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房山区事业单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工作人员笔试成绩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0930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规划发展部 管理岗 规划设计 79.00

221100101026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9.00
221100101023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8.00

221100100929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7.00
221100101028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5.50

221100101030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4.50

221100101027 男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1.00
221100101029 男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1.00

221100101024 男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70.50
221100101025 女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文旅融合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外联推广 缺考 缺考

221100100928 男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管理处 综合部 管理岗 会计 77.00

2211002016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财政局财源建设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财政局财源建设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9.00
2211002016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财政局财源建设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财政局财源建设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2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84.00
2211001022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82.00

2211001022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81.00

2211001023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9.50
2211001023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9.00

2211001022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7.00
2211001023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6.00

2211001023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5.50

2211001022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5.00
2211001022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4.50

221100102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4.50
2211001022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3.50

2211001022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2.00

2211001022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2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2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2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2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9.00

2211001022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7.00
2211001022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7.00

2211001023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6.50
2211001023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6.00

2211001022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5.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23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3.00
2211001022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2.50

221100102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1.50

2211001023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0.50
2211001022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9.50

2211001023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9.00
2211001022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9.00

2211001023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8.00

2211001023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7.00
2211001022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7.00

2211001022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6.50
2211001023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4.00

2211001023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2.00

2211001022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49.50
2211001023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48.50

2211001022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42.50
2211001022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23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22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乡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16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1.00

2211001016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80.00
2211001016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7.00

2211001016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4.50

2211001016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3.50
2211001016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3.50

2211001016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1.50
2211001016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1.50

2211001016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1.00

2211001016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70.50
2211001016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68.50

2211001016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68.00
2211001016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66.00

2211001016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城乡管理 58.00

2211001016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规划管理 73.00
2211001016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规划管理 69.50

2211001016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规划管理 56.50
2211001016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规划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整理储备部 管理岗 项目管理岗 77.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08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整理储备部 管理岗 项目管理岗 74.00
2211001008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整理储备部 管理岗 项目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7.00

2211001007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5.50
2211001007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4.00

2211001007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4.00
2211001007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3.50

2211001007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3.50

2211001007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83.00
2211001007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9.00

2211001007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8.00
2211001008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8.00

2211001008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7.50

2211001007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7.00
2211001007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6.50

2211001007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6.50
2211001007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4.50

2211001007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4.00

2211001007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4.00
2211001007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4.00

2211001007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3.00
2211001007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3.00

2211001008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2.00

2211001007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1.50
2211001007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1.00

2211001008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70.00
2211001008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8.00

2211001008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7.00

2211001007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6.00
2211001007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5.00

2211001008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2.00
2211001008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60.50

2211001007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55.50

2211001007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07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7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6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6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国有土地二级市场交易服务中心 综合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16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16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100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92.00

2211001001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4.50
221100100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4.00

2211001002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2.00

2211001001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1.50
2211001002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1.00

2211001001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0.50
2211001002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0.00

2211001002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9.50

2211001002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9.00
2211001001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9.00

2211001002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8.50
2211001001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8.00

2211001002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7.50

2211001002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7.50
2211001001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6.00

2211001002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5.50
2211001001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4.00

2211001001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4.00

2211001002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3.50
2211001002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3.50

2211001002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3.00
2211001002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50

2211001002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00

2211001001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00
2211001002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00

2211001002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00
2211001002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2.00

2211001001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1.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0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1.50
2211001002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1.50

2211001001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1.00

2211001001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0.00
2211001001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0.00

2211001001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0.00
2211001003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0.00

2211001001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9.00

2211001001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8.50
2211001001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7.50

2211001002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7.00
2211001001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6.50

2211001002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5.00

2211001002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1.00
221100100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8.00

2211001002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6.50
2211001002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43.50

2211001001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2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2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1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2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1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1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2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2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缺考 缺考

2211001003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7.50
2211001003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0.00

2211001003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9.00
2211001003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8.50

2211001003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交通运输行业建设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21002023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88.50
2221002026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77.75

2221002024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77.50
222100202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76.75

2221002018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74.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17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70.50
222100202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67.00

2221002017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学校 专技岗 会计 56.25

2211001003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81.00
2211001003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81.00

2211001003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76.00
2211001003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73.50

2211001003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73.50

2211001003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71.00
2211001003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64.00

