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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杭州市 副市长 王宏 局长 钱美仙 / / / （0571） 88394776 lsj.dtc@hz.gov.cn

1 萧山区 区长 王   敏 局长 陈关水 萧山供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  明 96390 82828056 xsshuizhike@sina.com

2 余杭区
城建副区长
水利副区长

於卫国
葛建伟

副主任 陈中柱 余杭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高伟兴 96390 86161321 yhysjd@163.com

3 富阳区 区长 吴玉凤 局长 俞加兴 富阳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林华为 96390 63341727 fynyjd@163.com

4 临安区 区长 骆安全 局长 叶朝刚
临安区农村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董卫国 61119992

23618800 nyb8055@126.com
杭州临安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柳雪刚 96390-3

5 桐庐县 县长 齐  力 局长 金焕梁 桐庐绿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文莉 58567110 58567124 tlncyys@126.com
6 建德市 市长 朱  欢 局长 金  斌 建德市水务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钱晓琼 64786666 64724794 jdsyys@126.com

7 淳安县 县长 董毓民 局长 陆发平
淳安县新农村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章笑菲 64812116

64822192 canyjd@126.com
淳安县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陆春祥 64812468

二 宁波市 副市长 卞吉安 局长 劳可军 / / / (0574) 87361361 nbslj@nbwater.gov.cn

8 海曙区 区长 褚孟形 局长 吴永华
水利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经理 宋春儿 87612076

89297878 hanys1111@163.com
宁波市自来水公司海曙分公司 总经理 丁世勇 27878995

9 江北区 区长 傅贵荣 局长 孔宇
江北区江河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 龚海东 89184464

89668764 jbncys@sina.com
宁波市自来水公司江北供水分公司 总经理 梁帅锋 27878915

10 镇海区 区长 何黎斌 局长 周国伟 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镇海供水分公司 经理 张誉 96390 86252353 ZHCGBGS@163.com
11 北仑区 区长 孙旭东 局长 张永广 宁波市自来水总公司北仑供水分公司 经理 董向伟 96390 86788866 blsl@bl.gov.cn

12 鄞州区 区长 王兆波 局长 郑贤斌
鄞州区水务管理中心 主任 杨东焕 87419929

87419999 yinzhou1111@163.com
宁波自来水有限公司鄞州供水分公司 总经理 潘兵良 28862460

13 奉化区 区长 张文斌 局长 杨伟军
鄞州区水务管理中心 主任 陈士军 88916600

88977978 nbfhnyssupervision@163.com
宁波自来水有限公司鄞州供水分公司 总经理 葛夏挺 88584371

14 余姚市 市长 潘银浩 局长 史勇军 宁波舜建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褚校军 62226444 62632262 zjyyslj@163.com
15 慈溪市 市长 项  敏 局长 方柏令 慈溪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童旭江 63086515 63828393 bgs@cxwater.cn
16 宁海县 副县长 沈纾丹 局长 王  巍 宁海县水务集团 总经理 袁顺生 65550018 65556728 nhsljxx@163.com
17 象山县 县长 黄焕利 局长 张洪成 象山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樊承年 65716520 65762700 laizs2000@163.com
18 东钱湖 副书记 徐挺 局长 孙平 东钱湖镇农业公司 副总经理 褚培存 13705745576 88496081 dqhlhjnys@163.com

三 温州市 市长 姚高员 党组书记 狄鸿鹄 / / / （0577） 88224046 wzsnyb2019@163.com

19 鹿城区 区长 白洪楞 局长 杨丽霞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厂长 叶国和 967555 55567326 lcqncys@163.com
20 龙湾区 区长 周一富 局长 陈升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郑昌育 967555 86966885 lwslj@126.com

21 瓯海区 区长 曾瑞华 局长 陈策
温州瓯海水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良波 88525030

88529495 ohslj@126.com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毛消光 967555

22 洞头区 区长 林霞 局长 颜厥苗 洞头区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苏友军 63488777 63387705 dtswfzgs01@163.com
23 乐清市 市长 方晖 局长 周昌林 乐清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主任 王贤明 62522737 62522979 yqsgsb123@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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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瑞安市 市长 麻胜聪 局长 贾建华 瑞安市市政公用工程建设中心 总经理 胡肖云 65811110 58917083 rasnyb@126.com
25 永嘉县 县长 林万乐 局长 黄金锡 永嘉县山溪饮用水工程运维有限公司 经理 柯海波 67222000 57756826 yjslyys@163.com
26 文成县 县长 章寿禹 局长 蓝昌成 文成县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经理 张振绛 18367897680 59028171 wcxnyb@sina.com
27 平阳县 县长 黄慧 局长 刘纪动 平阳县公用事业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汉 63728814 58102184 pyxnyb2019@163.com
28 泰顺县 县长 王慧杰 局长 陶涛 泰顺县飞云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陶家利 67582582 59282587 tssl2249@126.com
29 苍南县 县长 郑建忠 局长 蒋挺 苍南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杨祖选 59903618 68728925 64263733@163.com

