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5 号 

 

吴巧玲、施小波、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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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80号3幢59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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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6 号 

 

赵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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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雍园41号5幢70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汉府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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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7 号 

 

侯杰、方剑、侯荣泽、侯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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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鹤鸣路68号5幢506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仙居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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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8 号 

 

陈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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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灵谷寺路8-1号7幢205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顾家营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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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79 号 

 

金浩、陈媛媛、金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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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兰园22号50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演武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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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0 号 

 

雷先顺、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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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仙居花园3幢5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仙居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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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0 号 

 

王正山、王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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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健民路321号4幢404室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四周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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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1 号 

 

李捷、刘小华、李沁凝、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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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幢1单元2001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

口区滨江大道1号明发滨江新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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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2 号 

 

杨进、郭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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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晓山路106号开阳苑13

幢103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四

周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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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3 号 

 

林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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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健民路189号1104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太子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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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4 号 

 

钟声、陆永红、钟云昊、钟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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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268号盘龙山庄54幢

一单元1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

区宁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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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5 号 

 

潮九胜、陈素莲、潮震、潮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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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268号盘龙山庄035

幢一单元502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

新区宁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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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6 号 

 

何祥强、洪丽君、何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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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丽景路6号26幢3单元701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学府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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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7 号 

 

王静萍、董全才、王载明、王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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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幢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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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5 号 

 

王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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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白云新寓6幢301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白云新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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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6 号 

 

孟昭学、陈勤、孟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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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15-1号1826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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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7 号 

 

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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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北四卫头12号60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山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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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8 号 

 

宫建华、张眉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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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峨嵋岭19号13幢308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龙蟠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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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79 号 

 

石荣塘、石荣亮、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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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盐仓桥西街8号1单元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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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0 号 

 

牛春媚、周紫炎、茅天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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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闽江路8号1幢二单元502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聚福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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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1 号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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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燕归园7幢二单元301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金陵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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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0 号 

 

陆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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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华汇康城 37 幢 505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

麒麟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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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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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1 号 

 

王玲、尤加宁、王浩丞、王妤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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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佳湖绿岛 1

幢三单元 301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江宁区秣

陵街道胜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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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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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2 号 

 

李波、陈凛、徐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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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河滨路 29 号 601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文

靖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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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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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36 号 

 

师三芳、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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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户口从雨花台区景明佳园咏景苑 2 幢二单元 604 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畅景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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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37 号 

 

王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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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台区春江新城龙泉坊 05 幢一单元 601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春江新

城正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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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38 号 

 

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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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雨花台区春江新城饮溪坊 5 幢四单

元 408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

春江新城正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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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39 号 

 

朱奎、朱伟伟、朱思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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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花台区宁丹路 18 号 3 幢二单元 704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雨花台区宁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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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