2211001003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3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03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金融机构服务岗 缺考 缺考

221100101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5.50
2211001014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1014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1013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8.00

2211001014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1013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1014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50

2211001014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1013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1013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13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1014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1013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1014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4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1013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1013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13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14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4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13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13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14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4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4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14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1014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1014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1014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3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87.00
2211001017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83.00

2211001017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67.50

2211001017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17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7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1017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1016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7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17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17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7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7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17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17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1017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1016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17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17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16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00

2211001016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16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50

2211001016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00

2211001016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2.00
2211001017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1.50

2211001016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6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6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82.50

2221002017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77.75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26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70.75
2221002022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70.50

2221002017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70.25

2221002019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产销室 专技岗 产销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4.50

2221002017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3.75
2221002021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3.00

2221002017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2.75

2221002020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2.75
2221002022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2.75

2221002024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1.50
2221002025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81.00

2221002026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8.75

2221002019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7.75
2221002019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7.75

2221002018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6.25
2221002025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5.50

2221002020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5.25

222100202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5.00
2221002021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4.25

2221002027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3.50
2221002026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3.25

2221002027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3.25

2221002020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3.00
2221002025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2.00

2221002027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0.00
2221002027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70.00

2221002019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7.50

2221002021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6.75
2221002020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6.00

2221002026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5.00
2221002017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2.75

2221002027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2.75

2221002023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60.25
2221002023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科技室 专技岗 农业技术推广 59.50

2221002022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81.50
2221002025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81.25

2221002027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9.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23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9.00
2221002025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9.00

2221002025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7.75

2221002020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7.25
2221002024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5.50

2221002023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5.50
2221002026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5.25

2221002023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4.75

2221002023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3.75
2221002026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3.50

2221002021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3.50
2221002020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3.00

2221002027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3.00

2221002017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2.25
2221002020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2.25

2221002019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1.50
2221002017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25

2221002025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25

222100202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25
2221002025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25

2221002020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00
2221002021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70.00

2221002017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9.50

2221002023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9.00
2221002022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8.00

2221002019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7.75
2221002026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7.50

2221002024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7.25

2221002020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7.25
2221002022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7.00

2221002024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4.50
2221002023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3.75

2221002021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3.75

2221002024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3.25
2221002022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2.25

2221002023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2.00
2221002022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2.00

2221002019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1.75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20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61.75
222100202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59.50

2221002021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59.00

2221002019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56.50
2221002024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55.75

2221002027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52.25
2221002022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44.00

2221002025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25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25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27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农业信息室 专技岗 信息宣传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86.25
2221002018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85.50

2221002017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83.00
2221002026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80.00

2221002017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8.50

2221002022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6.75
2221002024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6.50

2221002022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6.25
2221002022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6.25

2221002026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5.50

2221002018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3.75
2221002026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3.25

2221002027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1.50
2221002020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0.75

2221002017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0.25

2221002022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70.00
2221002018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9.50

222100202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7.75
2221002025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7.25

2221002017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6.00

2221002018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5.50
2221002018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4.25

2221002025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62.25
2221002020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59.25

2221002026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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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02018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34.25
2221002024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4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7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 生态休闲室 专技岗 休闲农业规划设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3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专技岗 农产品质量安全 86.00
2221002018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专技岗 农产品质量安全 85.75

2221002018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北京市房山区农业环境和生产监测站 专技岗 农产品质量安全 79.50

2211002003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50
2211002003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02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03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04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3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3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03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03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02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03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03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03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03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03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04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4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3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03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03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03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2003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2002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2002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2003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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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3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2002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2002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03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02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2003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2002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50

221100200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50

2211002002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00
2211002003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00

2211002003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00
2211002003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2003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00

2211002003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50
2211002002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0.50

2211002003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8.00
2211002002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2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3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3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3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蒲洼乡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9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1019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1019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1019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19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9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9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1019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19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19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19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19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1019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19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1020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1019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1019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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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20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1019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1019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9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产业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8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1018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1018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18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18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1018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1018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8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8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8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18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18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1018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1018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1018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18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0.50

2211001018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83.00
2211001019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82.00

2211001019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82.00

2211001019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81.50
2211001019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81.00

2211001019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79.00
2211001019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75.50

2211001019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75.00

2211001019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75.00
2211001019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73.50

