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7 号 

 

邱东兴、李建芬、邱天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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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龙蟠中路399号11幢1406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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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8 号 

 

郑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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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 金 路 4 号 40 幢 402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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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39 号 

 

李琪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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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北村20幢10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北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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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40 号 

 

端木成海、祁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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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淮 区  东 安 门 村 4 幢 505 室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后标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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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41 号 

 

方怀智、李志翔、李蕴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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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西止马营38号一单元402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韩家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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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秦公迁通字〔2019〕42 号 

 

赵新华、刘志华、赵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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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秦淮区文安里47号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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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5 号 

 

陈巧云、周立志、陶友静、周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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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晏公庙西3幢1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晏公庙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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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6 号 

 

王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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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营苑南路1号雯锦雅苑5幢1单

元603室  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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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7 号 

 

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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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小纱帽巷3号318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大纱帽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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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8 号 

 

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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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15幢404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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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玄公迁通字〔2019〕89 号 

 

侍云飞、陈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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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玄武区恒嘉路77号3幢二单元1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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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8 号 

 

范海英、季辉、季天翊、刘花兰、季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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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星火北路8号19幢二单元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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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49 号 

 

鲍峰、倪景、鲍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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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村5幢306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扬子七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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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0 号 

 

丁年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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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九村西巷10幢302室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南化九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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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1 号 

 

刘饶、刘玉财、余秀萍、罗慧宁、刘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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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北新区凤滨路18号16幢304室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南钢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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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2 号 

 

王成、郑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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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桥工新村56幢303室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迎江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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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3 号 

 

王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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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桥工新村56幢303室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迎江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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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新区公迁通字〔2019〕54 号 

 

江尧兵、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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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浦口区桥北新村22幢一单元602室迁

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桥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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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2 号 

 

张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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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村35幢511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怀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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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鼓公迁通字〔2019〕83 号 

 

肖红、张杰、张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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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鼓楼区银城花园7号502室  迁移至

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银城花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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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3 号 

 

王洁、黄泽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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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玉树路 88 号 6 幢 1305 室迁移

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凤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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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4 号 

 

刘鸿、朱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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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乐嘉贵邻居 11 幢

1209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

街道秦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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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宁公迁通字〔2019〕65 号 

 

张迪、许丽、张启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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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运大道 1901 号金

盛花园 9 幢 505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

江宁区岔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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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40 号 

 

石泰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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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府山村 4 幢 301 室迁移至社

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邓府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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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户口迁移通知书 
         雨公迁通字〔2019〕41 号 

 

窦鹏、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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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路 58 号 21 幢一单元 902

室迁移至社区（村）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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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