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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姚建华，现任杭州良渚新
城党工委委员、良渚街道党工
委委员，拟任杭州市余杭区瓶
窑镇党委副书记。

男，汉族，1976年8月生，
杭州余杭人，2002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杭市
（区）星桥镇（街道）文化站站
长、计划生育科科长、区人大

办综合科科长等职。2006年
9月起先后余杭区人大办副
主任、良渚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良渚新城党工委委员、良
渚街道党工委委员等职。

该同志协助分管征地拆
迁工作期间，协助完成征地
2000余亩、企业拆迁10家、回
迁安置农户150余户；分管农
业农村工作期间，积极推进

“美丽乡村”创建，推动中亚园
林“梦溪园”等民宿建设，打造
以智坤农业为主导的良渚农
业电商品牌；分管组织人事工
作期间，牵头理顺新城与街道
机关中层、国企干部管理体
制，圆满完成村级组织换届选
举工作，提升村级组织党建标
准化水平，推进良渚市场党建
工作。自 2014年以来连续 3
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市服
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先进个
人、区“双百”优秀乡村干部等
荣誉。

陈时忠，现任杭州未来
科技城（海创园）管委会创新
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副处长
级），拟任杭州市余杭区瓶窑
镇党委副书记。

男，汉族，1985 年 11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6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7年
8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曾任余杭区中泰乡
团委副书记、余杭创新基地
团工委副书记、书记、办公室
（财务处）副主任、未来科技

城（海创园）管委会办公室
（党群工作办公室）综合科科
长等职。2013年 8月起先后
任下城区团区委党组成员、
副书记、未来科技城（海创
园）管委会招商局副局长、创
新发展服务中心主任等职。

该同志在未来科技城
（海创园）办公室协助工作期
间，负责重大活动的统筹安
排及综合材料的撰写工作，
协助做好 2015 中国杭州财
富论坛、杭州—硅谷创新合
作论坛等大型活动筹备工
作，参与起草了《梦想小镇发
展战略研究》、《梦想小镇实
施方案》等文件；担任梦想小
镇党委书记期间，稳步推进
党建基础工作，参与承办全
省特色小镇党建现场会；在
创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期
间，先后主持起草海创园项
目产业化扶持政策、科创型
企业产业化扶持政策、人工
智能小镇优惠政策等政策文
件，完善人才创新创业政策
体系。曾获省优秀共青团干
部。

李国强，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径山镇党委委员、副镇
长，拟任杭州市余杭区径山
镇党委副书记。

男，汉族，1973 年 3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7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8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曾任余杭市潘板镇
团委副书记、余杭市（区）瓶

窑镇团委书记、党务群团办
主任、农办主任等职。2004
年11月起先后任余杭区黄湖
镇副镇长、径山镇副镇长、党
委委员等职。

该同志在径山镇工作期
间分管过多项工作，分管教
育工作时，牵头制定径山镇
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
进中小学及幼儿园的科学选
点布局；分管工业经济、招商
工作期间，牵头制定《径山镇
产业转型升级方案》，推动辖
区企业上市，积极招引新经
济新业态项目，利用浙商银
行平台、原陆羽山庄基地引
进 6家金融科技类管理公司
入驻；积极参与镇径山景区
征迁、闲置土地回收、违建拆
除等重点工作。2014年度、
2016年度考核优秀。曾获区
固定资产投资和重点项目建
设先进个人、区安全生产工
作先进个人、区民政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

石磊，现任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
员、区新闻办主任、区互联网
宣传指导中心（区网络舆情
监测应急中心）主任，拟任杭
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党委副书
记。

男，汉族，1982 年 11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4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9月
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

余杭区仓前镇（街道）党政人
大办副主任、团委书记、党政
人大办主任、党政办主任、区
委办公室调研二科科长、综
合一科科长等职。2014年10
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委宣传部
部务会议成员、区新闻办主
任、区互联网指导中心主任
等职。

该同志在宣传部工作期
间，协助常务副部长分管内
宣、外宣、网宣网管等工作，
协助抓好“美丽余杭”等主题
宣传活动，积极对接上级媒
体做好典型宣传，主动协调
区级媒体联动问题曝光；做
好网络政务发布工作，办好

“余杭发布”微信公众号，“余
杭发布”荣获省最具影响力
外宣头条号和浙江新媒体最
佳新锐奖；参与建立区政府
例行新闻发布会制度，积极
组织新闻发言人培训。2015
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G20
杭州峰会工作先进个人、市
五水共治先进个人等荣誉。

