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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石翼飞，现任中共杭州
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教育科
科长，拟任中共杭州市委党
校余杭区分校副校长（试用
期一年）。

男，汉族，1979年9月生，
湖南新邵人，2008年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4年7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市委党校余杭区
分校区情研究室副主任、教
育科副科长等职。2014年 3
月起任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
教育科科长。

该同志担任教育科科长
以来，主要负责各类培训班、
专题讲座的组织落实工作，
经常为各级党员干部群众讲
授党章党史党规相关课程，
积极参与领导干部轮训班、
党性研修班、专业研修班、年
轻干部领航班、青年人才青
蓝班等主体班次的策划、组
织、教学、保障工作，主持多
个省市委党校以及省市社科
联课题，探索总结的“土法
MBA”实务培训模式得到省
市委党校肯定。2015年度、
2016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党校系统先进个人、区优秀
党务工作者、区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

张蓓，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
公室主任，拟任杭州市余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委委员、拟提名杭州市余杭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77 年 9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5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自考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劳动监察大
队副大队长。2005 年 10 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劳保局劳动
仲裁科科长、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院长、局办公
室主任等职。

该同志负责劳动仲裁工
作近 12年，精通劳动仲裁业
务，近 10 年来仲裁院办案
1100余件，从未被法院撤销，
总结使用的“调解六法”使仲
裁案件调解率保持在 70%以
上，在全省率先实行劳动争
议基层调解“以奖代补”实施
办法，并连续 10年获省先进
集体；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
顺利完成国家人社部调研、
全省人力社保系统现场教学
活动等重要任务的组织协调
工作。自 2008年以来连续 9
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万名好党员”、省劳动争议
处理工作先进个人、市劳动
争议处理工作先进个人、区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何建刚，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城建建设处主任，拟任
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党委委员、拟提名杭州
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81年4月生，
杭州富阳人，2013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3年 10月参
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曾

任余杭区园林绿化管理处副
主任。2013年 7月起先后任
余杭区瓶窑房地产管理所所
长、区城建建设处主任等职。

该同志长期从事工程项
目建设管理工作，在瓶窑房
管所工作期间，积极推进直
管公房专项整治工作；担任
局“两美办”健身一组组长期
间，负责做好未来科技城国
际教育园项目、世纪大道（杭
州北）入城口整治改造、大径
山国家乡村公园径山花海等
项目；担任区城建建设处主
任以来，积极推进临平山、上
塘河景观亮化工程、临平老
城区有机更新工程、迎宾大
道（世纪大道至上塘河）综合
整治工程。自2014年以来连
续 3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
省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工
作先进个人、省“万名好党
员”、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
誉。

徐科，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公路管理处党总支副书
记、副处长，拟任杭州市余杭
区公路管理处处长（试用期
一年）。

男，汉族，1973年 8月出
生，杭州余杭人，1993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年 12
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曾任余杭区公路运输

管理所潘板公管站站长、02
省道收费所副所长等职。
2005年 10月起先后任 02省
道余杭区收费所所长、区道
路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所所
长、区公路路政管理大队大
队长、区公路管理处党总支
副书记、副处长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交通系统
工作，在公路管理处任职期
间，扎实推进“美丽公路”建
设，负责开展全区县级以上
的公路两侧“脏乱差”问题点
位整治，成效明显；综合运用

“路长制”、督察督办、验收销
号等方式，有效遏制道路“脏
乱差”问题反弹；积极参与全
区防违控违、中泰九峰重大
民生项目和乔司街道综合环
境专项整治等工作。2016年
度考核优秀。曾获省“十一
五”模范路政管理队员、区优
秀共产党员、区“两路两侧”
专项整治先进个人等荣誉。

楼凯华，现任杭州良渚
新城、良渚街道商务处处长，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商务局党
委委员、拟提名杭州市余杭
区商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68 年 1 月
生，浙江东阳人，1986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2010年 3月起先后任余杭区
良渚镇（街道）现代服务业办
（科）主任、招商引资科科长、
良渚新城、良渚街道商务处
处长等职。

