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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Reuters) - Royal Dutch Shell
(RDSa.L: 行情) plans to cut 350-450
senior management roles as it
restructures to cut costs and improv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a
website to which Shell employees post
inter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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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ts represent almost 30 percent
of Shell's "Senior Executive Group"
layer of management, John Donovan,
the operator of the
Royaldutchshellplc.com website said.
Earlier this week Shell announced a
major restructuring but gave no targets
for job or cost cuts.
The Royaldutchshellplc.com website
was the first to reveal news of the
planned restru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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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declined t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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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ing by Tom Bergin, editing by Mike Pea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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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个股〕港铁公司行政总裁续任至2011年年底
〔中国金融〕目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经济下行压力较
大--银监会
〔中国外汇〕外汇交易中心今日起试行即期询价交易的净
额清算
〔中国农业〕政府降低新油菜籽收购价,或导致油菜籽进口
停止--贸易商
〔亚洲橡胶〕TOCOM期胶触及两周高位,受惠于经济乐观
情绪推升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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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华电信将向大陆投资开放

苏珊大妈成名记

新濠天地开幕 测试博彩业复苏水温

网络红人“苏珊大妈”在选秀
节目《英国达人》决赛中爆冷
获得亚军，超高的人气和令
人难忘的嗓音仍将为她带来
滚滚财源。 幻灯片 ¦ 全文
¦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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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真甜
危机中局专题：美经济首季
萎缩幅度小于初估

十大行业专题：中国新能源
规划会在适当时机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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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有足够的钱买
我想吃的任何东西时，却发现失去的
不仅是那些美味而已。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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