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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
上榜重庆企业百强

双十一看长城润滑油如何在线上C位当道

长城润滑油服务北斗卫星

如何选购制动液？

长城润滑油与神华物资贸易公司签订党建共建协议

日前，重庆市企业联合会、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召

开2018年重庆百强企业高峰会，并揭晓2018制造业企

业100强榜单，中国石化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再次

成功登榜，并跻身第63位。

中国石化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多年来立足重

庆发展，发挥中国石化及润滑油公司的资源优势，

为重庆地区长安汽车、重钢、西南铝等工业企业发

展提供了优质润滑技术保障，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

了贡献，获得了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肯定。

中国石化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已连续多年保

持这一荣誉。（徐斌）

2018年双十一电商购物狂欢节终于落幕了，作为

汽车配件及养护品类中的一大“主角”，各大平台上润

滑油产品的销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更值得欣喜的是，

“国货”成为了今年机油电商狂欢节的主角，尤其是

“全合成”、“SN级别”、“节油”、“长换油周期”

等“标签”下的中高端中国品牌润滑油产品持续走俏，

占据了线上机油销量的半壁江山。据中国润滑油信息网

(www.sinolub.com)机油猫电商研究中心数据，在双十一

润滑油排行榜TOP10中，“国货”表现不凡，在天猫双

十一排行榜中，长城润滑油等4家国货品牌均发力抢占前

十名的席位，占据了当日52.6%的机油总成交量。

作为“国货”机油的领军者，中石化长城润滑油凭

借超高产品性能优势和用户口碑，稳居天猫汽机油销量

第一，其“明星产品”金吉星5W-30汽机油累计销售达

10万升，为十年电商之旅交上了令人满意的答卷，也为

探索前行中的中国品牌机油电商开拓打了强心剂。

据了解，今年“双十一”当日长城润滑油天猫旗舰

店下单的消费群有70%以上是其老客户，90%以上使用

手机下单，到店转化率高达45%。能够获得广大线上消

费者的认可和追随，源自长城润滑油对品质和创新的追

求。作为“国字号”梯队的主力军，自2009年入驻天

猫旗舰店以来，长城润滑油紧随“双十一”自“电商时

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再到如今“新零售时代”

的步伐不断成长，连年屡创佳绩。近年来，长城润滑油

更通过一系列创新化的运作，与全球领先科技比肩，圈

粉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层的消费群，无论是品质还是理

念，都备受消费者认可，可谓当之无愧的“国品”。

“双十一”的10年，既是中国电商迅猛发展的10

年，也是中国润滑油品牌进军线上、探索电商路径的10

年。如今，长城润滑油作为“国货之光”，已在国际巨

头雄踞的中国润滑油行业市场开辟出中国品牌之路，让

全球用户看到其齐肩世界一流的品牌与品质实力，这不

仅是长城润滑油在“双十一”这场战役的成功，也是中

国中高端润滑油品牌锐意创新，勇于谋变的成功。

11月12日，中国石化

润滑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春辉出席中共中国石化

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北销售

中心委员会和中共神华物

资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委员

会党建共建签约仪式。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春辉在签约仪式上表示，长城润滑油与神华有着多年的良好合

作关系，通过党建共建平台，在目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双方

通过党建工作、业务工作和融合推进，希望在煤炭行业高端装备用油国产化替

代以及煤矿设备用油管理、协作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介绍了长城润滑油与宝钢集团共建的

情况和成果，并针对双方下一步党建共建工作模式、党建项目化等工作的开展

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签约后，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北销售中心党委与神华物资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党委共同学习了以“新思想 新征程”为主题的党课，同时就下一步党建共

建、重点设备国产化替代等业务工作进行了沟通，并制定了工作计划。（张莉）

2018年10月15日12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以

“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三十九、四十颗北斗导航

卫星。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

三号系统第十五、十六颗组网卫星。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BDS）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是继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

斯卫星导航系统（GLONAS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Galileo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之后第四个

