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任正祥、黄中梅、任意：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和燕路 498 号 7 幢一单

元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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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程擎、程石、程超、孙菲：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栖霞区营苑北路 2 号 3 幢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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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庄大华、庄钧珵、陈瑶：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剑阁路27－1号

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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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韩秋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牡丹里18号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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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樊祥兴、窦迅、樊荣：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西街140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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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程敬祥：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盐仓桥4号1单

元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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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五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兵、王文俊、余桂银、王伟、曹金军、王嘉捷：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石头城新村16

号4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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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卞从建、陈泰霞：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康藏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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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许信容：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15号4

幢5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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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邹爱国：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乐村123号二

单元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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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肖顺山、崔桂红、肖潇、肖博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西路103号

3幢一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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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崔福顺：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乐村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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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燕国保：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鼓楼区安乐村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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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汪晓婷、魏伟：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百家湖

东花园6幢2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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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芮大胜：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通淮街

18 号 48 幢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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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彭生高、王伟、彭庆涵：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景山公寓花

锦苑 04 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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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刘玉成：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 899

号 22 幢 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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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蒋文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59 号大

华锦绣华城桂美颂花园 19 幢 5 单元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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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金花、张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新华五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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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潘经伟、夏婷婷、潘睿齐：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百润路 2 号 5 幢

1 单元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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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夏营、周桂芬：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泰冯路 69 号 29 幢

1 单元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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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晓霞、高鼎宸、高一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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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幢一单元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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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周德鑫、武基华：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泰冯路 92 号 03 幢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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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郭行宝：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59 号大

华锦绣华城柳州苑 20 幢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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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王永贵、林德琴、王晨、王梓睿：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浦珠北路 59 号锦

绣华城临江苑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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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国兴：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柳洲东路 3 号 14

幢一单元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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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李茶：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南京市浦口区天华北路 6 号 30

幢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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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姚强、姚森宇：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月苑五村5幢三

单元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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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蒋伟东、徐国瑶：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二村22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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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许数英、陈羽乾、陈羽婷：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88号

阳光聚宝山庄红豆街区2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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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周婷、赵昊然、郑梓萱、赵英庆：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建邺区莲池路60号7幢一单元

3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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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朱建平：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苑新村台园14号5幢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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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 



 

网上公开文本 

迁移户口告知书 
 

陈伟、殷娟、陈乐言、陈九金、周雪英： 

你/你们的户口登记住址 南苑新村台园47号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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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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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