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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吕君，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瓶窑镇党政办主任，拟
提名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人
民政府副镇长（考察期一
年）。

女，汉族，1983年9月出
生，杭州余杭人，2003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曾任余杭区鸬鸟镇团委副书

记、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等
职。2010年8月起先后任余
杭区瓶窑镇团委书记、劳动
保障民政办主任、财政统计
审计办主任、党政办公室主
任等职。

该同志担任团委书记期
间，牵头成立青年突击队，建
立青年服务中心，组织动员
团员青年参与急难险重任
务、服务青年创业企业，镇团
委被评为省五四红旗团组
织；担任财统办主任期间，扎
实做好财政统计审计工作；
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发挥
好沟通协调作用，主动服务
并参与服务保障G20峰会、
良渚遗址核心区块征迁、104
国道拓宽工程征迁、三改一
拆等重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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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民
政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章志宏，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
科科长，拟提名杭州市余杭
区径山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考察期一年）。

男，汉族，1978 年 9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5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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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政府办公
室事业科科长、调研科科
长、秘书科科长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区政府
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联系
副区长分管工作范围内的
工作安排、调研走访、跟踪
落实及督办协调，近年来协
助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电子
商务、征迁清零、做地出让、
土地整理等重点工作，筹备
落实对口联系工作范围内
的各类会议、调研活动 400
余次。自2011年以来连续6
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省
G20杭州峰会工作省级先进
个人、市重点项目征地拆迁

“清零”专项行动先进个人、
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白洪森，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百丈镇工会主席、党政
办（财统审计办）主任、文创
服务中心主任，拟提名杭州
市余杭区黄湖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考察期一年）。

男，汉族，1982年 12月
生，浙江平阳人，2006年9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0
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曾任余杭区百丈
镇党政办副主任、综治信访

司法办副主任。2007年9月
起先后任余杭区百丈镇综
治信访司法办主任、纪委委
员、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工
会主席、宣传文化干事、党
政办（财统审计办）主任、文
创服务中心主任等职。

该同志长期在百丈镇
工作，担任党政办主任以
来，负责镇机关内部管理协
调服务工作，牵头起草全镇
综合性材料，抓好信息宣传
工作；参与皮山坞项目引
进、跟踪服务工作，协助领
导成功招引中央美院教授、
金华市级非遗传承人等文
创人才进驻溪口特色街区；
协助领导抓好组团联村工
作，通过建立定期工作例
会、项目分片包干、“民主促
民生”等制度，推动联系村
脱离“后进村”行列。自
2011年以来连续6年年度考
核优秀。曾获市优秀农村
指导员、区优秀共产党员、
区平安创建、综合治理和维
护稳定先进个人等荣誉。

石笑峰，现任杭州西溪
湿地公园（余杭）管委会办
公室物业管理科科长，拟提
名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79年 11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2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
6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余杭区径山
镇经济发展和安全生产办
副主任、西溪湿地办物业管
理科副科长等职。2012年7
月起任杭州西溪湿地办物
业管理科科长。

该同志主要负责西溪
湿地生态保护、物业维护、
项目建设、保安保洁等工
作，参与抓好景区周边综合
环境整治、西溪艺术集合村
二期、东关荷塘整治等项目
建设，探索出台符合景区实
际的游客矛盾纠纷防范化
解制度，制定出台景区防汛
抗台预案，确保景区运转有
序；在大径山办挂职期间，
积极参与大径山旅游开发
建设；在服务保障G20峰会
工作中，负责完成景区周边
环境综合整治、洪府水塘水
质净化处理等一系列工程
项目，有效提升了景区环
境。2014年度、2016年度考
核优秀。

董峰，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乔司街道党政办主任，拟
提名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
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8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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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校大学
学历。曾任余杭区乔司镇村

镇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村
镇建设和环境保护办副主任
等职。2010年4月起先后任
余杭区乔司镇（街道）农民多
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主任、
党政办公室主任等职。

该同志长期从事城建、
征迁等工作，先后负责或参
与乔司街道战略发展规划及
村庄布点等规划编制工作，
参与良熟、方桥、胜稼、永和、
吴家、三角等区块征迁方案、
政策制定和征迁工作组工
作；担任党政办主任期间，注
重内部管理规范，梳理完善
公务管理、后勤保障等制度
30余项，积极参与乔司街道
综合环境专项整治大会战、
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等中
心工作。自 2009年以来连
续 8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
市农村住房改造建设工作先
进个人、区优秀共产党员、区
服务保障G20杭州峰会先进
个人等荣誉。