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长城润滑油为北斗卫星研制

配套陀螺油，满足北斗卫星在太空中自身定位的需求。

由于用于导航定位的陀螺高速旋转，要求陀螺油高密

度，保证导航精确。所以，提供的陀螺油也必须密度精

确到千分之一克，同时要保证温度低时不凝固。

因此必须从众多的基础油中寻找到适合的基础油，

中国石化空间润滑技术开发中心积极采用高科技手段将

其遴选出来，也配置了许多高精尖的仪器装置，来研发

生产，经过无数次试验失败，最后成功。失败和质量偏

差全留在企业内部，生产出的产品实行全检，而不是抽

检，确保每一滴陀螺油满足要求。

目前，先后有四十颗北斗卫星发射升空，根据计

划，后续还将发射两颗中圆地球轨道卫星和一颗地球同步

轨道卫星，于今年年底前建成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提供服务。构建国家安全和经济民生的重要基

石。这其中，就有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的积极贡献。

在制动液的选择过程中，应尽可能购买为

汽车厂提供配套制动液的生产厂家的产品，确保

质量可靠，性能稳定；不同型号的制动液不能混

用，以免相互间产生化学反应，影响制动效果。

尽量到资质合格的有经销授权的销售场所购

买，以防假冒伪劣产品；最好使用专业设备进行

更换，这样才更彻底、不至于残留杂质，同时避

免出现气阻。

在制动液种类的选择上，最好考虑选择合成

制动液，尽量不要购买已被市场淘汰的醇型制动

液。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是中国机动车辆制

动液标准起草单位，生产的长城合成制动液为众

多汽车厂原装配套，同时也是中国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认定的的制动液标准样品，为广大车主首选

制动液。

知识窗

党建共建
合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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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讯快递

　12月1日，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办的全

国“诚信之星”发布式在京举行，褒扬诚信行为，倡导诚

信理念，推动社会诚信建设。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凭借在

社会与行业中长期累积的质量信誉以及对国家作出的积极

贡献榜上有名，作为本次发布中唯一的获奖集体，与吴松

航、蔺发儒、丁山华、毛师花、崔万志、王长义王长信兄

弟、万其珍、刘萌刚、廖良开等个人荣膺“诚信之星”。

荣膺“诚信之星”称号。

发布会上播放了反映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诚信经营事

迹的专题视频片，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苟连杰代表企业领奖，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言顺为

公司颁奖。发布会采访了苟连杰书记、北京研究院张海鹏

同志以及合作单位代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

究所副所长张斌。发布会给予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的

颁奖词如下：“品质，是产品的核心。诚信，是企业的生

命。60年如一日，他们担当国家战略的推动者，产业发展

的助力器。技术引领，

服务社会，是他们不变

的初心，他们不仅是中

国企业诚信经营的领军

者，更圆了中国人自己

的航天梦。2018诚信之

星——中国石化润滑油

有限公司。”

苟连杰书记表示：

守法诚信始终是基业长

青之本，我们非常珍惜

全国“诚信之星”这一

最高荣誉，坚守“每一滴油都是承诺”的社会责任理念，

以真诚赢得伙伴，靠信誉打造品牌，为社会奉献质量优、

分量足、安全性高、环保性强的高端润滑产品和一流的服

务，与广大客户共赢发展，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有信心能够开发更多高端装备技术、高技

术润滑产品，服务保障国家的重点项目。正如习总书记讲

到的：“大国重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高端装备

的润滑技术也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这是企业的责

任，也是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担当，更是我们对国家

的承诺，让我们大家共同践行诚信诺言，服务国家发展，

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盛，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宣传部部长吕大鹏等总部机关领导

出席发布仪式。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包括劳动模范、先进

员工、优秀党员、销售标兵在内的100余名干部员工参加了

发布仪式。《央视财经》微博直播了发布仪式。同时，中

央二套对颁奖盛典向全国观众进行了转播。（下转二版）

长城被评为中联重科集团中旺公司

2018年优秀供应商

11月8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武汉分

公司应邀参加了中联重科集团中旺公司2018年供

应商大会，来自全国各地50多家企业100余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中联重科中旺公司为感谢长城润

滑油多年来给予的支持与帮助，特授予长城润滑

油“优秀供应商”称号。

中联重科中旺公司总经理张友刚对长城润

滑油的服务质量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亲自为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颁奖。下

