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考证号 报考单位 岗位类型 成绩
是否进入资格

审核范围

25040001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3.50 是

25040002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00 是

25040004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0.00 是

25040005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9.50 是

25040006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7.50 是

25040003 北宫镇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50 是

25010003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50 是

25010009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50 是

25010007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50 是

25010002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25010005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25010004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9.50 否

25010001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9.00 否

25010008 北宫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2.50 否

25030001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4.50 是

25030004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25030006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0.50 是

25030002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7.00 是

25030007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5.00 是

25030005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4.00 是

25030003 北宫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57.50 否

19040002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50 是

19040007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00 是

19040005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50 是

19040006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7.50 否

19040001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6.00 否

19040003 成寿寺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5.50 否

1901000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00 是

1901000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1901000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50 是

1901001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00 是

1901001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1901001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00 是

1901000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3.50 否

1901000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2.00 否

1901000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2.00 否

1901000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34.00 否

1902011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902000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902000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902016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902008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902003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902003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902004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902003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902007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902011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902017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902011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902017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902015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902002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902008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902008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902012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902016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902009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902002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902004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902006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902006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902009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902001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902017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902009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902010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902012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902012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902004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902007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902016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902017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902002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12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13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15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16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17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902001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902003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902012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902017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902007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902011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902012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902000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1902002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1902007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1902014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1902014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1902014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1902011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1902013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1902014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1902002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1902004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1902006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1902003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1902006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1902002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是

1902004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是

1902005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是

1902007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是

1902013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是

1902001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02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10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11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13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16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17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902000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902001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902005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902006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902009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902000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02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03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04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05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06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14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902010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902005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902007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902017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902016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902004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902000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902013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902016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902016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902006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902007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902010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902010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902012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902006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902010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902010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902011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902011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902001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902014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902015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902001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902015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902004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902001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902005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902009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902012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902013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902003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1902008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902004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902005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902009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9020122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902010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902013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902014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902016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902002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9020086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902000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1902010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1902015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19020039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902007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902015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9020053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19020068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1902003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50 否

1902000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00 否

19020094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2.50 否

19020131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00 否

19020075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00 否

19020170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3.00 否

19020087 成寿寺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0.00 否

19030001 成寿寺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4040002 大红门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29.00 否

405000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4010005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5.50 是

4010004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00 是

401000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00 是

4020002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6.00 是

4020019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402004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402003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4020032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4020014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4020036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4020003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4020028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402002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4020024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4020005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4020009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4020039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是

4020033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4020025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402001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4020026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4020020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4020016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4020007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4020008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4020023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4020038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4020012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4020037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4020018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4020010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4020030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4020001 大红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0.50 否

6040001 东高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成绩无效 否

6040002 东高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5.00 是

6040005 东高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7.00 是

6040006 东高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6040004 东高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50 是

6050005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00 是

6050006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50 是

6050003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00 是

6050002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00 是

6050004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0.00 是

6010004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00 是

6010012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6010006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6010008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6010003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6010005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6010011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6010013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00 是

6010010 东高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35.50 否

6030003 东高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 76.00 是

6030001 东高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 73.00 是

6030005 东高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 68.00 是

6030002 东高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 61.50 是

704000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5.00 是

704000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50 是

705000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705000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5.00 是

705000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00 是

705000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0.50 否

705000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37.50 否

701001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3.00 是

701001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2.00 是



701000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701000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701001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701000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50 是

7010020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701000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701001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00 是

701001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701000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50 是

701000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00 是

701001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00 是

701001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00 是

701001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7.00 否

701001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3.50 否

701000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3.00 否

701000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1.00 否

7010010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9.50 否

701000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38.00 否

702006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50 是

702003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702005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702002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702003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702005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7020020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702002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702005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702005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702006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702001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7020044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702001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702003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702001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702004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702002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702000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7020010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是

702003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是

702006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702005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702002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是



702000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702000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702002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702004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702001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是

702003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是

702000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702001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702002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702000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702004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7020051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7020032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702005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7020023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7020006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702004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7020050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7020045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50 否

702001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7020049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7020047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00 否

7020038 东铁匠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3040001 方庄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3.50 否