2211001019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64.00
2211001018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60.00

2211001018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58.50

2211001018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缺考 缺考
2211001019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市场监测科 管理岗 信息维护 缺考 缺考

2211001014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79.00
2211001014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77.00

2211001014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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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14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71.50
221100101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64.00

2211001014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64.00

2211001014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54.50
2211001014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一科 管理岗 业务经办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9.50
2211001012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3.50

2211001012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2.50

221100101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0.50
2211001011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8.00

2211001012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7.50
2211001012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7.00

221100101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6.50

2211001012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6.00
2211001012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5.50

2211001012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4.50
221100101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1.50

2211001011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1.00

2211001012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59.50
2211001012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59.00

2211001012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56.00
2211001012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54.00

2211001012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52.00

2211001012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1012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84.50
2211001012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69.50

2211001012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68.50

2211001012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65.00
2211001012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65.00

2211001012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城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3 57.50
2211002012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5.00

2211002013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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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13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2013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50

2211002012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2012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13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2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1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2013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12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12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12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12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12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12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12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13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3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3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2013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2012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00

2211002013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2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3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3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6.50
2211002015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5.00

2211002014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50
2211002014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2015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2014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50
2211002013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2013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13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3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5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3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3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4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13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2015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14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2013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14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15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1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13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14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2015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14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15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14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15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13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14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13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14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14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4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4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14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4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13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14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14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14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2013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2014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15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2014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2015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2014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2013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14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00
2211002015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2015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14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00

2211002013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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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13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00
2211002015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2.00

2211002013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9.50

2211002015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4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4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3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4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4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5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15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15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15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15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15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15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15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15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00
2211002015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00

2211002015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50
2211002015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50

2211002015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5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东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0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0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1011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1011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1011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1010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0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101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1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1010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0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1010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1010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1011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11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0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11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10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11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10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0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1011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1010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1010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1011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1011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1011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1011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00
2211001010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1010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101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50

2211001011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1011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00
2211001011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11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4.50
2211001011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9.00

2211001011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0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0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0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1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西潞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0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财务管理 77.00
2211002010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10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0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0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0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2010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10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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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10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0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向阳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向阳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11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2010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2011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201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201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2011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11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11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1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0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11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11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10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11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11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11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10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11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10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11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11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11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1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0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1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10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11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00

2211002011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00
2211002011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00

2211002011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11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51.50
2211002011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1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1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0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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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10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2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83.50

2211002012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8.00

2211002012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7.50
2211002012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5.50

2211002012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3.50
2211002012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71.50

2211002011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8.50

221100201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3.50
2211002012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62.50

2211002011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5.50
2211002012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1.50

2211002012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83.50

2211002012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82.00
2211002012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8.00

2211002012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70.50
2211002012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69.50

2211002012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2012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星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星城街道办事处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缺考 缺考
2211002009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2009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09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09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09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2009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9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9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9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09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10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2009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2009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09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09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09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09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2009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0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2009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9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2009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9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10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09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09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2009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50

2211002009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0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0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10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10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10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迎风街道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8.00
2221002027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83.50

2221002022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76.00
2221002020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73.00

2221002027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72.25

2221002019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69.25
2221002026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65.75

2221002024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61.00
2221002026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50.50

2221002020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刊播部 专技岗 编辑记者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75.00
2221002027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74.75

2221002020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73.00
2221002020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69.25

2221002024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67.75

2221002017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66.75
2221002019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62.50

2221002026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融媒体中心 融创部 专技岗 传媒产业 缺考 缺考
2211001006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商务局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房山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员 73.50

2211001006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商务局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房山区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员 70.00

221100102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7.00
2211001020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1 53.50

2211001017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00
2211001018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1018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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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18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1017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8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17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17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1018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17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8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1017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18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1018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1018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17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7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8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石楼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1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8.00

2211001021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7.50

221100102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4.00
2211001021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8.00
2211001021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4.50

2211001021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3.00

2211001021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3.00
2211001021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1.00

2211001021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0.50
221100102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7.00

2211001021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职员 34.50

2211001021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9.00
2211001021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6.50

2211001021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5.50
2211001021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5.00

2211001021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3.50

2211001021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2.00
2211001021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21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8.50
2211001021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8.00

2211001021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7.5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21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6.00
2211001021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5.50