四 湖州市 市长 钱三雄 局长 罗安生 / / / （0572） 2665291 hznys3305@163.com

30 德清县 县长 敖熠新 局长 曹汉祥 德清县水务有限公司 副书记 李斌 8078444 8070122 deqingnys@163.com

31 长兴县 县长 石一婷 局长 钱学良
长兴县农村饮用水管理中心 副局长 陈富强 6023103

6023103 zjcxslj2019@sina.com
浙江长兴水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庞诚 6026111

32 安吉县 县长 陈永华 局长 乐叶都

安吉县水利建设发展总公司 法人 戴泽胜 5312903
5029973 ajslfz@163.com浙江安吉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亦先 5011786

安吉国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军 5690537
33 吴兴区 区长 陈江 局长 姚连华 湖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邢萍 96390 2289407 wxshuili@163.com
34 南浔区 区长 杨卫东 局长 朱建章 湖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邢萍 96390 2289407 15068715417@163.com

五 嘉兴市 市长 毛宏芳 局长 潘  侃 / / / （0573） 82084151 jxswlzjs@163.com

35 南湖区 区长 徐  军 局长 朱银洲 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柏卫东 96390 82084151 jxswlzjs@163.com
36 秀洲区 区长 吴  燕 局长 王志荣 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柏卫东 96390 82084151 jxswlzjs@163.com
37 嘉善县 县长 徐鸣阳 局长 马纳新 嘉善县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沈学军 96390 84023315 jsswjt2009@163.com
38 平湖市 市长 仲旭东 局长 张照明 平湖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周  峰 96390 85011009 swjt@pinghu.gov.cn
39 海盐县 县长 王碎社 局长 吴建军 海盐县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冯培仁 96390 86822222 hyswjt@sina.com
40 海宁市 市长 曹国良 局长 沈思阳 海宁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阮国强 96390 87040888 jxhnsz@zjwater.gov.cn
41 桐乡市 市长 于会游 局长 盛月良 桐乡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金朱平 96390 88022088 tx8022775@163.com

六 绍兴市 市长 盛阅春 局长 张宪疆 / / / （0575） 85152071 sssncyysjd@163.com

42 越城区 区长 袁  建 局长 章国荣 绍兴市富盛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副主任 许国相 85117474 88312148 sxycqsl@sina.com

43 柯桥区 区长 赵如浪 局长 邱松定
柯桥区河湖管理所 所长 傅永平 84130731

84126172 kqgsjd@163.com
柯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吴绍文 84090364

44 上虞区 副区长 陈  刚 局长 俞林忠
绍兴市上虞区水利技术指导中心 主任 杨正权 82181627

82181625 synys2019@163.com
上虞区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潘立安 82124444

45 诸暨市 市长 王芬祥 局长 吴国强 诸暨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建法 96390 89002660 zjs_yysjd@163.com
46 嵊州市 市长 严  钢 局长 马  鸣 嵊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姚  兵 83292306 83100920 nys18967503650@163.com

47 新昌县 县长 黄旭荣 局长 张勇军
新昌县农村饮用水安全工作站 站长 陈学清 86621002

86044490 xcnongshuizhan@163.com
新昌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潘斌 8602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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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金华市 市长 尹学群 局长 金时刚 / / / （0579） 82462896 jhsljhsl@163.com

48 婺城区 区长 黄国钧 局长 倪玉奎
金西自来水公司 副经理 周杰 82666134

82466350 wcswwcsw@163.com
金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经理 丁小军 82381899

49 金东区 副区长 叶春成 局长 张锦根 金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经理 丁小军 82381899 82191508 jdqswj@163.com
50 兰溪市 市长 王新锋 局长 潘丽芳 兰溪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詹继华 88927110 88888418 lxswnys@126.com
51 东阳市 市长 姚激扬 局长 滕恩良 东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梢华 86623621 86636365 dywater2008@163.com
52 义乌市 市长 王健 局长 翁一兵 义乌市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德占 96390 85214625 ywsw01@163.com

53 永康市 市长 朱志杰 局长 朱志豪
永康市自来水公司 总经理 章旭阳 89297100

87236995 ykswxx@126.com
永康市钱江水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厉洪升 87237375

54 浦江县 县长 俞佩芬 局长 彭思灿
浦江县水务集团 副董事长 张双喜 84111589

84205585 pjncyysjd@163.com
浦江县农村饮用水管护服务有限公司 副经理 张国锋 84111589

55 武义县 县长 章旭升 局长 何武
武义县振兴乡村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荣 87770558 87631689 wyxswj2019@163.com
武义县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勇平 87670000