1302004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1302000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302001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302003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1302006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1302001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302006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1302004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302005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302007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302001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302004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302000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302005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302002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302003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302008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302000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302003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302003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302000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302002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302001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302004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302004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302004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302006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302008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302002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302007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302007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302002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302003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302005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302006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302008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302001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302005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302008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302004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302005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302008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302002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302004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302000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302005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302007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302007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3020010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302001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302008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302000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302002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3020057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302006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302006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302001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302008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302004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3020072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3020009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302006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302005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302007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302007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302000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302002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3020028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3020086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302003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3020074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3020033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302005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50 否

1302001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50 否

13020085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5.00 否

13020031 方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2.00 否

9040007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5.00 是

9040006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9.00 是

9040005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4.50 是

9040004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4.00 是

9040001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2.00 是

9040003 丰台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50 是

905000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905000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905000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48.00 否

902000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902000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902002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9020008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902003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9020070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902001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902003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9020020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902006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9020048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902005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902005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902002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9020060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902003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否

9020036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902002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902006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902007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902001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902001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902004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902001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902003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902003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902005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902005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902006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9020028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902002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9020038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902007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902004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902005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902000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902004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9020030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902005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902005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902006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9020005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902004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9020068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9020026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9020013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9020040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9020006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902001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902004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9020072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902003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9020061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902003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9020049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50 否

9020074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9020066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9020007 丰台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00 否

9030005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82.50 是



9030007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2.50 是

9030001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9030003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0.00 是

9030006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6.00 是

9030009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2.00 是

9030004 丰台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57.00 否

30050037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2.00 是

30050040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1.00 是

30050004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0.00 是

30050015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8.00 是

30050032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00 是

30050027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50 是

30050005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30050025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0050036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0050041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0050043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0050028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30050046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30050007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30050022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30050030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30050042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30050011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50 是

30050026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50 是

30050012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30050023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30050033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30050009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30050013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30050039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00 是

30050044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50 是

30050045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50 是

30050021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0050024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0050035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7.50 是

30050017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7.00 是

30050006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5.50 是

30050047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30050002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50 否

30050016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00 否

30050048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7.00 否



30050029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4.00 否

30050038 丰台科技园区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0.00 否

16040001 和义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82.50 是

16040002 和义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4.00 是

16010001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16020002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6020006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6020013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6020004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16020005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16020001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16020008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6020011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6020007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6020010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6020012 和义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6030001 和义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5.50 是

18040013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7.50 是

18040008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7.00 是

18040007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0.50 是

18040006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00 是

18040016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50 是

18040017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5.00 是

18040018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5.00 是

18040015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4.50 是

18040003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2.50 是

18040009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00 是

18040005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8.00 否

18040002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7.50 否

18040004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4.00 否

18040019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3.50 否

18040014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1.00 否

18040010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7.00 否

18040020 花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5.00 否

180500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180500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00 是

180100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00 是

1801000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50 是

180100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00 是

1801000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50 是

1801001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50 是

1801000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1801001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1801000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00 是

180100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180100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4.00 是

1801001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00 是

1801001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8.00 否

1802009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802031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802046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802044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4.00 是

1802013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3.00 是

1802009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1.50 是

1802001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1.00 是

1802029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802046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802016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1802007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1802009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1802015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1802001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802013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802015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802021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802038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802007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10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19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33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35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44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46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47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47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802007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180201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802018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802031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802031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802046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802007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08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20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29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34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37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39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802010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802019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802026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802029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802005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14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17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17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28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40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47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802003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07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07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07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14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14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16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22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29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37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38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40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802000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23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24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38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39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41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80202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802021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802023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802034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802047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802020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802024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802027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80203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802043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80200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11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15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17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26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32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802008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11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12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16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18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24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31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35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44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45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45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46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46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802000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10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12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18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2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27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802002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12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17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17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24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29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31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32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43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45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48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80201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12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24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30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38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1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2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3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5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7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48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802004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802034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802034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802046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802019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25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30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33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35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45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46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48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802004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07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12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15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19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44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802002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03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06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16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2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27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45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80200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03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09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18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22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3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34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43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802003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05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16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23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27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32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48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1802003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03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05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06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15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25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28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802000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03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08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14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16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29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33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802006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09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11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13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14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17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21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21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25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32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36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41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42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42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47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802001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02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04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05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17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19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19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25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30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32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41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802004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04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05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09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14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17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22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23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39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41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802002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802026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80204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802040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802006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06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11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19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21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33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34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36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41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43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45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47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802002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05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07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13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18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25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26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42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44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802001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802022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802028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802039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80204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802004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802032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802042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802043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802005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10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11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13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15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2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21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22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27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42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45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45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47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802003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04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05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06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15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22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28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33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39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802002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03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04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17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24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29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30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36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39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40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48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802006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802026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802040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802015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802025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802028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802036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802043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802025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802027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802038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802043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802044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802024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802044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802027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802032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802039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80200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00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02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1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30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36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42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45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47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802019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802022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80203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802035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802037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802038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802002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802012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802015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802025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802049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802004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802006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802043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802046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802037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1802046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1802002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802033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802044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802048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802033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802035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802040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802002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802018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802039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802016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802030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802007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802009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802042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802048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802000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80201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802013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802005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802018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802027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802011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802033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802034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802038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802014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8020231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802026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802013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1802005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11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11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292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298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343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39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802038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802013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50 否

