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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务评委会评审通过名册

序号 地市 姓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结果

1

杭州市

陈 波 杭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通过

2 梅健军 杭州临安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 通过

3 彭 颖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杭州市健康促进研究院） 杭州市五云山医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 通过

4 周黎莹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党建工作部副部长 通过

5 孙邦建 淳安县新安江生态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淳安县新安江生态开发集团党建办主任 通过

6 张芳蓉 淳安千岛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千岛湖旅游集团党委委员、妇联主席 通过

7 姜秉圣 淳安县交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工委主任 通过

8 胡文澜 杭州杭千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专职工会副主席 通过

9 余绵池 淳安千岛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千岛湖建设集团党委委员、工委主任 通过

10 陆杨洁 杭州萧山城区建设有限公司 城区公司支部委员会会员、书记 通过

11 王伟刚 杭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室主任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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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丁丽萍 临安区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 宣传干事、妇联主席 通过

13 严初燕 杭州市钱投集团、亚运村运行团队 钱投集团团委书记、亚运运行商业中心主任 通过

14 吴 杰 杭州种业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兼集团总部党支部书记 通过

15 冯 丹 杭州汽车高级技工学校 专职工会干事 通过

16 徐 婧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传化集团党群办主任 通过

17 李惠莉 杭州凯达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党建管理二级专家 通过

18 陆 庆 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文化馆） 余杭区文广旅体局妇联主席、区文化馆书记 通过

19 冯晔琳 杭州市城市管理指挥保障中心 专职党务秘书、专职宣传干事 通过

20

温州市

张芙蓉 温州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党群工作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通过

21 林 颖 中共平阳县委宣传部 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通过

22 周 慧 温州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党群工作部副经理、总支委员 通过

23 甘 桦 温州市急救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通过

24 叶 萌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 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 通过

25 张奕国 平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平阳县疾控中心党支部委员、党务办公室主任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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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湖州市

钮建新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通过

27 邵 婕 湖州市妇幼保健院 党政综合办公室主任、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28 姜天安 安吉县互联网新闻舆情中心 县文明中心副主任、党支部委员 通过

29

嘉兴市

莫颖莹 浙江卓越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办公室（党群人事部）副主任、支部书记 通过

30 陆 云 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嘉通集团纪检监察室副主管 通过

31 孙永伟 嘉兴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嘉城集团纪检监察室主任 通过

32 朱平峰 桐乡市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桐城委（桐城集团）旧城改造办工会主席 通过

33 刘宇婷 嘉兴市第一医院 党政综合办主任、团委书记、党支部书记 通过

34 沈越扬 嘉兴市欧美同学会秘书处 嘉兴市欧美同学会秘书处副秘书长 通过

35 孙梅华 屠甸镇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桐乡市屠甸镇总会副主席、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通过

36 李伟忠 桐乡市大麻镇卫生院（桐乡二院医疗集团） 支部书记、院长 通过

37 金 蕾 浙江南湖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南湖文旅集团党支部书记、副总、工会主席 通过

38 陆 叶 平湖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平湖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通过

39 谢震宇 嘉兴市医疗质量管理控制中心 主任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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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夏丽玉 嘉兴市申嘉有轨电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申嘉运营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 通过

41 高叶青 海宁市人民医院 党建办主任 通过

42 梁 英 桐乡市传媒中心 桐乡市传媒中心总编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通过

43

绍兴市

任秋凤 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市人民医院党政办主任、支部宣传委员 通过

44 张妙玮 绍兴市重大公建项目工程管理促进中心 局机关一支部组织委员 通过

45 朱杭灿 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通过

46 丁 凯 绍兴市人民医院 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委员 通过

47 金振行 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绍兴公用（柯桥燃气）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通过

48

金华市

周仕健 金华市城投集团（金华市水务集团） 市城投集团筹建组成员，水务集团党委副书记 通过

49 张小梅 兰溪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兰溪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通过

50 黄晓斌 义乌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支部书记、主任 通过

51 倪如有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中区域管理中心 浙中区域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 通过

52
衢州市

邓李薇 中共衢州市委办公室 市妇联第八届执委、市委办机关妇委会副主任 通过

53 周 锋 江山传媒集团 江山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工会主席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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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王 敏 衢州市商务局 衢州市商务局妇委会主任、国投中心主任 通过

55 叶美贞 衢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 衢州市教育工会女职委主任 通过

56 徐彦胜 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党支部委员、专职纪检员、办公室副主任 通过

57 朱宣谕 衢州市中医医院 党政办主任、行政第一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 通过

58
丽水市

项春利 丽水市直属公路港航管理中心 工会主席 通过

59 喻 江 青田县贸促会 机关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 通过

60

省国资

委

孟建华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中层正职） 通过

61 金国义 浙江海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党总支书记、董事、总经理 通过

62 周怡波 北二集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通过

63 陆亚娟 宁波镇海港埠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港埠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通过

64 叶伟江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 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通过

65 夏春燕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支部委员 通过

66 何志华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省国贸集团纪检监察室副主任 通过

67 陈运荣 杭钢集团浙江省遂昌金矿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机关党总支委员、第二党支部书记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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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徐建良 浙江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平安浙旅投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管干部） 通过

69 张国章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办公室主任 通过

70 徐 飞 浙江大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通过

71 李华国 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总监 通过

72 王卫华 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 通过

73 金 颖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党委工作部副主任 通过

74 刘水平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管理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通过

75 黄 轩 杭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校教务室主任、总部党委办公室主任 通过

76

省建设

集团

叶园胜 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建集团党群工作部党群、信访维稳主管 通过

77 沈韫洁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总部第四党支部书记、纪检室主任、工会委员 通过

78 倪瑛玲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安装第四分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通过

79 范小巧 浙江建投工程物资设备有限公司 职工董事、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80 蔡琼芳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温州公司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通过

81 周 舒 浙江省武林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武林集团工会委员、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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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贝 芳 浙江建投工程物资设备有限公司 综合办主任（组织党建）、第一党支部书记 通过

83 贾 琼 浙江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组织（人力资源）部部长 党总支书记 通过

84

省能源

集团

王素素 浙江能源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浙能天然气集团政治工作部主任 通过

85 叶茂盛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炭及运输分公司 党群工作部副主任 通过

86 范 莉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工作 党委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87 田 浩 浙江浙能企业管理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党总支委员、工会主席 通过

88 陆林海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政治工作部主任 通过

89 蒋振超 浙江天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90 柯微微 淮浙煤电（电力）凤台发电分公司 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91 陈 夏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省能源集团政治工作部专职（业务管理一级） 通过

92 郑战跃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 通过

93

巨化集

团

张紫微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通过

94 许 斌 衢州市巨化传媒有限公司 原巨化电视台台长 通过

95 张永闻 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 氟制冷剂事业部党委办主任、联州党支部书记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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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刘智峰 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党办（综合办）主任，工会副主席 通过

97 省地勘

局
王 卫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团委副书记 通过

98

其他

王灵恩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公司纪委委员、部门高级顾问兼党建指导员 通过

99 柳晓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办公室党支部组织委员 通过

100 盛赛琴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浙报集团办公室（党委办）群团工作室副主任 通过

101 金 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党建组织管理、直属（本部）工会委员 通过

102 孙建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
中国华融浙江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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