56 磐安县 县长 王志强 局长 李威良 磐安县水利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明高 84661312 84663192 panannys@163.com

八 衢州市 市长 汤飞帆 局长 夏盛民 / / / （0570） 12345 qzncyys@163.com

57 柯城区 区长 方庆建 局长 陈宏良
衢州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商振平 3860110 3393056

3393056 kechengqushuiliju@163.com
衢州田园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华荣 3862256

58 衢江区 区长 朱素芳 局长 杜卫荣
衢江区沈家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荣旺 2931032

3679157 yx5131@163.com
衢州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商振平 3860110

59 龙游县 县长 祝建东 局长 陈怀俊 龙游县华水水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罗伟民 7882106 7024686 lyxncyys2019618@sina.com
60 江山市 市长 舒畅 局长 严肖强 江山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子泉 4021891 4969828 2624558878@qq.com
61 常山县 县长 张少华 局长 胡乾平 常山县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连荣 5021007 5021046 csyys123@126.com

62 开化县 县长 鲁霞光 局长 程军华
开化县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余文彪 6013613

6190910 khslj@zjwater.gov.cn
开化县润民水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成礼 6190851

九 舟山市 市长 何中伟 局长 何国忠 / / / （0580） 2550727 zjzssl@163.com

63 定海区 区长 侯富光 局长 胡国海 定海区水利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哲 2022222 2557290 zsdhsl@163.com
64 普陀区 区长 潘晓辉 局长 张峭岭 普陀区水利围垦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史安之 3012380 3805306 guanyinmi@163.com
65 岱山县 县长 周国岭 局长 齐小丁 岱山县金源水利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乐光君 4060488 4069000 dsxnync@163.com
66 嵊泗县 县长 邵雷 局长 洪光裕 嵊泗县水利水务保障中心 主任 毛军 5084126 5086679 shengsishuili@163.com
十 台州市 市长 张晓强 局长 李起福 / / / （0576） 88201033 tzsnyb@126.com
67 椒江区 区长 杨玲玲 局长 杨利明 台州市椒江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徐国林 88223023 88830087 nonglg@163.com
68 黄岩区 区长 陈建勋 局长 牟建文 浙江黄岩自来水公司 总经理 袁琪 84225484 84015019 hyslnsz@163.com
69 路桥区 区长 叶帮锐 局长 管志兵 路桥区自来水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小斌 82521919 82522307 tzlqslj@126.com
70 临海市 市长 王丹 局长 王如利 临海市水务集团 副总经理 洪昌柏 85282661 85389981 lhslny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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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温岭市 市长 王宗明 局长 陈宇斌 温岭市供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云辉 81761025 86101070 wljsfwzx@163.com
72 玉环市 市长 吴才平 局长 王海滨 玉环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孙建新 87222403 89922723 yhsnsj123@163.com
73 天台县 县长 潘军明 局长 周正伟 天台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兴龙 83803939 83990059 ttsdj2009@163.com
74 仙居县 县长 颜海荣 副局长 王文伟 浙江永安水务集团 总经理 尹志波 87761599 89385670 xjsl1827@163.com
75 三门县 县长 李昌明 局长 屈统夫 三门县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叶以青 83302026 83328998 smnysbgs@163.com

十一 丽水市 市长 吴晓东 局长 徐为民 / / / （0578） 2802300 lssnyb@outlook.com

76 莲都区 陈豪 区长 局长 蓝小华 莲都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叶向荣 2601709 2125549 ldqnyb@163.com

77 龙泉市 吴松平 市长 局长 曾春一
龙泉市乡镇供水站 站长 蒋浩 7751961

7212702 lqsxzgsz@163.com
龙泉市供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徐起全 7213443

78 青田县 周和平 县长 局长 张雪勇
青田县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王伟 6039500

6509061 qtysgc@sina.com
青田县水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剑锋 6955356

79 云和县 上官国明 县长 局长 汤建飞 云和县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洪永波 0532998 5121255 yhnysly@163.com

80 庆元县 胡献如 县长 局长 周峰
庆元县水利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蔡李振 6122238

6122520 qynysjd@163.com
庆元县供排水有限公司 董事长 黎维基 6121651

81 缙云县 王正飞 县长 局长 周建波
缙云县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建文 3013528

3122150 jyshuiliju@163.com
缙云县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藤云 3311308

82 遂昌县 胡刚 县长 局长 叶名颉 遂昌县水投公司 总经理 王劲松 8520100 8528592 scxnyb@126.com
83 松阳县 李汉勤 县长 局长 方建来 松阳县水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建伟 8817255 8809972 syxslj8062135@163.com
84 景宁县 钟海燕 县长 局长 周恩 景宁县水利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翁海波 5627961 5627532 jnxslj@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