1802012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50 否

1802012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802018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802040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802025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2.00 否

1802011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50 否



1802023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50 否

18020016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50 否

1802016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50 否

18020269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00 否

1802039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00 否

1802000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802028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802041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802036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7.50 否

1802037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7.00 否

1802009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5.50 否

1802032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5.00 否

1802034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4.50 否

1802020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3.00 否

18020235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1.50 否

18020084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8.50 否

1802018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5.00 否

18020357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3.00 否

18020310 花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1.00 否

22040001 看丹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5.00 是

22050001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50 是

22050004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22050003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22050002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00 是

22010001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22010003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22010005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6.50 否

22010002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2.00 否

22010004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0.50 否

22020013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2020008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2020011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22020004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2020003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2020006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2020012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22020010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22020007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2020005 看丹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3105002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9.50 是

31050045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9.00 是

31050020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8.00 是



31050044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8.00 是

3105000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7.00 是

31050028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50 是

3105005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5.00 是

31050017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50 是

31050037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3105003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31050038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31050011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1050047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31050005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31050018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31050024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00 是

31050029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31050051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31050014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31050048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31050003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31050039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31050023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1050026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1050031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1050035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1050050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00 是

3105001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7.00 是

31050043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7.00 是

31050015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50 是

31050006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5.00 否

31050049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否

31050016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50 否

31050013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50 否

31050004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00 否

31050007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00 否

31050040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00 否

31050041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9.50 否

31050010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8.50 否

31050042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8.50 否

31050027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3.00 否

31050034 丽泽商务区管委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36.00 否

8040002 六里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00 是

8040001 六里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9.50 是

8040003 六里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50 是



8040004 六里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7.00 否

8050002 六里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8050003 六里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2.00 是

8050001 六里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50 是

8050005 六里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0.00 是

8030002 六里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2.00 是

8030001 六里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8030005 六里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8.00 是

8030003 六里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7.50 是

8030006 六里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4.50 是

17040005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50 是

17040008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1.00 是

17040007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00 是

17040004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4.50 是

170400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17040009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170400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8.00 否

17040006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0.50 否

17040002 卢沟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34.00 否

1701000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00 是

1701000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7.00 是

1701000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50 是

1701001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3.50 是

1701001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170100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1701001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00 是

170100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1701000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1701001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50 是

1701001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50 是

1701000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50 是

1702015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1702016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702004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1702004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1702005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702008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702022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702012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702015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702003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1702005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1702012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702000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702000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702013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702013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702022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702001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702002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702005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702010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702015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702001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702007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702008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702014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702018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702000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01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08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09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10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14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19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20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22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702015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702023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702000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01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06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13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20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23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702003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06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11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15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20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23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702004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702006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702000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702002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702011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702013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702002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702003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702022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702007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702016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702020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702002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1702014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1702016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1702020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1702009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1702004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702004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702016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702017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702005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702019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702002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4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5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5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6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9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9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10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11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2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21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23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702001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01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07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09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12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14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14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21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702001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07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1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14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17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22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22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702007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70201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702017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702022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702014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702019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702021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70200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702018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702001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02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03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10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13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18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21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702003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702012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702016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702016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702002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702005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702007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702010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702012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702002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702009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702013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702002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702009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70202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702021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702012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702003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702007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702009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702009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702003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06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11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19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19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19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20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702014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702022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702011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702018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702000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702020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702014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702004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702000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702001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702008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70200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702003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702017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702008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702017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702006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1702006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702015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702018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702013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702001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702007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702003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702014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7020136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702008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702013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702017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50 否

