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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方敏，现任杭州市余杭区
塘栖镇妇联主席，拟任杭州市
余杭区乔司街道党工委委员
（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70年8月生，
杭州余杭人，1995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0年 10月参
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

曾任余杭市（区）塘栖镇团委
副书记、计生办副主任、水北
社区党委书记等职。2005年
1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塘栖镇
计生服务指导站站长、妇联主
席等职。

该同志担任妇联主席期
间，积极拓展妇女就业平台，
建立巾帼再就业基地，为失业
失地妇女提供就业机会，组建

“巾帼志愿服务团”，带领巾帼
志愿者参与“美丽庭院”、“五
水共治”、垃圾分类等中心工
作；负责水北区块、运河综保
等钉子户拆迁扫尾工作，积极
参与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协助
做好联系村社历史遗留问题，
工作成效明显。自 2014年以
来连续 3 年年度考核优秀。
曾获省“万名好党员”、市优秀
妇女干部、区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

徐建明，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人
事科（老干部工作科）科长，
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人民政府副镇长（考察期一
年）。

男，汉族，1976 年 1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5年 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 年 8
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曾任余杭区发展新型
墙体材料办公室（区散装水
泥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3

月起先后任余杭区发展新型
墙体材料办、散装水泥办主
任、区经信局行政审批科科
长、组织人事科（老干部工作
科）科长等职。

该同志在行政审批科工
作期间，负责完成全区商品
混凝土企业绿色改造工作，
严格落实各项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工业项
目“零土地”技改工作，配合
行政服务中心开展区全流程

“管家式”审批服务工作；在
组织人事科工作期间，负责
制定局基层党建工作方案、
局党委工作规则，扎实推进
局系统“两学一做”工作，认
真做好工资改革、干部人事
档案专审等工作；在服务保
障 G20峰会工作中，严格做
好企业管控工作，圆满完成
市控A/B方案674家企业、区
级管控企业59家峰会环境质
量保障任务。 2015 年度、
2016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先进
个人、省墙改工作先进个人、
市墙改先进个人等荣誉。

周瑛，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崇贤街道党群工作科科
长、纪工委委员，拟任杭州市
余杭区崇贤街道党工委委员
（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80 年 12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2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9月
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崇贤镇团委

副书记、司法所副所长等
职。2006年12月起先后任余
杭区崇贤镇党务群团办主
任、崇贤街道党务群团科科
长、人口计生科科长、纪工委
委员、党群工作科科长等职。

该同志长期从事组织工
作，熟悉基层党建相关业务，
多次协助领导抓好街道村级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协助区
委组织部开展公开选拔村级
后备干部试点工作，提出“党
员+”工作模式推进街道垃圾
分类工作，探索制定村级工
作“1+X”综合考评机制，成效
较为明显；积极参与街道320
国道征地拆迁、四维村和向
阳村多高层公寓安置、美丽
公路整治等中心工作。自
2006年以来连续11年年度考
核优秀。曾获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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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峰，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临平街道城市建设和环境
保护科科长，拟提名杭州市余
杭区临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81 年 12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5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8月
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
杭区余杭镇村镇建设办副主

任、临平、东湖街道农民多层
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全
面负责）等职。2014年5月起
先后任余杭区临平、东湖街道
城建城管科科长、城市建设和
环境保护科科长、临平街道城
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等
职。

该同志长期在镇街从事
城建工作，到临平街道工作以
来，先后负责临东家园安置房
建设、临平城区雨污分流改
造、丁塘土地整治工程、丁山
多元化安置分房等重点工作；
推进临平一小（老校区）扩建
及周边区块市政配套项目征
收过程中，参与征迁政策制定
和参与项目土地征收工作，成
效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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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水共治”工作先进
个人、区“四边三化”行动先进
个人等荣誉。

毕惠忠，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东湖街道城市建设和环
境保护科科长，拟提名杭州
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71 年 11 月
生，杭州余杭人，1999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4年
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钱江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社会事务管理部（塘南
办事处）村镇建设科副科
长。2010年 6月起先后任钱
江经济开发区塘南办事处村
镇建设科科长、塘南办事处
主任助理、东湖街道城市建
设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等职。

