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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文件 
DONGFENG PEUGEOT CITROEN AUTOMOBILE  

COMPANY, LTD. 

 

编号(Numéro): DPCA/DG/2018/64 

页次(Pages):  1/4 

拟文(Rédac):  

翻译(Inter): 

密级(Confidentialité): 

日期(Date):18/7/2018 

 审核(Examin.):  

校对(Vérifica.):  

 

主送：公司各部（厂）正副部（厂）长 

主题：任免职通知 

Destinataires: Tous les DIRs et DIRAs 

Objet: Circulaire personnel 

 

经研究决定：  Après études, il a été décidé que:  

   

石良军先生（工号：000478） 
任营销总部营销支持部部长 

(试用期 6个月)。 
 

 M. SHI Liangjun (CP: 000478) 

Est nommé DCCO/DSMK/DIR (6 

mois d’essai) . 
  

毛创新先生（工号：003220） 
任东风雪铁龙品牌部销售部部

长(试用期 6个月)。 

 

 M. MAO Chuangxin(CP: 003220) 

Est nommé DCAD/DVNC/DIR (6 

mois d’essai) . 
  

马磊先生（工号：020643） 
任东风标致品牌部市场部副部

长(试用期 6个月)。 
 

 M. MA Lei (CP: 020643) 

Est nommé DPAD /DMAP /DIRA (6 

mois d’essai) . 
  

严贤福先生（工号：031934） 
任东风标致品牌部销售部部长 

(试用期 6个月)。 

 

 M. YAN Xianfu(CP: 031934) 

Est nommé DPAD/DVNP/DIR (6 

mois d’essai) . 
  

吴婧女士（工号：022394） 
任营销总部营销支持部计划及

订单管理分部主任(试用期 6 个
月)。 

 

 Mme WU Jing(CP: 022394) 

Est nommée DCCO/DSMK/VPC/DIV 

(6 mois d’ess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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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辰锐先生（工号：020568） 
任东风雪铁龙品牌部市场部媒

介策略分部主任(试用期 6个月)。 

 

 M. ZHANG Chenrui (CP: 020568) 

Est nommé DCAD/DMAC/PME/DIV 

(6 mois d’essai) . 
  

耿树鑫先生（工号：046806） 
聘任为东风雪铁龙品牌部市场

部 SUV营销平台主任(聘期 3年，试
用期 6个月)。 

 

 M. GENG Shuxin (CP: 046806) 

Est nommé DCAD/DMAC/PFS/DIV 
(pour une durée de mandat à trois ans, 6 
mois d’essai).  

邹盼先生（工号：017054） 
任东风标致品牌部品牌产品总

监(试用期 6个月)。 

 

 M. ZOU Pan(CP: 017054) 

Est nomméDPAD/Superviseur produit 

marque (6 mois d’essai) . 
  

米振宇先生（工号：032652） 
任东风标致品牌部东区总监

(试用期 6个月)。 

 

 M. MI Zhenyu (CP: 032652) 

Est nommé DPAD /BRC Est 

/Superviseur (6 mois d’essai) . 
  

饶兴庆先生（工号：031515） 
任东风标致品牌部西区总监

(试用期 6个月)。 

 

 M. RAO Xingqing (CP: 031515) 

Est nommé DPAD /Superviseur 

produit marque (6 mois d’essai) . 
  

董春阳先生（工号：036992） 
任备件服务部精品及 B 类备件

分部主任(试用期 6个月)。 

 

 M. DONG Chunyang(CP: 036992) 

Est nommé DPRS/AGB/DIV (6 mois 

d’essai) . 
  

黄波先生（工号：022772） 
任技术中心整车与电器部智能

网联分部主任(试用期 6个月)。 

 

 M. HUANG Bo (CP: 022772) 

Est nommé DEPA/DMES/VIC/DIV 

(6 mois d’essai) . 
  