1702010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17020192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17020054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50 否

17020191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00 否

17020040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17020227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7020053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7.50 否

1702005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6.00 否

17020098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6.00 否

17020199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4.00 否

17020175 卢沟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0.00 否

17030004 卢沟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81.50 是

17030002 卢沟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50 是

17030001 卢沟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3.50 是

17030003 卢沟桥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0.50 是

15040004 马家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00 是

15040003 马家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1.00 是

15040001 马家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50 是

15040002 马家堡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5.00 否

1505001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505000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3.00 是

1505000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7.00 是

1505000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5.50 是

1505000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5.00 是

1505001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1505000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50 是

1505000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50 是

1505001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50 是

1505001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1501000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501000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83.50 是

1501000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50 是

1501000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50 是

1501001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2.50 是

1501001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50 是

1501000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50 是

1501000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1501000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9.50 否

1502002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3.00 是

1502004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50 是

1502006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1502013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1502002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502004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1502009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1502004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00 是

1502008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502006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502004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502003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502009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502003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502001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502001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502006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502000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502008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502012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502001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502002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502002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502011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502002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502006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502002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502004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502001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502003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502005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502010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502012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502011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502002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502006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502013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502003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502004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502008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502006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502007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502010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502013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502007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502009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502012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502013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1502007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502010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502011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502011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502000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502006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502007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502008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502000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502007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502010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502013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502002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502009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502010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502001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502009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502001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502007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502009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502001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502009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502004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502008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502009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502010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502005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502009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502011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502013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5020077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502011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502000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502005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502008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502010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502012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5020052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502008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502012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5020136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502001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502007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502010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5020029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502004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502007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502009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502003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5020113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502001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502004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5020088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1502000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5020114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5020005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1502012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1502005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00 否

15020080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00 否

15020061 马家堡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50 否

5040001 南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501001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3.50 是

501000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501000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501001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501000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501000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501001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00 是

501001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00 是

501000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50 是

501001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50 是

501000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7.00 否

501001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6.00 否

501001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9.50 否

502012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502013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502002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502007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502001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502013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502018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502002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502014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502017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502005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502008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502011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502005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502002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502003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502010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502010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502013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502019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502001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502004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502008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502006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502009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502013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502017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502005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502005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502007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502009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502012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502000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502016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502008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09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09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13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15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18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502000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01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02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11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12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17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502002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502016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502006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502007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502008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502018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502014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502018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502000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502004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502010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502011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502008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502012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502014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502015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502015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502013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502014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502003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502004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502010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502016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502018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502003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502005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502008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502009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502011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502001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502005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502007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502009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502010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502000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502011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502012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502013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502004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502005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502006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502017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502017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502006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502010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502012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502003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07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09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12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16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17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502002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5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5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6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8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9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9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1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2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2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3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4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16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502000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00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02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06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07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14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502000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01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01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06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12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14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15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19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502007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502017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502010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502015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502004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502000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502003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502011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502004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502005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502016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502003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502015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502015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502016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502017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5020042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502016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502006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502018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5020047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502007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502011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502014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502015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502009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5020174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502018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502018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502001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00 否

5020020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5020039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5020036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00 否

502004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2.50 否

502010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00 否

5020013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00 否

5020088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2.50 否

5020081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8.50 否

5020085 南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0.00 否

5030004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6.00 是

5030009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5.00 是

5030011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2.00 是

5030005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5030008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是

5030006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0.50 是

5030003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4.50 否

5030012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1.50 否

5030010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1.00 否

5030001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0.50 否

5030002 南苑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48.00 否

24040005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82.00 是

24040004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5.00 是

24040006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50 是

24040008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50 是

24040001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24040002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0.00 是

24040003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8.00 否



24040010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6.00 否

24040007 青塔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30.00 否

2405000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0.50 是

2405000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7.00 是

2405000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00 是

2405000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5.00 是

2405000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50 是

2405000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2405000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2.50 是

