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高公迁通字〔2019〕12 号 

 

陈辉、陶文霞、陈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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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区淳溪镇富家庄7号迁移至社区家

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胥河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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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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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栖公迁通字〔2019〕7 号 

 

谢同春、王玉琴、谢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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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栖霞区石油二村19幢132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石油三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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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4 号 

 

陈冷燕、陈梓烨、陈清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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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湛江路69号5幢二单元901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福安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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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5 号 

 

陈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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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牡丹里11号308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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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6 号 

 

张宁、王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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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150号4幢603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教工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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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7 号 

 

孙艳萍、杜洪、杜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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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10号2幢406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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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8 号 

 

石金贵、陈小密、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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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76号10幢501室 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定淮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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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9 号 

 

周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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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新村28幢106室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线路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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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90 号 

 

冯惠南、李志华、李忠、李锋、李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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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场门口2号3幢20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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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91 号 

 

宗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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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76号402室  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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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92 号 

 

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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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140号三单元103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淮滨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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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9 号 

 

史书敏、高文化、高畅、高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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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莱茵达路 288 号天

印花园 32 幢 402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

江宁区营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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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70 号 

 

司敏达、司妤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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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花园枫彩园 12

幢 302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双

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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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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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71 号 

 

汪晓婷、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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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百家湖东花园 6 幢

2506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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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43 号 

 

杨万辛、施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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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村 13 幢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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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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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44 号 

 

臧仁义、张红侠、臧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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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南路 58 号 1 幢 401 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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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5 号 

 

赵修彬、石美、赵波、赵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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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江北新区毕洼西路229号9幢

1105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欣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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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6 号 

 

汪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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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村11幢407室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十七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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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7 号 

 

于刚、于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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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百润路2号61幢三单元1005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京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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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8 号 

 

郭炳芳、郭稼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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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6号07幢2单元1204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大桥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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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9 号 

 

王利明、李立芹、王赞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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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59号锦绣华城香榭

美颂花园13幢三单元606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

京市浦口区浦园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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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60 号 

 

庄敏、谭抗生、谭景元、谭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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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幢204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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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91 号 

 

邓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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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3号1606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珠江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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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92 号 

 

胡小云、王馨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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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98号10幢504室  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黑墨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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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93 号 

 

薛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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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韶山路106号4幢3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韶山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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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94 号 

 

常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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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紫金东路2号17幢一单元1103

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康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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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2 号 

 

朱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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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新村台园14号5幢202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苑新村健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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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3 号 

 

陈九金、周雪英、陈伟、殷娟、陈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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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新村台园47号14幢302室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苑新村健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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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4 号 

 

吴守建 、陈卫、吴栋 、吴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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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如村55号17幢301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

庭户地址 安如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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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5 号 

 

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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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新村贡园6号2幢401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文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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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建公迁通字〔2019〕16 号 

 

谢孝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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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苑新村真园4号4幢303室 迁移至社区

（村）家庭户地址 南苑新村真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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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