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6 号 

 

梁宇翔、吴悠、梁懿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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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317号706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火瓦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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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7 号 

 

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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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160号6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程阁老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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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8 号 

 

赵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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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钓鱼巷102号702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钓鱼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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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29 号 

 

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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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苜蓿园西12号2幢904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紫金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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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0 号 

 

高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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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军械局1号504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黄鹂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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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1 号 

 

米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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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莫愁路259号203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黄鹂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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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2 号 

 

王志龙、王钰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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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堂子街70号703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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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3 号 

 

谢涛、谢东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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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户口从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太平苑63号602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太平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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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4 号 

 

黄志、许正艳、黄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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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乔虹苑11号10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乔虹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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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 35 号 

 

李雷、李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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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莺虹苑60号70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乔虹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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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6 号 

 

王爱玲、胡秋雨、胡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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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村2幢607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武定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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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0 号 

 

王雪梅、吕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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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4号1幢32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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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1 号 

 

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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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北苑二村17幢307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北苑二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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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2 号 

 

王保恩、钟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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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后半山园4号3幢302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富贵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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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3 号 

 

王步胜、张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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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91号405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富贵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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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4 号 

 

薛颖、薛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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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红庙6号51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相府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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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栖公迁通字〔2019〕5 号 

 

胡洪生、王德英、胡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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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栖霞区五福家园枫苑12幢103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五福家园竹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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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栖公迁通字〔2019〕6 号 

 

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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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栖霞区栖霞区经天路29号摄山星城观梅苑18

幢三单元5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栖霞区

经天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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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1 号 

 

张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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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校门口1号45幢三单元301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回龙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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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2 号 

 

陈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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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狮子桥27号三单元601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云南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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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3 号 

 

曹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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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多伦路38号201室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光夏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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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4 号 

 

陈玉、李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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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北祖师庵49号一单元502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盐仓桥西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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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1 号 

 

刘峰、王莉、刘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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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康新寓4幢511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

地址 泰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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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4 号 

 

孙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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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323号2幢三单元605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南浦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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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5 号 

 

朱同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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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幢1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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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6 号 

 

苗祥祥、苗俊妍、苗俊泽、王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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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宁六路1号浦东花园07幢403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泰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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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7 号 

 

位亚男、张昕、张晛卿、张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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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天华东路103号26幢303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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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8 号 

 

孙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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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

223幢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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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39 号 

 

梁永军、刘蕊勤、梁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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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3号023幢2单元603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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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35 号 
 

郑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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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三村 20 幢 405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三

村 9000 号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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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