2405000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8.50 否

2401002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87.00 是

2401000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80.50 是

2401000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00 是

2401001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50 是

2401001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50 是

2401001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50 是

2401000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3.00 是

2401001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3.00 是

2401002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2.50 是

2401002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2.00 是

2401000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2401001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50 是

2401001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2401001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2401002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2401002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00 是

2401002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00 是

2401000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7.00 否

2402001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2402006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2402010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2402001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2402002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402009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402002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2402010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2402000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2402002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2402002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2402005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2402007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2402007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2402003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402002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2402002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2402006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402011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402011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402011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402005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402005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402009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402010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402003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2402004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2402007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2402002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2402010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2402005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402010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402011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402001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402004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402004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402009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402010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2402001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402001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402004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402005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402006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2402004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402004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402010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402012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402000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2402000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2402007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402007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2402003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402003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402006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402006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402009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2402008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402007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402008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402009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402011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402001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2402003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2402005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2402003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2402006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2402001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2402002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2402009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2402000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402003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402003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402005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402008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402004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2402008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402009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402010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4020105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402009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24020050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402002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402003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402008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402011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2402000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2402004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24020049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2402006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2402000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24020053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2402012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2402004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2402007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24020118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24020121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24020082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00 否

24020006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24020074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7.00 否

24020027 青塔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14.00 否

24030005 青塔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成绩无效 否

24030004 青塔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7.50 是

24030006 青塔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6.00 是

24030002 青塔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0.50 是

27050004 区教工委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0.00 是

27050003 区教工委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27050002 区教工委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2.00 是

27050001 区教工委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48.50 否

29050005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29050009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00 是

29050008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29050017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29050007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29050016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29050010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29050004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7.00 是

29050012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00 是

29050014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00 是

29050001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2.00 是

29050006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50 是

29050013 区市场监管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0.00 是

28050001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7.00 是

28050003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5.50 是

28050010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28050013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28050005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28050006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50 是

28050011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9.50 是

28050008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28050012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0.00 是

28050007 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8.50 否

20040001 石榴庄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1.00 是

2001000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20010001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00 是

2001000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00 是

20010008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2001000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8.00 否

20020028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2002001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00 是

20020040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20020003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002004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20020001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20020020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2002003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20020013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0020053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002005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2002003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2002000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20020008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20020019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002001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2002001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0020029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20020033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20020017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2002005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20020048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2002002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2002002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2002005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20020007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020021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02002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02000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002004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0020051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0020039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2002000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020030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02004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020050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020059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020044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20020005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0020027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0020010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0020031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0020057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0020023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20020049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20020058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2002001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20020026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20020032 石榴庄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2040002 太平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2.00 是

2040001 太平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0.00 是

2040004 太平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1.00 否

201000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50 是

201000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5.50 是

201000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201000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50 是

201000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201000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00 是

201000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2020047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50 是

202004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202006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202000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202003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202000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02005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020020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2020030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2020007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202002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02004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02000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02006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02000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020050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02000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02001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202001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202005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否

202005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否

202006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否

2020010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否

202004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02006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02006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02006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202003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202004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202002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02003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02003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02003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02004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202001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2020029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202005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202001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2002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2004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20059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2007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020017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202002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2020055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202002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202001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2004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2006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202005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02007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020009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2020031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2020060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2020049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202003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2020019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2020072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2020003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2020074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2020027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2020006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7.00 否

2020018 太平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0.00 否

14050002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0.00 是

14050001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50 是

14050003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5.50 否

14050004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43.00 否

14010002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14010001 宛平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2.00 否

26010011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50 是



26010012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50 是

26010005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9.00 是

26010008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6.00 是

26010004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26010014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26010001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26010003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26010010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00 是

26010009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50 否

26010007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00 否

26010013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7.50 否

26010006 王佐镇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0.00 否

26030002 王佐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81.50 是

26030003 王佐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6.50 是

26030001 王佐镇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5.50 是

23040002 五里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00 是

23040001 五里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0.50 是

2305000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8.00 是

2305000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7.50 是

23050008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6.00 是

2305001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23050004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00 是

23050009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6.00 是

2305000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5.50 是

23050005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2305000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50 是

