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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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幼玲：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镇江路2号2幢

二单元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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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何坚俊：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马家街四十三

巷7号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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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晓宁、钱丹、徐晟宗、钱金陶、陆兰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新民路7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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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峰、王莉、刘金松：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怡康新寓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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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玲、尤加宁、王浩丞、王妤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佳湖绿岛 1 幢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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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洁、黄泽暄：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玉树路

88 号 6 幢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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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永红、徐盈盈：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旭升花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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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邬丹、陈自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晓山路 106 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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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尤卫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杨庄北村 25 幢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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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桂兴东：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128

号 16 幢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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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姚禾、石丹、姚云轩、姚永年：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16 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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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江苏、段银平、段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肚带营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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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叶青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汇贤路6号7幢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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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先琴：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厚载巷1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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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