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部一般干部岗位竞聘结果公告 

2017年 11月 30日-12 月 02日，人力资源部在公司网站上发布了采购部一般干部岗位

公开竞聘公告。经报名、资格审查、竞聘面试等环节，现将各岗位的人选公告如下： 

序号 分部 报名岗位 工号 姓名 

1 采购战略分部 采购战略牵头人 005676 张琛 

2 采购战略分部 采购战略牵头人 001886 党远超 

3 采购战略分部 材料市况分析 002675 李颖俊 

4 采购战略分部 流程策划与精益改善牵头人 008835 喻家青 

5 采购战略分部 采购信息牵头人 010844 宗薇薇 

6 采购战略分部 翻译 012005 钱赛英 

7 采购战略分部 部（厂）长翻译（法语） 027230 朱纯纯 

8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3514 葛起安 

9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11524 聂晶 

10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7476 李泉 

11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0619 高光邈 

12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4311 何晓玲 

13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31395 陈崇新 

14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10996 刘朝晖 

15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0306 方志刚 

16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3167 高建辉 

17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8834 吴亮 

18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3922 赵红艳 

19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 002053 赵国斌 

20 服务采购支持分部 采购员（襄阳） 005878 毛峰 

21 项目采购分部 项目管理 022820 黄静 

22 项目采购分部 项目管理 000780 朱斌 

23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1016 陈玉华 

24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9599 薛涛 

25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2631 王家武 

26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9373 魏立功 

27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4410 樊连毅 

28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36955 徐喆 

29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1610 刘红兵 

30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1160 柳波 

31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32360 孔劼 

32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9552 刘波 

33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0045 侯叶萍 



34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6663 钟庆明 

35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2608 高猛 

36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1345 时涛 

37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0288 邓立安 

38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727 段聪 

39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9629 曾令 

40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126 刘方超 

41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32540 胡堃 

42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0367 柴树桥 

43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3822 崔俊 

44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2047 徐翀 

45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4182 项波 

46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579 张志 

47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6825 沈鹏 

48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7878 杨红艳 

49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0382 潘登 

50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0895 毕凝 

51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127 安捷 

52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1789 曾宁雅 

53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1708 冯石萃 

54 车身零件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9765 贺晶 

55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0486 张庆 

56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7398 刘志清 

57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0618 闫兴明 

58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9507 肖基伟 

59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6431 卢林 

60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8137 金杰 

61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7458 张良 

62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7803 白荣 

63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1749 吴疆 

64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8122 国才华 

65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581 郑鹏程 

66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1070 陶绪红 

67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7167 董千里 

68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0468 张欣 

69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33862 彭喆 

70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729 陈涓 

71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18761 顾旖 

72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06864 聂文军 



73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30296 王瑜菲 

74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 027227 李栾 

75 动力传动系统采购分部 采购员-襄阳 002603 姜海波 

7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3250 阮鹏 

7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5434 曾文超 

7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8585 李洁 

7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8120 马克健 

8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6327 龚万军 

8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8915 王帆 

8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0301 孟庆新 

8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1179 王朴周 

8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718 郭真 

8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9420 刘丹 

8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361 马敏肖 

8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347 余伟权 

8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2702 章和 

8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5540 何平 

9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3049 朱文哲 

9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3189 汪志宏 

9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66 宋建华 

9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9131 袁龙 

9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4940 黄金蓉 

9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4525 虞婷婷 

9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2125 马海龙 

9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7970 邓晓芳 

9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8308 徐海涛 

9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0282 乐波 

10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8309 王旭柯 

10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33 吕志伟 

10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81 张建川 

10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2296 孙欣 

10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1155 王曦 

10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9497 常庆林 

10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8720 袁美芳 

10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9132 陈明 

10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3399 张占魁 

10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93 宋尚坤 

11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1075 王晓峰 

11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1589 李海忠 



11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0529 姜惠明 

11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2215 张铮 

11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40 殷俊 

11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90 饶良才 

11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071 余欣 

11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2828 吴四海 

11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7576 张一枫 

11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7268 夏泉 

12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7064 姚伟 

12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566 胡定明 

12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0591 王锦鹏 

12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8523 仇亚玲 

12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03244 郭文杰 

12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646 余力 

12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5191 胡志成 

12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8958 杨辉 

12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8637 施邦佳 

12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120 康文杰 

13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986 程齐 

13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3251 刘建平 

13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2681 李志超 

13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9631 谭斌 

13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28269 方江浪 

13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4683 蔡成伟 

13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6620 徐永祥 

13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32992 张建建 

138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5189 王岳伟 

139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5152 高坤 

140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19255 龙玲 

141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6492 李潇雄 

142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046482 陈昌乾 

143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样件验审技术员 010329 宋朔 

144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成都） 046219 杨连军 

145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成都） 046483 廖海辰 

146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成都） 047016 孙芸芸 

147 供应商质量管理分部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成都） 003967 姜彦莉 

148 成都采购支持室 采购员（成都） 036977 袁奇 

149 成都采购支持室 采购员（成都） 001914 千里峰 

公告时间：2017 年 12 月 05日——2017日 12 月 12日 



联系部门：纪检监察室、采购部、人力资源部 

联系电话：027-84290388、84299728、84290150 

邮 箱：gsjw@dpca.com.cn 

特此公告。 

采购部     人力资源部 

2017年 12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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