2211001022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4.50

2211001022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63.50
2211001021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9.00

2211001021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7.50
2211001022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6.50

2211001021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50.00

2211001021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21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21002027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85.25
2221002026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81.25

2221002026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9.75

2221002023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8.00
2221002017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3.50

2221002021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3.50
2221002023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3.00

2221002018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71.50

2221002023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65.25
2221002021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51.50

2221002020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缺考 缺考
2221002026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缺考 缺考

2221002025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缺考 缺考

2221002027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计量检测所 计量检测所 专技岗 检验检测 缺考 缺考
2211001005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1005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1005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05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1005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05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05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05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1005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05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1005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05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05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05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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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05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1005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5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5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5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消费者协会 消费者协会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4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9.00
2211001004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8.00

2211001004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5.00

2211001004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4.00
2211001004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1.50

221100100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81.50
2211001004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9.50

2211001004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9.00

2211001004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8.50
2211001004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8.00

2211001004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7.50
2211001004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6.00

2211001003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5.00

2211001004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4.00
2211001004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4.00

2211001004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3.00
2211001004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3.00

2211001004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2.50

2211001004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2.50
2211001004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2.00

2211001003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1.50
2211001005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1.00

2211001004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70.00

2211001004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9.50
2211001004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9.00

2211001004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6.00
2211001004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5.00

2211001004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2.50

2211001004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61.00
221100100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3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4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4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缺考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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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04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行政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3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8.00

2211001003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1003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1003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1003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1003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1003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03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1003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03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03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水务中心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21002024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69.00

2221002020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64.25
2221002017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50.25

2221002027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46.50
2221002024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教练员 （综合）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体能教练员 72.00
2221002024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专技岗 体能教练员 35.00

2211001001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1001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1001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01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房山区体育运动学校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6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81.00

2211001006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75.00
2211001006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74.00

2211001006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71.00

2211001006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69.50
2211001006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管理岗 宣传推介岗 67.00

2211001006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研究规划部 管理岗 研究规划岗 78.50
221100201001 男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管理岗 办公室文员 79.50

221100201002 男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管理岗 办公室文员 75.50

221100201003 女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管理岗 办公室文员 70.00
2211001010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1010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1010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建发展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21002018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4.25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17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2.50
2221002018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2.25

2221002025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1.50

2221002024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0.25
2221002021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80.00

2221002019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9.50
2221002024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9.25

2221002018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50

2221002023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25
2221002025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25

2221002021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25
2221002025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00

2221002021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8.00

2221002026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7.75
2221002022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50

2221002024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50
2221002019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50

2221002027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50

2221002019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00
2221002020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6.00

2221002018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5.00
2221002017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4.75

2221002027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4.75

2221002024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3.75
2221002027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3.50

2221002019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2.00
2221002019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1.25

2221002022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0.75

2221002019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0.50
2221002018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0.50

2221002022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0.50
2221002021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70.25

2221002022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8.75

2221002025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7.75
2221002023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6.00

2221002018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6.00
2221002023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5.75

2221002020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5.25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18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3.75
2221002023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2.75

2221002019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2.50

2221002019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1.75
2221002024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1.50

2221002025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1.00
2221002017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1.00

2221002026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0.75

2221002023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60.00
2221002026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49.50

2221002023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3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9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8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6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公益电影服务 缺考 缺考
2221002017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84.25

2221002017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81.25

2221002021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80.50
2221002019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80.25

2221002017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9.75
2221002019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9.00

2221002017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8.50

2221002018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8.00
2221002026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8.00

2221002020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7.50
2221002025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7.00

2221002021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7.00

2221002017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6.50
2221002019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5.50

2221002022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5.00
2221002026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5.00

2221002022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4.75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21002025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4.75
2221002027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4.25

2221002026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4.00

2221002025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3.50
2221002024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3.00

2221002024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2.25
2221002018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1.75

2221002025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71.50

2221002023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9.75
2221002019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8.75

2221002019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8.00
2221002021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7.75

2221002026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7.00

2221002019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3.25
2221002022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1.25

2221002021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61.25
2221002024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59.50