周静，现任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办公室秘书科科
长，拟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杭州市余
杭区监察委员会干部室主任
（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73 年 11 月
生，浙江杭州人，2000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8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委办公室秘
书科副科长。2010 年 12 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委办公室秘
书二科科长、秘书科科长等
职。

该同志在区委办公室秘
书科工作近 13年，熟悉机关
办公工作业务和方式方法，
协助做好区委主要领导活动
安排、指示传达，做好上情下
达、下情上传等联络工作，积
极做好区委全委会、区委常
委会、全区性重大会议的组
织协调、服务保障工作；严格
办文办会办事程序，参与制
定工作参阅、会议活动管理、
考察外出请假报告、公文预
审、会议（活动审批）等文件
制度，规范完善了秘书科工
作流程。自2007年以来连续
10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区
信访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党
务工作者、服务保障 G20杭
州峰会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洪向涛，现任中共杭州
市余杭区委组织部办公室主
任，拟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
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专职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81 年 5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7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 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硕士）学

历。曾任区委组织部组织科
副科长，2012年 6月起先后
任区委组织部人才综合科科
长、组织科科长、办公室主任
等职。

该同志在组织部工作近
13年，业务比较全面，担任人
才综合科科长期间，协助分
管领导做好高层次人才招引
政策制定和联系服务工作，
为我区国、省千人才总量和
年增量连续位居全省第一作
出贡献；担任组织科科长期
间，参与制定基层党建三个
主体工程、区委十三届七次
全会《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党
建巩固基层政权建设的决
定》等制度文件，负责做好全
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
迎检和精品党建示范点创建
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
负责做好全区大党建考核的
对上对下统筹协调。2016年
度考核优秀。

吴云峰，现任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文化创意
产业办公室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82年2月生，
杭州余杭人，2012年 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5月参

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杭
区文创办综合科副科长。
2013年 1月起先后任余杭区
文创办综合科科长、区委宣传
部文化科科长、办公室主任等
职。

该同志担任文化科科长
期间，负责协调全区文化礼堂
建设，推出农村文化礼堂活动

“菜单式”服务，组织实施主旋
律题材文艺创作项目；担任办
公室主任期间，积极做好联系
区领导工作安排和服务保障，
具体负责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抓好基层信息员队伍
建设，建立“2+6+X”社会舆情
体系，推进“十百千”典型培育
和宣传系统专业人才培养计
划；积极参与乔司街道综合环
境专项整治工作。 2015 年
度、2016年度考核优秀。曾
获市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
先进个人。

胡建斌，现任中共杭州
市余杭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办公室主任、党外代表人士
科科长，拟任中共杭州市余
杭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部务
会议成员、台办副主任（试用
期一年）。

男，汉族，1974 年 9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4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
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专学

历。曾任余杭区委统战部民
族宗教科副科长、办公室副
主任等职。2010年 4月起先
后任余杭区委统战部办公室
主任、党外代表人士科科长
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统战部工
作，多次参与区政协、区工商
联、各民主党派换届人事调
整和大会选举工作，协助出
台《区委关于加强新时期党
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实施
意见》等文件，创建全省首个
党外人士网上信息办公平
台，协助部领导在梦想小镇
搭建“众创同心荟”工作平
台，创设“五驿站”、“六社
团”、“新英会”等载体，构建

“一圆心三圈层”工作机制，
撰写的近百篇信息被市级以
上统战刊物录用。2014 年
度、2016年度考核优秀。曾
获省统战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市统战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区保障 G20峰会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

张世霄，现任中共杭州
市余杭区委政法委员会执法
监督科科长，拟任中共杭州
市余杭区委、杭州市余杭区
人民政府信访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82年2月生，
浙江文成人，2007年5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2年8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曾任
余杭区五常管委会综治信访

办副主任、综治信访司法科
副科长等职。2008年 4月起
先后任余杭区五常街道综治
信访司法科科长、区委政法
委执法监督科科长、政治处
副主任等职。

该同志熟悉政法综治工
作业务，先后在五常街道、区
委政法委从事综治、政法、执
法监督等工作。选派杭州市
驻京信访工作组挂职以来，
积极与国家信访局、中央和
北京市各级机关单位建立密
切联系，做好杭州市及余杭
区“非访”人员劝返工作；结
合自身工作经验，协助杭州
市信访工作组总结提炼“查、
找、跟、陪、守”五字工作诀，
推动全市进京上访群众的外
围自行查控劝返率逐年提
升。2014年度考核优秀。曾
获省G20杭州峰会信访工作
先进个人、市信访（区长公开
电话）工作先进个人、市平安
创建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
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