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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金敬友、金少凤：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五塘新村25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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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瑞、裴耀兰、张月萍、王敏强：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裴家桥1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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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林文燕：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铺岗

街 28 号 1 幢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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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陆海亮：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华汇康

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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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海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东路

777-6 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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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成水生、成金华、张双存：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

466 幢三单元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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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师三芳、崔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景明佳园咏景苑 2 幢

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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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啟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春江新城龙泉坊 05 幢

一单元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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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奎、朱伟伟、朱思雪：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宁丹路 18 号 3 幢二单

元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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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周红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新百花园17幢四单元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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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蔡维钧：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安如村3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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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佳、王淑贤：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庐山路1号6幢四单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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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