2221002022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19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19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1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3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2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6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7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 信息服务部 专技岗 信息化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1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1024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1024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50
2211002002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02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24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24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24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01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23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01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01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2001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2002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1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24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24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2002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23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1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1024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1023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24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24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01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1024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24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23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24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24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1023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02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01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24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1024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1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1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1024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1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02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102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1024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01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01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01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02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02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1023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2001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1023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2001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24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23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24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2002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00

2211001024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24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00

2211002001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1023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01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1024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2001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00

2211001023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50

2211002001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00
2211002002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02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02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1024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1024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00
2211002001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23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23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00

2211001024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00

2211002002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4.00
2211002001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50

2211001024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50
2211002002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3.00

2211002002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0.00

2211002001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6.50
2211001023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6.50

2211002002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4.50
2211001023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4.50

2211002001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2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1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4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1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1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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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1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2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1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3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4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市民活动中心 市民活动中心（党群活动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4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50
2211002004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04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04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04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信访办排查调处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15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5.00
2211001014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4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1015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50
2211001015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1015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4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5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5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便民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15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8.50

2211001015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00
2211001015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50

2211001015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1015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15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15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1015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5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15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1014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1015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1015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1015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1015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5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15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1015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1015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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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15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1015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1015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1015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1015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5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5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应急管理 79.00

2211002005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应急管理 73.00

2211002005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应急指导和政务服务中心 管理岗 应急管理 63.00
2211002006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8.50

2211002005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7.00
2211002006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6.50

2211002005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6.00

2211002006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50
2211002006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2006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50
2211002005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2006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05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50
2211002005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2006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06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06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05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06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5.00

2211002005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06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6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5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6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00

22110020060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5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5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5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5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5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05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5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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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6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05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05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06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06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00

2211002006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05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2006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06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50
2211002005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2005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2006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2006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00

2211002006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2005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9.50

2211002005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50
2211002006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06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00

2211002006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1.00
2211002006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8.00

2211002005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6.00
2211002005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6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6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财政分局监督检查所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00

2211002006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072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7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072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3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5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80.75
2221002024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9.75

2221002025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5.75

2221002023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5.00
2221002024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7.00

2221002018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6.50
2221002021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5.50

2221002017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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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02023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风幼儿园 专技岗 财务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05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83.50

222100202403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82.25

222100201701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9.50
222100202602 男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7.00

222100202304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6.00
222100202505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5.75

222100201703 男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5.50

222100202102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4.25
222100201902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2.75

222100201802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72.25
222100201801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9.50

222100201702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7.75

222100202503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66.25
222100202305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58.75

222100202601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54.25
222100202504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2603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缺考 缺考

222100201903 女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专技岗 财务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8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79.50

22110020082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74.50
221100200830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67.50

22110020082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90.50
2211002008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2008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50
2211002007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2008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2.00

2211002007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00
2211002007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50

2211002007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8.00
2211002008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07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08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08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50

2211002008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07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072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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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8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2007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4.50

2211002008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7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50
2211002007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8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72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50

2211002008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08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8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8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50
2211002007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1.00

2211002008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08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07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2008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08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00

2211002008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07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20072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2008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50
2211002007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2007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00

2211002008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2008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2008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0.50
2211002008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8.00

2211002008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7.50

2211002007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2007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5.00

2211002007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8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7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9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活动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2211002009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活动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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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9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活动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3.00
2211002009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活动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2009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文化活动中心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06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88.50
2211001006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85.00

2211001006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83.50
2211001006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9.00

2211001006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3.00

2211001005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2.50
2211001005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1.00

2211001006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1.00
2211001006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06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70.00

2211001006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9.50
2211001006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9.00

2211001005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7.50
2211001006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7.00

2211001006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5.00

2211001005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5.00
2211001006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4.00

2211001006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3.00
2211001006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3.00

2211001006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2.00

2211001005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60.00
2211001006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59.00

2211001006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58.00
2211001005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58.00

2211001005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50.50

2211001005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48.00
2211001005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05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06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林场 管理岗 职员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果树技术推广站 专技岗 技术员 81.75

2221002025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果树技术推广站 专技岗 技术员 80.00
2221002027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果树技术推广站 专技岗 技术员 76.75

2221002021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82.00
2221002022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81.75

2221002022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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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002023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77.75
2221002024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70.50

2221002023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60.25

2221002020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缺考 缺考
2221002020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产业服务站 专技岗 技术员 缺考 缺考

