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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名单
徐香枝，女，汉

族，1973年8月生，安
徽东至人，农工党党
员，1997 年 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工学
学士。曾任淳安县千
岛湖风景旅游局规划
建设科科长。2010年
8月起任淳安县千岛

湖风景旅游局副局长、千岛湖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规划建设部部长、县规划局副局长、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规划师、县政协城建和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等
职。现任淳安县政协城建和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总规划师，拟提名县政协城建和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主任人选。

陆建育，男，汉
族 ，1967 年 10 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6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91年
8月参加工作，中央
党校大学学历，会
计硕士。曾任淳安
县财政局临岐财税

所所长、县地方税务局直属征管分局局
长、县财政局直属财政分局局长、县财政
局农业财务科科长、县审计局财政审计
科科长。2010年8月起任淳安县审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县发展和改革局党
委委员、副局长等职。现任淳安县发展
和改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拟任（提名）
淳安县财政局党委书记、局长人选。

汪新明，男，

汉族，1967年8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7 年 1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

年 8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

曾任淳安县公安

局交巡（特）警大队政治教导员、县公

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警大队大队

长。2016年4月起任淳安县公安局正

局级组织员、党委委员、副局长、交警

大队大队长等职。现任淳安县公安局

正局级组织员、副局长，拟任（提名）淳

安县城市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人选。

余慧梅，女，

汉族，1984 年 2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8 年 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6年 7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

曾任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

记、党委委员。2013年1月起任淳

安县大墅镇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等职。现任淳安县大墅镇副书记，

拟任共青团淳安县委党组书记、书

记。

卢合理，男，
汉族，1967年7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89 年 6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5
年10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
曾任三十一集团
军九十二旅教导

队队长、三营营长、二营营长、副参谋
长、作训科科长。2006年12月起任
淳安县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县纪
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县委党校党委
委员、副校长等职。现任淳安县委党
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拟任淳安县委党
校正局级组织员。

钱江，男，汉

族，1979 年 4 月

生，浙江淳安人，

2005年 7月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98年 8月参加

工作，在职研究生

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淳安县

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6年4月起任淳安县石林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等职。现任淳安县石

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拟任淳安县

石林镇党委书记。

徐涌，男，汉
族 ，1977 年 4 月
生，浙江义乌人，
2003年10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2000
年 8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
曾任淳安县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办

公室主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办公室主任。2013年10月起任淳安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党
组成员，汾口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工委
副主任等职。现任淳安县汾口镇党委
副书记，拟任（提名）淳安县石林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人选。

唐敏，男，汉
族 ，1968 年 2 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0 年 9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7
年10月参加工作，
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曾任淳安县
渔政站新安江分

站站长、党支部书记，县渔政渔港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2010年12月起任淳
安县新安江开发总公司副经理，千岛
湖镇党委副书记、政协工委副主任等
职。现任淳安县千岛湖镇党委副书
记，拟任（提名）淳安县里商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人选。

黄永平，男，

汉族，1977年 10

月生，浙江淳安

人，1999 年 9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 8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淳

安县王阜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党

委副书记，金峰乡党委副书记。

2015年4月起任淳安县金峰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等职。现任淳安县金

峰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拟任淳安县

金峰乡党委书记。

宋宏，男，汉
族，1975 年 9 月
生，浙江淳安人，
2006年 9月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93年 9月参加
工作，省委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淳
安县界首乡经济

发展办公室（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组织员。2011年10月起任淳安
县金峰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党委
副书记等职。现任淳安县金峰乡党
委副书记，拟提名淳安县金峰乡人
大主席人选。

方振华，男，汉
族，1974 年 9月生，
浙江淳安人，1998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95年8月参加
工作，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曾任淳安
县千岛湖镇党委委
员，县公安局巡（特）
警大队大队长、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督察长、副局长。2015年
4月起任淳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政
法委委员，县委县政府信访局局长，县长公
开电话受理中心主任、县机关服务效能投
诉中心主任等职。现任淳安县委政法委委
员，县委县政府信访局局长，县长公开电话
受理中心主任、县机关服务效能投诉中心
主任，拟任淳安县临岐镇党委书记。

叶俊军，男，
汉族，1969年1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1 年 7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9
年 8月参加工作，
省委党校大学学
历。曾任淳安县
国土资源局副局

长、党委委员，青溪新城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淳安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工委委员、党工委
副书记。2016年11月起任淳安县瑶
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等职。现任淳
安县瑶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拟任淳
安县瑶山乡党委书记。

叶孔军，男，

汉族，1972年1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5 年 1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3

年 9月参加工作，

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曾任淳安县

富文乡乡长助理。2001年9月起任淳

安县富文乡副乡长，宋村乡副乡长、党

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威坪镇党委副书

记、政协工委副主任等职。现任淳安

县威坪镇党委副书记，拟任（提名）淳

安县瑶山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人选。

徐明主，男，
汉族，1966 年 10
月生，浙江淳安
人，1990年5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86 年 8 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淳

安县屏门乡副乡长、党委委员，千岛湖
镇副镇长、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政协工委副主任。2015年4
月起任淳安县威坪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等职。现任淳安县威坪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拟任淳安县威坪镇党委书
记。