2305000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50 是

2305001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1.50 是

23050010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3.00 否

2301000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9.00 是

23010005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50 是

23010004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00 是

2301000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4.00 否

2301000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0.50 否

2302004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1.00 是

23020028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2302000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3020030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302002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302004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302000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23020025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3020008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3020029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23020039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2302000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2302003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2302002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2302003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2302001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是

2302000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2302002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2302003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23020014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2302001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2302001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23020018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23020046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2302002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23020004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3020009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302002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3020040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3020015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3020038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23020031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23020043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23020010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23020035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23020047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23020012 五里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23030005 五里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成绩无效 否

23030003 五里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9.00 是

23030001 五里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6.00 是

23030004 五里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5.00 是

23030002 五里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50.50 否

3040006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00 是

3040005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6.50 是

3040004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50 是

3040003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0.50 是

3040001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7.00 否

3040008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4.50 否

3040002 西罗园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49.00 否

305000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0.00 是



301000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85.00 是

301000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00 是

301001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5.50 是

301000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2.50 是

301000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301001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6.00 是

301000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50 是

301000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00 是

301001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00 是

301001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00 是

301000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0.50 是

301001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8.00 否

301001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6.50 否

301001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8.00 否

301000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2.00 否

302009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302017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302001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4.00 是

302003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4.00 是

302009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302007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302017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302018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50 是

302000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302006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302002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302018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302003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302007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50 是

302000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302001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302003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302015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302006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302010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302012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302004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302004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302010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302013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302014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302015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302000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02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09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14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16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18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18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302010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302016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302016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302014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302018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302004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302006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302009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302012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302015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302002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4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4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5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7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9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13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302003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302004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302009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302005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302009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302013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302001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302003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302006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302006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13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13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14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16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17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302003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302007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302017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302006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302007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302018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302011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302013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302016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302017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302001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302018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302019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302001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302005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302013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302002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302010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302011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302018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302008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302008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302003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302010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302014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302001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302012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302010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302005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302012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302009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302010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302013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302007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302013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302010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302013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302001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02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06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07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08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09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15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302017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302011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302011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302004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302002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302005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302008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302000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302004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302011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302001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302009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302011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302014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302017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302003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3020124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302006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3020088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302014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3020157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302014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3020065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302007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302016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50 否

302002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3020163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3020022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50 否

3020129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3020080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2.00 否

302001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6.00 否

302016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4.00 否

3020026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2.00 否

3020051 西罗园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 否

10040006 新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1.00 是

10040002 新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0.00 是

10040003 新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9.00 是

10040004 新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2.00 是

10040001 新村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6.00 否

1001000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1.50 是

1001000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00 是

1001000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5.50 否

1001000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0.50 否



10010002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3.00 否

1002005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7.00 是

1002004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002001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0020049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0020027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002005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0020007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0020030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0020036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是

1002004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是

1002000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0020028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002003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002005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是

1002000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002002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0020047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10020018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10020019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0020008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002002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0020026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002004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0020021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0020016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0020032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0020038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0020052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002004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002003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002005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0020029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0020002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0020009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0020015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002003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0020006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002001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0020003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00 否

1002000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50 否

10020020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7.00 否



10020037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50 否

10020024 新村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0.00 否

1040001 右安门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3.50 是

1040003 右安门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00 是

1050004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0.00 是

1050001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1050006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是

1050005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3.00 否

1010008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80.00 是

1010010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1010005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7.50 是

1010001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00 是

1010003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00 是

1010004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0.00 否

1010002 右安门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19.00 否

21040002 玉泉营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7.50 是

2101000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5.50 是

2101000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00 是

2101000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57.00 否

21020014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00 是

2102003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1.00 是

2102001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21020004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1020040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21020055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21020028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21020027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102005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2102001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2102004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21020008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2102002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是

2102001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21020044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21020050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是

2102001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2102004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是

21020025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是

2102003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是

2102000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2102002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21020048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是



21020045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是

21020047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是

2102002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2102004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21020049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是

21020022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是

21020030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是

21020038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是

21020054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是

2102005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是

2102000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21020024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1020039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21020010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21020037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2102005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2102003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21020020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21020019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21020033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21020017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21020046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50 否

