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汪胜龙、汪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荣鑫路 218 号

50 幢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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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知诚、黄佳玟：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官元山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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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官元山 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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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丹炜、杜金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凤滨路 18 号 30

幢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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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登科、陈玄烨：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南路 11 号

01 幢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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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苗苗、王广云、王昊天：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南浦路 323 号

江岸水城 15 幢 3 单元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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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纹纹、童华东、童孝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南浦路 301 号

31 幢 2 单元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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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耿进邦：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霞光里70号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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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金丽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130号

4幢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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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益蓉、林咏梅、王秋翔：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9号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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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史春林、王美芸、史宁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北京东路24号2

幢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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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汤自刚、陈玉玲、汤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6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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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艺、刘清、刘文博、王焕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192号六

单元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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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赵小庭、汤淩：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新村8号

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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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牛根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汽轮七村1幢

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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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吉文玮、王丽娟、吉远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上元大街 29 号亲水湾花园 11 幢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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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鸿、朱月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托乐嘉贵邻居 11 幢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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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潘志海、陈小娅、潘珺旸：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殷富街 375 号 9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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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迪、许丽、张启鑫：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宏运大道 1901 号金盛花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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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昊、张昕喆、张昕墨：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文靖路 377 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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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崔发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雨花台区春江新城韩府坊 29 幢

1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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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茂军、王有琴、王嘉、许诗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30 号 7 幢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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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万俊、万珂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生活区449

幢三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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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