一步，长城润滑油将进一步加强与中联重科集

团的合作，双方携手共进，全面构建战略同盟

伙伴关系。（周容吉）

长城润滑油与中信重工开诚

特种机器人签订战略合作

近日，中信重工开诚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

与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在上海隆重举行，中信重工开诚特

种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能、物资装备中心

总经理窦沭辰、机器人产业基地副总经理刘孟

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

理盛祖红和副经理张燕共同见证并进行了签

约仪式。此次战略签约仪式上，双方确定建

立新型的业务合作关系，表示将在机器人特

种专业油品上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在产品

的研发、营销等方面开展深层次的交流和合

作。双方均表示，作为央企，将以振兴民族

工业为已任，助力中国梦。（王晓川）

长城润滑油
官方微信二维码

以诚信赢得客户信赖——中国石化
长城润滑油摘取“诚信之星”荣誉

2018长城润滑油CTCC上海收官
上汽大众333车队迎荣耀时刻

2018年11月25日，随着方格旗的挥动，2018长城润滑

油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完美收官，持续

大半年的激烈赛道争夺至此圆满落下帷幕。在最后一站的

王者争霸赛中，匹配了超强阵容的上汽大众333车队拿出看

家本领，经过12圈的艰苦鏖战，成功锁定超级杯主赛前五

名中的四个席位，并为车队赢得了本回合的厂商杯冠军。

与激烈赛事交相辉映，由长城润滑油组织的赛车体验

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本站，长城润滑油邀请了50家精英

修理厂代表亲赴赛场，现场为上汽大众333车队加油助威，

并近距离体验赛车运动所独有的速度与激情。修理厂代表在

包厢内，拥有在专业人士讲解下迅速入门的珍贵机会，既可

一览赛事最新战况，更能与车手和车模近距离互动。长城润

滑油助力CTCC的激情和文化蔓延赛场内外，更让本场的赛道

成为这些修理厂代表赛车爱好的起点。（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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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 来 ， 中 国 石

化润滑油业务以“信”

字立企，按照中国石化

“每一滴油都是承诺”

等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构筑企业诚信制度规范体系，

将“经营讲诚信、履约守信誉”的价值观定格在决策

层、渗透于管理者、延伸到全员，使之成为干部员工的

自觉行动。自上世纪60年代服务中国航天建设起，长城

润滑油以近60年坚守“服务国家发展，打造世界一流”

的使命担当，始终秉承“视微小的产品缺陷为顾客户的

100%损失，任何时候决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短期

经济利益”价值观，以ISO9001&IATF16949等质量体系

为保证，实施全过程、全方位、全供应链、全生命周期

的质量管控，逐步累积起品牌信誉，多年来连续被国家

或地方政府工商部门评为“重合同、守信用单位”，与

国内、国际知名制造商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在近些年

国家和地方政府质检、工商部门数千次的质量抽检中，

长城润滑油品质始终符合国家标准。长城润滑油先后获

得“中国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中国石化润

滑油公司2010年获得工信部“质量兴业试点单位”，

2013年获得第二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2017年获得北京

市政府质量奖提名奖。

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坚持“客户永远是对的”的服

务导向，以及构建的外部评价促内部提升的管控体系。

设立客户服务中心和七大技术支持中心，全方位、全天

候提供服务，并以客户宝贵意见持续改进内部运营。坚

持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队伍风气调

查，实现持续改进，不断提升服务客户的水平。坚定做

中国高端制造的支持者、参与者、润滑技术保证者，成

为“复兴号”、VLCC、机器人制造等一系列“大国重

器”背后的隐形力量。同时，积极携手中资企业“走出

去”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扬振“中国制造”声威，产品

已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由中宣部、国家发改委主办的“诚信之

星”评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推荐，通过层层审核和专家评选，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成功摘得桂冠。

