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华区2019年基层党务工作者（高级非班子）资格认证考试成绩
试室 准考证号 身份证后4位 所属党（工）委 是否合格 备注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2 1820 观湖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3 1734 区直机关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4 5035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5 3121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6 0947 两新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7 3529 福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8 2413 两新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09 0105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0 0035 大浪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1 0029 民治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2 5340 大浪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3 3526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4 1773 区直机关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5 4627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6 6967 龙华区外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7 2849 卫生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8 7023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19 2940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0 8884 福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1 4320 区直机关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2 112X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3 2425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4 3128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5 0339 观湖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6 0063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7 0129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8 3517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29 4874 大浪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0 3528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1 3222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2 5123 福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3 4439 教育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4 4822 龙华区外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5 0040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6 4096 福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7 4815 福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8 1720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39 0626 龙华投管 不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40 0022 龙华区外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41 5552 龙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42 3129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七试室 201904343 0017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4 0067 观湖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5 3035 区直机关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6 6627 大浪街道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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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7 4923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8 1549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49 2424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0 3821 龙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1 4524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2 6341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3 3928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4 693X 区直机关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5 3183 龙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6 3825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7 4511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8 3110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59 7289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0 5525 公安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1 7670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2 1128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3 7525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4 5367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5 0546 民治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6 0068 公安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7 2424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8 2982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69 0069 大浪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0 0926 教育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1 6120 电信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2 002X 教育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3 4154 民治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4 3389 教育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5 002X 民治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6 2916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7 0815 两新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8 0020 龙华区外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79 5711 公安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0 6961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1 4211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2 4425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3 3242 龙华区外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4 442X 观湖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八试室 201904385 3111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86 0047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87 3515 观湖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88 1652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89 1924 两新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0 0025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1 2816 区直机关 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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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2 0029 两新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3 0021 观湖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4 568X 福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5 3143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6 4229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7 7820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8 5121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399 1025 大浪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0 0000 区直机关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1 4629 民治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2 3467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3 0928 观澜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4 201X 公安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5 5144 卫生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6 0057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7 3562 福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8 0043 观湖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09 0528 两新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0 8816 区直机关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1 3565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2 6525 大浪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3 680X 观澜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4 3022 龙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5 1528 龙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6 760X 龙华区外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7 5029 民治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8 1824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19 6419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0 0086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1 3125 大浪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2 7270 区直机关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3 7520 福城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4 4581 生态环境局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5 0049 民治街道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6 3512 龙华街道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7 0325 龙华街道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28 2074 卫生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33 3167 两新 不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34 5555 两新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35 5789 两新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57 0740 龙华区外 缺考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58 7350 龙华区外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59 4520 龙华区外 合格

第一百零九试室 201904460 2822 龙华区外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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