21020001 玉泉营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50 否

12040001 云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3.00 是

12040004 云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8.50 是

12040002 云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7.00 否

12040003 云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2.00 否

12050003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80.50 是

12050006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9.00 是

12050011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4.50 是

12050004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50 是

12050012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3.00 是

12050007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71.50 是

12050009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8.50 否

12050005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5.00 否

12050002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4.00 否

12050010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63.00 否

12050008 云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两新”领域党务专职工作者 59.00 否

12030003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8.50 是

12030008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7.00 是

12030001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5.00 是

12030002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0.00 是



12030004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0.00 是

12030007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4.50 是

12030005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58.00 否

12030006 云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47.50 否

11040001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3.00 是

11040002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3.00 是

110400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70.00 是

11040007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3.00 是

110400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61.50 是

11040003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54.00 否

11040005 长辛店街道 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 37.50 否

1101001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8.00 是

1101001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4.00 是

110100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1101001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70.00 是

1101000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50 是

1101000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8.00 是

1101000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3.50 是

1101000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2.50 是

1101000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1.00 是

110100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0.00 是

1101001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60.00 是

1101001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 49.00 否

1102012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成绩无效 否

1102026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90.50 是

1102007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5.50 是

1102002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2.00 是

110200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1.00 是

1102008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50 是

1102026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80.00 是

1102016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9.50 是

1102001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8.00 是

1102007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102017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50 是

1102011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102014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102019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102021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7.00 是

1102002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102012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6.00 是

1102000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102010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102024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50 是

1102017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5.00 是

1102012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102016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102017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102029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50 是

1102000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102006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102027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4.00 是

1102003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102004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102011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102027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50 是

1102001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102005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102016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3.00 是

1102011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102019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50 是

1102000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102001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102002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102014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102029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2.00 是

1102016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102018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102028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50 是

1102013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15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16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18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19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28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1.00 是

1102013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102021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102027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50 是

1102005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102021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70.00 是

1102010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102011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102014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102021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50 是

1102006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07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08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17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25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28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28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9.00 是

1102002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1102006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1102008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1102009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50 否

1102016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102022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102023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102025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102029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8.00 否

1102003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102004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102007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102027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50 否

1102004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09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10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11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13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27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7.00 否

1102005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08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14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14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14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15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19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24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50 否

1102004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102027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6.00 否

1102004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15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15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15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16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28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50 否

1102001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07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09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12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17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21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28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5.00 否

1102005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07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11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0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3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4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4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4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5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28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50 否

1102002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102007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102008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102008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102013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4.00 否

1102004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102006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102027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50 否

1102011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102013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10202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102026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3.00 否

1102019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102024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102026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50 否

1102000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0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3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5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9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9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10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12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2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23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2.00 否

1102006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14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15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18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18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26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50 否

1102006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06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09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1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12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13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19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22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26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28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1.00 否

1102006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102019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102021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102022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102022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50 否

1102003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04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04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14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18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18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20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27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60.00 否

1102008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50 否

1102005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9.00 否

1102001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102006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102010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50 否

1102004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8.00 否

1102017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102023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50 否

110201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102015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7.00 否

1102005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102023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50 否

1102001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09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09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12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24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26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6.00 否

1102026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50 否

1102002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102013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102016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102017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5.00 否

1102021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50 否

1102003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102008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4.00 否

1102003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50 否

1102025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3.00 否

1102019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102021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50 否

1102006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102010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102017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102022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2.00 否

1102002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102008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102022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102023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102025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50 否

1102001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102011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1020258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102028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1.00 否

1102005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50.50 否

1102001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9.00 否

11020180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102023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102026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8.00 否

110200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6.00 否

11020202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50 否

1102020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5.50 否

1102005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50 否

1102001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102002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102018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4.00 否

1102013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3.00 否



1102025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2.00 否

1102015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1.50 否

11020124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40.00 否

1102017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00 否

1102025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9.00 否

1102013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8.00 否

11020257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7.00 否

11020273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6.50 否

11020166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6.00 否

1102003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4.50 否

11020145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32.00 否

11020071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24.00 否

11020229 长辛店街道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一般社区工作者 0.00 否

11030003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8.00 是

11030011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6.50 是

11030009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6.00 是

11030012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6.00 是

11030007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5.50 是

11030002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4.50 是

11030001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71.00 否

11030010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8.00 否

11030008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3.50 否

11030004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63.00 否

11030013 长辛店街道 面向驻区部队随军家属招聘 57.50 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