2221002023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资源监测站 专技岗 技术员 78.75
2221002024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资源监测站 专技岗 技术员 74.50

2221002025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资源监测站 专技岗 技术员 66.50

2221002020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资源监测站 专技岗 技术员 65.00
2221002019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林果科技服务中心 林业资源监测站 专技岗 技术员 缺考 缺考

2211001009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党政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1.00
22110010092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文物管理处 文物保护科 管理岗 综合管理2 80.50

2211001020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1.50

2211001020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1020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2.00

2211001020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202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50

22110010202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1020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5.00
2211001020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3.50

2211001020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便民服务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0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1020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9.00

22110010200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1020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6.00

2211001020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0.50
2211001020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9.00

221100102012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7.00

2211001020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6.50
2211001020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50

2211001020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4.00
221100102001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50

2211001020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00

2211001020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1.50
2211001020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56.50

2211001020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2.00
221100102008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20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准考证号 性别 报考单位 报考部门 岗位类别 报名职位 总分 缺考

221100102015 男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生态环境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329 男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84.00

221100101229 女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79.50

221100101228 男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74.50
221100101230 男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67.50

221100101328 女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66.00
221100101227 女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330 男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北京房山中央休闲购物区长阳核心区综合管理中心 管理岗 信息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132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81.00
22110010132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80.50

2211001013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75.00
2211001013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72.50

22110010132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70.00

221100101326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61.00
221100101325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城乡发展服务中心 管理岗 技术服务 缺考 缺考

2211001013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87.50
2211001013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74.00

221100101317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73.50

221100101320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73.00
2211001013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71.50

2211001013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70.00
2211001013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65.00

2211001013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 市民诉求处置中心（综治中心） 管理岗 诉求处理 60.50

221100100925 女 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5.00
221100100924 男 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50

221100100923 男 北京市房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处 办公室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4.00
2211002015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3.00

2211002016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80.00

2211002016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50
2211002016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77.00

2211002016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8.50
2211002016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62.00

2211002016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46.00

2211002016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15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燕山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管理岗 综合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2004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76.50
2211002005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75.50

2211002004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7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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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2005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69.00
2211002004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65.50

2211002005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64.00

221100200419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62.50
22110020041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56.50

22110020042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新闻宣传 缺考 缺考
2211002004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83.00

2211002004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82.50

221100200410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82.00
221100200405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80.50

221100200409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80.00
2211002004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8.50

22110020040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8.00

2211002004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7.50
2211002004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7.50

2211002004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1.50
2211002004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70.50

2211002004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69.50

221100200414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69.50
2211002004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67.50

2211002004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燕山融媒体和网信中心 管理岗 舆情监测 59.50
22110010092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党群工作部 管理岗 工会事务 69.00

221100100816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党群工作部 管理岗 工会事务 65.00

2211001008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党群工作部 管理岗 工会事务 64.00
2211001008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新材料产业工作部 管理岗 基础设施建设 85.50

22110010081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新材料产业工作部 管理岗 基础设施建设 76.00
2211001008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新材料产业工作部 管理岗 基础设施建设 74.00

221100100813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新材料产业工作部 管理岗 基础设施建设 61.50

2211001008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新材料产业工作部 管理岗 基础设施建设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79.00

2211001008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76.50
22110010080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68.00

2211001008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66.50

22110010080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61.50
2211001008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55.50

2211001008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缺考 缺考

2211001008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规划发展与企业服务部 管理岗 金融管理 缺考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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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00100918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良乡经济开发区工作部 管理岗 园区运行 74.50
221100100920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良乡经济开发区工作部 管理岗 园区运行 65.50

221100100919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良乡经济开发区工作部 管理岗 园区运行 51.50

221100100921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良乡经济开发区工作部 管理岗 园区运行 50.50
221100100917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良乡经济开发区工作部 管理岗 园区运行 缺考 缺考

22110010091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86.50
22110010090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83.00

22110010090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81.00

221100100909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8.50
22110010090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6.50

221100100916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6.00
221100100912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5.00

221100100901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73.00

221100100908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68.50
221100100914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68.50

22110010090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67.50
221100100910 男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67.00

221100100902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63.00

221100100907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57.50
221100100913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缺考 缺考

221100100915 女 北京市房山区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服务中心 产业创新发展促进部 管理岗 综合服务 缺考 缺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