徐建强，男，汉
族，1979年8月生，
浙江淳安人，2002
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2003年8月
参加工作，在职大
学学历。曾任淳安
县文昌镇社会事务
和保障工作办公室

主任，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法制办公
室）复议监督科科长。2013年10月起
任淳安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县政府
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等职。现任淳安县政府办公室党组
成员、副主任，拟任（提名）淳安县威坪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

方立华，男，

汉族，1981 年 5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1 年 4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 8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

历。曾任淳安县综合考评委员会办

公室副主任。2015年4月起任淳安

县姜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职。

现任淳安县姜家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拟任淳安县王阜乡党委书记。

徐毅鹏，男，

汉族，1978 年 2

月生，浙江淳安

人，1999年 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 年 12 月参

加工作，在职大学

学历。曾任淳安县威坪镇人武部副

部长。2010年5月起任淳安县威坪

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宋村乡党

委副书记等职。现任淳安县宋村乡

党委副书记，拟提名淳安县宋村乡

乡长人选。

王何勇，男，

汉族，1985 年 7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8 年 6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8年 8月参加

工作，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农学学

士。曾任淳安县汾口镇团委书记。

2013年1月起任淳安县左口乡党委

委员，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现

任淳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拟任（提

名）淳安县姜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人选。

钱红建，男，

汉族，1974 年 8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0 年 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年 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

工程硕士。曾任

淳安县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县委

办公室副主任，县保密局局长。

2015年4月起任淳安县里商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等职。现任淳安县里

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拟任淳安县

梓桐镇党委书记。

余顺明，男，

汉族，1967年7月

生，浙江淳安人，

1992 年 5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88

年 8月参加工作，

中央党校大学学

历。曾任淳安姜

家产业区块管委会规划工程部部长，

县规划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县建设

局党委委员。2015年4月起任淳安县

汾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等职。现任

淳安县汾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拟任

淳安县汾口镇党委书记。

陆新辉，男，

汉族，1978 年 7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1 年 5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9 年 11 月参

加工作，省委党校

研究生学历。曾任淳安县界首乡副

乡长，屏门乡党委副书记。2015年

4月起任淳安县宋村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等职。现任淳安县宋村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拟任淳安县中洲镇党

委书记。

汪巧明，男，
汉族，1979年4月
生，浙江淳安人，
2006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8
年 9月参加工作，
在职大学学历。
曾任淳安县千岛
湖传媒中心网络

新闻部主任，县组织史编纂办公室主
任、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2013年
10月起任淳安县委组织部部务会议
成员，左口乡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
淳安县左口乡党委副书记，拟任（提
名）淳安县中洲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
选。

汪发通，男，
汉族，1977 年 11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0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2001 年 8 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淳
安县文昌镇党委

委员，瑶山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屏
门乡党委副书记，县纪委案件审理室
主任、信访室（县政府监察举报中心）
主任。2015年4月起任淳安县安阳乡
党委副书记、乡长等职。现任淳安县
安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拟任淳安县
安阳乡党委书记。

余文武，男，
汉族，1973 年 8
月生，浙江淳安
人，1995 年 1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年 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
理学学士。曾任
淳安县汾口镇工

业办公室主任、纪委副书记。2011
年9月起任淳安县临岐镇副镇长，
浪川乡党委副书记等职。现任淳安
县浪川乡党委副书记，拟任（提名）
淳安县安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人
选。

吴新君，男，

汉族，1977 年 4

月生，浙江淳安

人，2000 年 7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年 8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大

学学历。曾任淳

安县龙源乡团委书记，浪川乡团委

书记。2006年8月起任淳安县鸠坑

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金峰乡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等职。现任淳安县

金峰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拟任淳

安县金峰乡党委副书记。

徐迅，男，汉族，1970年

11月生，浙江淳安人，1992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12月参加工作，中央

党校大学学历。曾任淳安县

威坪镇财政统计办副主任。

2004年12月起任淳安县汾

口镇副镇长，梓桐镇党委委

员、副镇长等职。现任淳安

县梓桐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拟任淳安县左口乡

党委副书记。

方新民，男，汉族，1982
年 10 月生，浙江淳安人，
2009 年 4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7年10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理学学士。曾任
淳安县临岐镇党政综合办公
室副主任。2011年9月起任
淳安县宋村乡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副乡长等职。现任

淳安县宋村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拟任淳安县宋
村乡党委副书记。

叶飞，男，汉族，1970年

6月生，浙江淳安人，2002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1

年 9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

学历。曾任淳安县千岛湖风

景旅游局乡村旅游管理中心

主任，千岛湖风景旅游委员

会乡村旅游管理中心主任。

2015年7月起任淳安县浪川

乡副乡长。现任淳安县浪川乡副乡长，拟任淳

安县浪川乡党委副书记。

陈贤成，男，汉族，1972

年8月生，浙江淳安人，1993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

大学学历。曾任淳安县大墅

镇人武部副部长、综治办主

任。2006年8月起任淳安县

大墅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

长、副镇长等职。现任淳安

县大墅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拟任淳安县大墅镇

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