该同志在钱江经济开发
区工作从事征迁工作期间，
负责制定征地拆迁安置政
策，扎实推进塘南区块6个村
全征全迁工作；在东湖街道
工作期间，协助推进环境综
合整治大会战违法建筑专项
整治，协调参与城中村改造
多户多联安置建设前期工
作，负责完成五水共治雨污
分流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截
污纳管、房产小区地下管网
排查整治等建设项目。自
2014年以来连续 3年年度考
核优秀。曾获区优秀共产党
员、区服务保障 G20杭州峰
会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汪业成，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物价局物价监督检查分
局局长（区成本监审和调查
队队长、区价格举报中心主
任），拟任杭州市余杭区余杭
街道党工委委员（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71 年 10 月
生，安徽舒城人，1990年 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 年 3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发改局粮食
购销调控科副主任科员、区
物价局物价监督检查分局副
局长、区价格举报中心副主
任等职。2012 年 12 月起任
余杭区物价局物价监督检查
分局局长。

该同志长期从事物价工
作，熟悉物价监督检查业务，
近年来积极协同相关协会开
展行业价格政策培训（宣讲）
会议，在村社建立价格监督
服务站，在相关场所设置价
格信息员，推动形成社会价
格监督服务网络，建立“五个
依托”和“五个在先”的价格
工作机制，近年来共立案查
处价格违法案件 62件，经济
制裁300余万元，退款多收价
款近 1000万元，分管工作多
次被评为国家、省市先进。
自 2009年以来连续 8年年度
考核优秀。曾获市基层站
（所）“十佳公务员”、市政府
二等功、区服务保障 G20杭
州峰会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黄佩佩，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余杭街道党政办主任、纪工
委委员，拟任杭州市余杭区余
杭街道党工委委员（试用期一
年）。

女，汉族，1982年1月生，
浙江温州人，2003年 10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4年8月参
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余杭
区余杭镇行政服务中心副主

任、党政办副主任、余杭街道
党政办副主任等职。2013年
3月起先后任余杭区余杭街
道党务群团科科长、纪工委委
员、党政办主任等职。

该同志担任党群科科长
期间，协助分管领导创新推行
联系服务群众密集走访“五分
法”、“走访联系一张网、暖心
解忧七张单”等机制，建立健
全街道与村社干部捆绑考核、
机关干部“月推季评半年考”
等制度，推动党建工作走在全
区前列；担任党政办主任期
间，能较好完成办文办会、内
部管理协调工作，健全“交办、
催办、督办+通报”督查机制，
积极参与街道环境整治大会
战、美丽余杭建设。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年年度考核优
秀。曾获省G20杭州峰会工
作先进个人、区“双百”优秀乡
村干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荣誉。

倪其勇，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五常街道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科科长、人武部副部长，
拟任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
党工委委员（试用期一年）。

男，汉族，1974 年 12 月
生，安徽巢湖人，1995年 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 12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五常街道人
大办副主任。2012年 3月起
先后任余杭区五常街道人武
部副部长、人大办主任、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科科长等职。

该同志在镇街工作时间
较长，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先
后负责“五水共治”、征迁扫
尾、综治维稳等重点工作，扎
实做好省委党校征迁扫尾、
荆丰区块、顾家桥区块征迁
工作，成功承办全区“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现场会，经常性
带领街道应急带队参与重大
行动任务，街道连续2年获市

“五水共治”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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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优秀专武干部、
区“五水共治”先进个人等荣
誉。

沈胜华，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仓前街道党政办主任，
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82 年 10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11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9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
任余杭区仓前镇村镇建设和

环境保护办副主任。2011年
9月起先后任余杭区仓前街
道村镇建设和环境保护办主
任、农民多层公寓建管中心
主任、党政办主任等职。

该同志在担任农民多层
公寓建管中心主任期间，负
责推进仓溢绿苑三四期、仓
溢东苑、昌源清苑一期、仓乐
雅苑一期等农民多高层公寓
项目建设，负责完成仓溢绿
苑三四期回迁安置工作，及
时总结工作经验，推进农民
多高层公寓建设管理制度
化，探索回迁安置小区物业
管理新模式；担任党政办主
任期间，推进公务用车、固定
资产处置、集体资产房屋使
用管理等制度建设。自2014
年以来连续 3年年度考核优
秀。曾获区服务保障G20杭
州峰会优秀志愿者、区农民
多层公寓建设安置工作先进
个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