该同志主要负责街道产
业经济、工业园区建设等工
作，先后参与浙江大学创新
创业产业园、树兰国际健康
小镇、中国美术学院良渚校
区等重大项目引进工作，参
与组织“2015年中国创新设
计大会”、“福布斯·中国设计
力量榜单”发布会、世界工业
设计大会等活动，全程参与
省级特色小镇“梦栖小镇”的
申报、招商、运行管理等相关
工作，负责做好科技园区的
招商和管理工作，帮助良渚
高新技术产业园、大学科技
园、电商产业园三年来累计
引进入驻企业300余家。

沈秋霞，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商务局办公室（组织人
事科）主任，拟任杭州市余杭
区商务局党委委员、拟提名
杭州市余杭区商务局副局长
（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80 年 9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1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 年 8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运河镇劳保
民政办副主任。2008年 8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区外经局外
资管理科（外经科）科长、区
商务局外资管理科（外经科）
科长、招商投资服务中心主
任、办公室（组织人事科）主
任等职。

该同志担任招商投资服
务中心主任期间，制定完善
全区招商引资系列考核办
法，抓好全区招商队伍专业
化建设，强化“店小二”式的
招商服务和项目推进，为我
区招商工作走在省市前列作
出贡献；担任办公室主任期
间，健全局系统各项内控制
度，完善内部考核督查机制，
承担大量办文办会任务。
2014年度、2016年度考核优
秀。曾获省“万名好党员”、
市“服务G20、机关作表率”先
锋党员、市服务保障B20“杭
州峰会”工作先进个人、区优
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沈芳明，现任浙江杭州
未来科技城（浙江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新园）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拟任浙
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浙江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园）管理
委员会创新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副处长级、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76年2月生，
杭州余杭人，2005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8年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杭
区政府办公室信息督查科副
科长。2010年 4月起先后任
余杭区政府办公室信息科科
长、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管
委会办公室综合科科长等
职。

该同志在区政府办公室
工作期间，参与余杭区《政府
工作报告》等重要文稿撰写，
负责政务信息的撰写、上报、
推介，为我区政务信息工作
连续多年获得省市先进做出
努力；在未来科技城办公室
工作期间，参与《未来科技城
重点发展行动计划》、《加快
推进中国人工智能小镇建设
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拟定，
牵头撰写多篇综合性调研汇
报材料。自2014年以来连续
3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市
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人、第
八届残运会区筹备组织工作
先进个人等荣誉。

谢炜，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运河街道党政办主任、纪
工委委员，拟提名杭州市余
杭区运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81 年 8 月
生，杭州萧山人，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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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余杭区委办公
室综合二科副科长。2010年

12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委办公
室综合二科科长、运河街道
办事处主任助理、信访科科
长、农业科科长、党政办主
任、纪工委委员等职。

该同志担任农业科科长
期间，具体负责街道“五水共
治”、温室甲鱼、黑鱼综合整
治等工作，推动“两鱼”养殖
塘到千亩荷塘月色产业基地
的成功转型，扎实做好世界
互联网大会水环境保障相关
工作，街道获评市“五水共
治”先进集体；担任党政办主
任期间，负责起草“一户多
宅”整治、存量违建分类处置
等重点工作方案，扎实做好
街道重大会议（活动）组织保
障工作；积极参与全区“美丽
余杭”建设工作，在区美丽办
作用发挥较好。自2014年以
来连续 3 年年度考核优秀。
曾获市政务信息工作先进个
人、区服务保障G20“杭州峰
会”工作先进个人、区信访工
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楼莉，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南苑街道党政办主任，拟
提名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女，汉族，1984年9月生，
杭州余杭人，2004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6年7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杭
区南苑街道团工委副书记、

党政办副主任等职。2013年
5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南苑街
道团工委书记、正科级组织
员、党政办主任等职。

该同志担任团工委书记
期间，创新打造“时代港湾青
春联盟”活动载体，有效扩大
团组织覆盖面，成为区域团
建的典型；担任正科级组织
员期间，协助领导指导网格
党建，推进“三大指数”落实，
建立党员固定活动主题菜单
模式；担任党政办主任以来，
负责街道重大活动方案制
定、重要工作报告起草、重点
文稿材料撰写等，注重沟通
协调，做好综合环境整治大
会战、G20峰会维稳安保、“美
丽余杭”建设等重点工作的
服务保障。2015年度、2016
年度考核优秀。曾获市G20
峰会维稳安保先进个人、市
优秀团员、市优秀团干部等
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