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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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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区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用或转任重要岗位的46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2017年10月12日起到2017年10月18日止，共5个工作日。
4.公示联系科室和受理方式。联系科室：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地址：余杭区临平西大街33号，邮编：311100，举报电话：0571-86233007，短信举

报：18105712387。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

2017年10月11日

王铮，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
长，拟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

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书
记。

女，汉族，1975 年 2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9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 年 8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教育局团委
书记、团区委常委、瓶窑镇镇
长助理等职。2004年 10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瓶窑镇副镇
长、区文联副主席、党组成
员、区教育局副局长、党委委
员、党委副书记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教育系统
工作，教育专业经历和专业
素养较为丰富。在教师队伍
能力建设方面，牵头抓好干
部教师挂职研修 321 工程、

师能建设“五个一”活动、师
德师风建设三年计划等工
作；在系统党建建设方面，打
造党建“三项指数”建设，开
展“万名教师进网格，服务护
航 G20”活 动 ，牵 头 组 织
10174名教师进驻到基层一
线，提供志愿服务；在教育资
源配置等方面，实施“教育西
进”三年计划，选派 20名区
级名优教师赴西部 6所山区
小学援教，积极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合作办学。自 2014
年以来连续 3年年度考核优
秀。曾获省少先队先进工作
者、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个人等荣誉。

邱惠良，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临平街道党工委委员，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

男，汉族，1982 年 1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4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
10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城管局办公

室副主任、主任等职。2014
年 12月起先后任余杭区临
平、东湖街道党工委委员、临
平街道党工委委员等职。

该同志分管安全生产、
消防、拆违等工作和代管综
治政法期间，牵头推进街道
违建拆除、拆后利用、防控治
理、租赁房屋公共安全整治
等工作；抓好服务保障 G20
峰会工作，牵头开展夜间环
境、安全、消防等大整治行
动，扎实开展街道综合环境
专项整治工作；抓好“美丽余
杭”建设，街道被评为全区首
个无暴露垃圾镇街，区级劣
V类河道剿劣任务及小微水
体整治推进进度和完成率列
全区第一。2016 年度考核
优秀。曾获市服务保障G20
峰会先进个人、区信访（区长
公开电话）工作先进个人、区
生态建设暨环境保护目标责
任制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贾国平，现任中共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人
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拟任杭
州市余杭区司法局党委副书
记、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司
法局副局长。

男，汉族，1972 年 1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
8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大学
学历。曾任余杭临平地区检
察院驻乔司监狱检察室主
任。2006年 9月起先后任余
杭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
长、区检察院党组成员、纪检
组组长、临平地区检察院副
检察长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检察系统

工作，业务能力较为全面，办
案能力较为突出，近三年累
计侦办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位
居全省前列；牵头推进的监
所检察信息化应用岗位技能
品牌建设被评为浙江省检察
机关岗位技能训练优秀品
牌，分管临平地区检察院各
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被高
检院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专
项 检 察 活 动 先 进 集 体 ”。
2014年度、2015年度考核优
秀。曾获全省检察机关平安
护航 G20峰会先进个人、省
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
侵权犯罪专项工作先进个人
等荣誉。

王康权，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运河街道党工委委员、
办事处副主任，拟任杭州市
余杭区运河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男，汉族，1971 年 2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7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
8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市（区）五杭镇
民政办主任、区征地拆迁办
拆迁安置科副科长、征迁科
科长、星桥街道城市管理科
副科长、经济发展科副科长、
劳动管理和企业服务中心主
任、农业三产科科长、党政办
公室主任、星都社区党支部
书记等职。2011年 9月起先
后任余杭区临平、东湖街道
党工委委员、运河街道党工
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等
职。

该同志在临平、东湖街

道工作期间，牵头抓好农村
生活污水截污纳管工作、温
室甲鱼关停复耕工作，积极
参与红旗社区征迁遗留问题
解决；在运河街道工作期间，
积极引进国际卡通产业园区
项目，成功举办鱼羊美食季
活动，及时完成亭趾实验小
学改建、博陆小学的迁建和
五杭小学危旧房改造工程，
扎实抓好“美丽运河”建设相
关工作，积极参与兴旺大道
东延工程征地任务。2016年
度考核优秀。曾获区土地开
发整理工作先进个人。

郑志锋，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仁和街道党工委委员，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党
委副书记。

男，汉族，1982 年 5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6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 年 8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曾任余杭区鸬鸟镇
村镇建设环保旅游办副主
任、团委书记、党政办主任、
经发办主任、仁和街道办事
处主任助理等职。2014年 3
月起先后任余杭区仁和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党工委委员
等职。

该同志分管城建城管、
征迁安置工作期间，牵头完
成勾仁大道、杭宁高铁等项

目回迁安置工作，仁和先进
制造业基地核心区块 2803
亩的征地工作，以及街道“两
路两侧”专项整治工作，加快
基地重大项目建设，做好老
集镇立面改造和截污纳管工
程；分管组织人事工作期间，
圆满完成 2017 年街道村社
组织换届选举，注重工作创
新，实施“8090”宣讲团，下派
年轻干部到村社挂职锻炼，
畅通村社和镇街干部双向培
育机制。2015年度、2016年
度考核优秀。

韩云燕，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乔司街道党工委委员，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

女，汉族，1975 年 7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9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
8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余杭市（区）
长乐镇妇联副主席、主席、
团委副书记、径山镇党务群
团办主任、区妇联办公室主

任、权益部部长等职。2004
年 10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乔司
镇副镇长、乔司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党工委委员等职。

该同志分管文教卫
计工作期间，牵头开展“新
家庭计划-家庭发展能力建
设”项目全国试点工作，推
进国家计划生育基层群众
自治示范区建设；分管组
织、宣传工作期间，圆满完
成 2017年村级组织换届选
举工作，提炼形成“乔司好
声音”系列品牌，建立网格
党建四项工作机制，推进党
建示范点建设；积极参与街
道“美丽余杭”、“三改一
拆”、“五水共治”、征迁清零
等中心工作，牵头抓好方桥
村 综 合 环 境 专 项 整 治 工
作。自 2014 年以来连续 3
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第二十三届“绿叶奖”、市服
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先进个
人等荣誉。

沈汉平，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黄湖镇党委委员、派出
所所长，拟任杭州市余杭区
仁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男，汉族，1971年7月出
生，杭州余杭人，1999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
11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余杭区公安
分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副所
长、交巡（特）警大队余杭中
队中队长、塘栖中队中队

长、区公安分局政治处副主
任、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禁
毒大队政治教导员等职。
2011年9月起先后任余杭区
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政治教
导员（副处长级）、大队长
（副处长级）、黄湖镇党委委
员、派出所所长等职。

该同志在黄湖镇派出
所工作期间，推进“派出所
管理、农家乐协会参与、网
格员捆绑”的农家乐行业管
理工作模式，实现农家乐留
宿系统安装全覆盖；在辖区
试点开展“交治合一”警务
新模式，探索发挥“一警多
用、一警多能”管理模式，提
高辖区内道路交通事故快
速处理效率；综合运用警调
衔接、高压管控、法制宣传、
舆情疏导等手段，统筹抓好
黄湖、鸬鸟、百丈三个镇治
安工作。曾获市级服务保
障G20杭州峰会先进个人、
市禁毒先进个人、市G20峰
会先进个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