李径亮先生（工号：032376） 
任技术中心车身部车身结构分

部主任(试用期 6个月)。 

 

 M. LI Jingliang (CP: 032376) 

Est nommé DEPA/DPPC/SOV/DIV 

(6 mois d’essai) . 
  

王本满先生（工号：015799） 
任技术中心车身部材料技术分

部主任 (试用期 6个月)。 

 

 M. WANG Benman (CP: 015799) 

Est nommé DEPA/DPPC/MXP/DIV 

(6 mois d’essai) . 
  

肖斌先生（工号：010456） 
任武汉工厂设备保障分部主任 

(试用期 6个月)。 

 

 M. XIAO Bin (CP: 010456) 

Est nommé DUWH/MAI/DIV (6 mois 

d’ess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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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土林先生（工号：001501） 
任成都工厂质检分部主任， 

免去其担任的成都工厂总装分

厂主任职务。 
 

 M. SUN Tulin (CP: 001501) 

Est nommé DUCD / QCP 

/Divisionnaire, 

et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UCD/MON/Divisionnaire. 

孙继胜先生（工号：002411） 
任成都工厂总装分厂主任， 

免去其担任的成都工厂冲焊分

厂主任职务。 

 

 M. SUN Jisheng (CP: 002411) 

Est nommé DUCD / MON 

/Divisionnaire, 

et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UCD/EMFE/Divisionnaire. 

 

马晓朋先生（工号：022225） 
任成都工厂冲焊分厂主任 (试

用期 6个月)。 

 

 M. MA Xiaopeng (CP: 022225) 

Est nommé DUCD/EMFE/DIV (6 

mois d’essai) . 
  

郦宏先生（工号：000682） 
任组织信息部信息技术支持分

部主任， 

免去其担任的组织信息部计算

机技术支持分部主任职务(机构演

变)。 
 

 M. LI Hong (CP: 000682) 

Est nommé DSIM / STI /Divisionnaire, 

et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SIM/IFS/Divisionnaire (Evolution de 

l’organisation ). 

 

辜勇初先生（工号：003615） 
任组织信息部信息化规划与方

法分部主任， 

免去其担任的组织信息部计算

机规划和方法分部主任职务(机构

演变)。 

 

 M. GU Yongchu (CP: 003615) 

Est nommé DSIM / PMI 

/Divisionnaire, 

et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SIM/PMI/Divisionnaire (Evolution de 

l’organisation ). 

 

陈么华先生（工号：007951） 
任组织信息部信息系统开发分

部主任(试用期 6个月)。 

 

 M. CHEN Yaohua (CP: 007951) 

Est nommé DSIM/DSI/DIV (6 mois 

d’essai) . 
  

李毅先生（工号：015391） 
任人力资源部总务分部主任 

(试用期 6个月)。 

 

 M. LI Yi (CP: 015391) 

Est nommé DRRH/GSS/DIV (6 mois 

d’essai) . 
  

以上任免从 2018 年 7 月 18 日起生

效。 

 

 Cette décision entre en vigueur à partir 

du 18/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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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东先生（工号：001457） 

免去其担任的成都工厂质检分

部主任职务。 
 

 M. WEN Dong (CP: 001457)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UCD/QCP/Divisionnaire. 

 

钟光成先生（工号：001502） 

免去其担任的武汉工厂设备保

障分部主任职务。 
 

 M. ZHONG Guangcheng (CP: 

001502)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UWH/MAI/Divisionnaire. 

 

王佐臣先生（工号：011771） 

免去其担任的襄阳工厂变速箱

分厂主任职务。 
 

 M. WANG Zuochen (CP: 011771) 

N’assure plus la fonction de 

DUXY/BVT/Divisionnaire. 

 

以上免职从其离职之日起生效。  Cette décision entre en vigueur à 

partir de sa démission. 

 

 

 

 

总经理 
DG 

执行副总经理 
DGA Exécutif 

苏维彬（签字） 

M.SU Weibin (Signature) 

苏维彬（代） 

M.SU Weibin (Sign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