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胡家玲、陈星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雄州街道龙池路 227 号 3

幢二单元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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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超、王倩蓉、陈蕾丞、陈骏晨：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雄州西路 100 号 12 幢四

单元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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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学荣、刘颢龙：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六合区龙池街道龙华路 66 号 09

幢一单元 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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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唐林娣、李伟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秦淮区小火瓦巷20号1

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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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红兆：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新华四村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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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蒋潇、李磊、蒋淏熙：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200 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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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卢亚楠、尹笑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

发滨江新城 349 幢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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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任孝春、叶顺女、任茂有：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杨庄北村

30 幢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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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黄进红、张学清、张凌：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天华南路 5 号 01

幢二单元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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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苏呈、叶希妍、叶恒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滨江大道 1 号明

发滨江新城 282 幢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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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沈艳翔、刘修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4号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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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满宁、刘燕、满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鸡鸣山庄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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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京杰、曹雅玲、任淑贤：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200号

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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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严澍巧：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街32号7

幢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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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卜宇行：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山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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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奚凯、许莉、系语灿：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大街298

号8幢三单元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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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初凯、初政：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裕华名居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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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尹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华彩苑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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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志德、严红：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清凉门2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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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镇海、吴元才、傅美兰、王蓉蓉、吴鸿锦、吴沐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峨嵋岭19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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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建民、王江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东妙峰庵1号2

幢一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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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康格来、张萌：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青石村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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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范建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五台花园9幢

1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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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雷：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

洲观竹苑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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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吴连芳、华圣言：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锦

城 15 幢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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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徐建美： 

你女儿蒋思远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

胜太路 88 号西区 15 幢 302 室，因该房屋所有权已依法转移

给他人，你女儿蒋思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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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许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胜太东路 8 号 5 幢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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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殷桂良：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

道百家湖花园维也纳城 23 幢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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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海宁：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东路

777-6 号 9 幢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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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张允贵、魏秀梅、张远轩、张幼玲：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万安西

路 168 号 19 幢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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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