王琦，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仁和街道党务群团科科
长、妇联主席，拟任杭州市
余杭区仁和街道党工委委
员（试用期一年）。

女，汉族，1979 年 5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2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
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仁和镇团
委副书记。2002年8月起先

后任余杭区仁和镇团委书
记、人大办主任、仁和街道
团工委书记、妇联主席、人
口计生科科长、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主任、党务群团科科
长等职。

该同志作为党群科科
长，积极推进“党建+”工作
方式，协助分管领导创新实
施“红色治水”仁和样本，开
辟“仁和党建”微信公众号，
新建仁和街道红色地图，全
面推进党建示范单位创建，
形成一中心五分支的党建
示范系统，圆满完成村级组
织换届选举工作；作为妇联
主席，广泛动员妇女投入

“美丽余杭”、“洁美家园”、
“环境治理攻坚战”等中心
工作，创新开展“爱自己·做
文明人”圆桌畅聊活动。自
2014年以来连续3年年度考
核优秀。曾获市优秀团干
部、市第二批“双百”优秀乡
村干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
等荣誉。

张云超，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农村水利管理站站长，
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试用期一
年）。

男，汉族，1977 年 7 月
生，杭州余杭人，2009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
任余杭区苕溪流域水利站副
站长、水利工程管理站副站

长等职。2010年1月起先后
任余杭区河道建设管理中心
主任、区机电排灌总站站长、
区林业水利局水利科科长、
农村水利管理站站长等职。

该同志长期从事水利相
关工作，熟悉全区水利工程
情况，参与编制了全区“十三
五”水利规划，参与谋划苕溪
清水入湖、塘栖防洪工程等
重大水利项目；注重水利工
程规范化管理，负责制定《余
杭区水利工程运行维修养护
管理办法》，建立水利工程
建、管、用长效机制，健全平
原河网日常淤积监测和轮疏
工作机制，填补了“河湖库
塘”清淤工作的政策空白；在
服务保障G20峰会工作中，
具体抓好河道保洁及引配水
工作，较好地完成水环境保
障工作。自 2009年以来连
续 8年年度考核优秀。曾获
市级服务保障 G20“杭州峰
会”工作先进个人。

任文远，现任杭州市余
杭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
主任，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
中泰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试
用期一年）。

男，汉族，1971 年 8 月
生，杭州临安人，1992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 3
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余杭区机关事务
管理局房产设备科科长（副

科级）、房产节能科科长（副
科级）等职。2010年 1月起
先后任余杭区机关事务管
理局房产节能科科长（正科
级）、房产设备科科长、办公
室主任、区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副主任等职。

该同志长期从事机关
事务服务工作，主要负责区
级机关日常工作和区委区
政府重大会议（活动）的后
勤保障工作，积极推进机关
房产“五统一”管理，推行机
关综合办公楼物业管理；以
智慧食堂创建为抓手，提升
食堂餐饮保障水平；组建公
务用车三大平台，抓好公务
用车管理工作；服务保障
G20杭州峰会期间，较好地
完成1万余名警察和志愿者
用餐、住宿、交通保障工
作。2014 年度考核优秀。
曾获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
先进个人、市公共机构节能
先进工作者、区节能工作先
进个人等荣誉。

胡平，现任杭州市余杭
区星桥街道党政办主任、纪
工委委员，拟任杭州市余杭
区五常街道党工委委员（试
用期一年）。

男，汉族，1975 年 7 月
生，浙江缙云人，2000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 8
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大学
学历。曾任余杭市（区）星
桥乡（镇、街道）团（工）委副

书记、党群科副科长等职。
2005年9月起先后任余杭区
星桥街道团工委书记、文体
服务中心主任、党群科科
长、纪工委委员、党政办主
任等职。

该同志在星桥街道工
作近22年，基层工作经验丰
富。在党群科工作期间，负
责落实“大培训”、“大考
核”、“大科室”等制度，抓好
党员发展评审制，探索推行

“五个到位”两新党建工作
机制，多次参与并圆满完成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在
党政办工作期间，积极做好
对内对外协调工作，较好地
完成机关大楼搬迁、以及机
关内部事务管理等工作。
自 2010 年以来连续 7 年年
度考核优秀。曾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普查先进个人、
市东海明珠工程明珠奖、区
项目建设先进工作者、区优
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