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辉、陶文霞、陈天乐：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富家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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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一鸣、吕霖、徐缓：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石臼湖北

路68号9幢二单元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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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张进、拱金红、陈睿颖、金一兰、拱奇炯：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59 号锦

绣华城榴美颂花园 12 幢一单元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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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顾迪：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健民路 323 号

05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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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珍、高润林：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新华四村 56 幢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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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董万保、闫素华、董世豪：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200 号

37 幢 2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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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霞、史鸿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前塘路 8 号 9 幢二单元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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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万宝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78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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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小明、郭轶：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进香河路33号

10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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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薛忠、陈玲：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樱铁村20幢一

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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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舒波、张建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122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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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宋林：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东井村3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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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巧珍、金德喜、杨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大街2号

清江花苑绿茵园9幢一单元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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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杨晓芳、杨一帆：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火瓦巷3号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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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守建 、陈卫、吴栋 、吴墨寒：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安如村55号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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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成：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苑新村贡园6号2幢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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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谢孝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苑新村真园4号4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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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史书敏、高文化、高畅、高方方：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莱茵达路 288 号天印花园 32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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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司敏达、司妤姝：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

道南方花园枫彩园 12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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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松霞、毕雷：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雨花台区新湖大道 8 号

金地自在城第二街区 4 幢 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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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赵亮、刘君、赵甜田：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长虹路

439 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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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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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