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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期：壳牌将在近期大规
规模重组
组
2009-05-27 08:31:22

来源: FT中文网(北京)

跟贴 0 条 手机看股票

壳牌高管表示，他们预计，重组计划包括合并天然气电力部门和勘探生产部门。

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昨日为即将就任的首席执行官领导下的管理层换血扫
清了道路，市场对这家欧洲最大石油公司很快将公布大规模重组计划的预期有所升温。
壳牌突然宣布，经“双方一致同意”，天然气和电力业务负责人琳达•库克(Linda

Cook)

将离职。
上述消息发布之际，该公司级别最高的200名经理人正在柏林召开为期两天的会议，
精彩推荐

预计公司将在会上宣布重组计划。

胶原蛋白让肌肤细嫩如滑(进口)
壳牌高管昨日表示，他们预计，重组计划包括合并天然气电力部门和勘探生产部门。

60倍溶血栓心脑血管病天敌
全球女性丰胸新标准（图）

壳牌员工使用的一个独立网站Royaldutchshellplc.com昨日称，预计将有逾30%的高层

让带斑的脸彻底亮起来

管理人士离职。

老肠胃病调理秘方-夏季必看
羊胎素凭什么让大家疯抢！

更换管理层是壳牌原首席财务官、目前被指定为首席执行官的彼得•沃瑟(Peter Voser)

老肠胃病调理秘方-夏季必看！

大牌女星美白秘方

养生

将实施的第一步改革计划。沃瑟将于7月1日就任首席执行官。
沃瑟去年被指定为首席执行官人选时，受到了投资者和分析师的青睐。预计他将大力
削减成本。由于壳牌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今年该公司债务水平将大幅上升，不过此前的
基数较低。
壳牌拒绝就库克的突然离职发表评论。库克自2004年来一直负责该集团的天然气电力
部门，包括增长迅速的液化天然气业务。 (本文来源：FT中文网 )
美容健康

【已有0位网友发表了看法，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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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加油站逆势降价 中海油或隐匿其中 2009/05/21
壳牌：油价在未来12-18个月内难以大幅回升 2009/04/30
石油巨头壳牌公司一季度利润同比大挫 2009/04/30
壳牌净利润降至34.9亿 一季度降幅达62.3% 2009/04/30
壳牌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减少62% 200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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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元法国祛痘大礼包免费试用
祛除痘印 法国皙肤泉3天祛痘 7天除痘印 祛痘安全快速 惊喜限量免费试用一万套!

４５岁以前停经不正常！

螺旋减肥---减的太快了

脚气--脚臭--震撼疗法！

丰胸：３０天挑战Ｄ罩杯!

祛斑-美白-李湘出绝招！

别让甲型猪流感吓着您

★妊娠纹-疤痕-３０天大根除

３０天★祛斑--美颜--大变脸

★狐臭---腋臭---终结疗法！

莫让“打呼噜” 毁了后半生！

■睡觉减肥---瘦到你尖叫

■狐臭−腋臭−明星支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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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星动漫智趣学生用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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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减肥〜瘦到你尖叫！！

狐臭--腋臭--全球揭秘!

丰胸--增大３罩杯--性感诱惑

■螺旋减肥--懒虫也狂瘦！！

祛斑-美白-李湘出绝招！

穷小子三年赚了两千万

白手起家 开个小店

头条：小沈阳投资理财暴富

◆18岁少女投资三天买宝马★

老板必看！招商外包新模式

投资1000 半年成富翁!

蔡依林：A罩杯巨变D罩杯

网易娱乐推荐

大S露肩"色诱"古天乐

TVB高层嫌09港姐太丑

网易财经
财经48小时评论
时评论排行

精彩推荐

1.新能源振兴计划有望出台 补贴采取全民支付方式 评论336条

【丰胸】女人丰胸−大到尖叫

鼻炎--过敏性鼻炎--照照ok

★明星：周海媚泡脚减肥秘诀

◆18岁少女投资半年买宝马

只要您肯干 月赚５０万

上班也能发财的大秘诀

4.成品油调价时间窗口今晚再现 可能每吨上涨500元 评论232条

千元投资 白手起家 开个小店

打工不如创业开小店

5.袁隆平：政府应改进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方式 评论150条

你如何白手起家（图）

招商外包！签客户才付费

投资理财-3万变8万

★水果疯狂瘦，三天减10斤

2.唐骏：减持紫金矿业大部分用于收购青啤 评论251条
3.股民：中石油“全球市值第一”与我们何干 评论24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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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车险到期了吗？

国内专业液压制造商

快速自考本科学历一年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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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叫洒水泵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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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

祛斑

丰胸

美白

口臭

◆丰胸−林志玲丰胸秘籍曝光

◆女人更年期——怎么办？

★睡觉减肥--瘦到你尖叫！

做个幸福妈咪,宝宝更出色

去眼袋黑眼圈--做电眼美女

狐臭--腋臭--最新疗法！

远离七种败夫女

汇聚天下名医 解除多重病症

健康用药，呵护您的一生

搜罗万种药品 小病迎刃而解

◆脱发−−白发−−基因破译

减肥--减肥--７天睡掉10斤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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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球员湖南校园撒钱

亚洲球王朴智星拒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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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

老中医 王老吉没违法
[减肥] 仅7.83%女人减肥为了健康
[药品] 揭秘假药生产销售一条链
[美容] 伤心！25岁的我真像大妈吗
[整形] 整形失败，该找谁修复呢？
什么做爱
爱姿势
势最容易怀
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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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事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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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举报流氓软件！

中国为何假货耳机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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