长城新包装安诺制动液亮相市场
11月16日，中国石化润滑

油西南销售中心举办"长城"安

诺制动液新包装推广会，展示

安诺制动液新包装，介绍产品

性能、市场开发及激励措施。

在推广会上，全国制动液

重点经销商见证了安诺产品的

新形象，围绕做好新包装制动

液产品的推广互动交流，提出

建设性建议，彼此分享了在地

区市场推动制动液产品增量的

经验，表示着力做好终端客户开发与服务，全力推广好制动液新包装产品，加快市场拓展步伐。

为更好地通过包装形式体现产品的优质属性，长城润滑油郑重推出安诺制动液新包装，涉

及DOT3、DOT4两大系列制动液产品，包装形式一改多年的黄色风格，与国内顶级制动液产品长城

CLASS，从色彩和包装形式上相搭调，形成统一的以灰色基调的制动液产品包装形象，以一体化的外

观形象，以进一步赢得客户对长城制动液的喜爱。（徐斌）

众泰汽车为长城润滑油
过程控制点赞

11月6日至7日，众泰汽车质保部、研究院及盛瑞传动公司采购部

至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进行现场审核，武汉分公司、

华北销售中心一同迎审。双方在生产控制、产品检验、品质保障、存

储能力等方面进行沟通，现场针对操作记录、实验室检验设备定期检

测保养记录、油样的保存过程进行了审核。另外在职工培训计划、转

岗人员培训及原材料采购方面合同签订、应急预案等情况进行了全方

面审核。

众泰汽车审核组对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能够认真对待本次

审核表示感谢，同时对公司整体实力、研发能力、保供能力给予了

充分肯定。表示在参与的众多配套企业审核中，中国石化润滑油资

料是最完善的。（李楠）

比亚迪西安基地配套
长城润滑油

10月26日，西安比亚迪发动机油A3B4 SN5W40项目成功完成长城

润滑油切换，至此，比亚迪西安基地发动机初装油品已大都选用长

城润滑油，该项目汽油机油年应用量十分可观。

该项目开发周期历经3年，中国石化润滑油广东销售分公司项目

团队充分发挥长城润滑油“技术＋服务”优势，与中国石化润滑油北

京研究院、润滑油华南技术支持中心共同努力，在与多个国内外品牌

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技术准入，最终成功供货。下一步，中国石

化润滑油广东销售分公司将全力推动售后服务用油的深入开发。

四季度，中国石化润滑油广东销售分公司将继续聚焦重大项

目，发挥团队力量，通过项目开发维护，不断夯实终端客户基础，

努力提升销量和效益。（张虹）

（上接一版行业视点）作为国内最大的润滑油企业

之一，长城润滑油从2012年起正式冠名“CTCC中国房车

锦标赛”。自此，赛事名称变更为“长城润滑油CTCC中

国房车锦标赛”。第二年，长城润滑油与上汽大众333车

队展开深入合作，旗下的明星产品金吉星成为上汽大众

333车队的指定润滑油，双方共同为赛车用油进行专项研

发。长城润滑油和CTCC共同将中国赛车运动推向了常态

化、年度化，使之成为全民关注及参与的运动赛事。

激烈精彩的2018长城润滑油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已

经落下帷幕，但赛车在中国的征途仍在延续，长城润滑

油将与赛车爱好者一路同行，不遗余力推广赛车文化。

让我们共同期待，CTCC2019赛季的激情和震撼。

长城润滑油中标厦门海峡出租车公司
近日，厦门长城高汽经销商厦门市瑞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特运顺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正式签约,长城出租车专用油的士达SM 10W-40产品凭总分第一

最终击败竞品夺得独家中标资格。

本次招标是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特运顺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联合招标，2018年

9月份向厦门长城高汽经销商厦门市瑞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发出招标邀请，为厦门机油集采招标的最

大一个标的，合同为期两年。本次参加竞标的竞品超过7个，最终，长城润滑油凭借的士达高级出租车

专用产品的优异性能和良好的性价比优势，成功中标，成为2018年至2020年度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特运顺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独家机油供应商。本次中标对进一步打开厦门地区长城润

滑油产品市场，扩大长城品牌的影响力，提高长城的士达产品的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黎家铭）  

车 用 油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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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CF 0W-40

▲采用高品质全合成基础油，自由应对极端天

气和恶劣工况对发动机的考验，为各种先进技术的

发动机提供更持久的安全保护，让车辆发挥持久动

力。

▲出色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适合

各地区全天候使用。

▲采用独特的抗磨减摩添加剂，有效减少发动

机部件磨损，延长发动机寿命。

▲优异的高温抗氧化性能和清净分散性能，有

效抑制积炭和油泥的生成，具有长效的换油周期。

▲满足API SN/CF,ACEA A3/B3、A3/B4,BMW 

Longlife-01,MB 229.3/MB 229.5,Porsche A40,Renault RN0700/0710,VW 

502 00/VW 505 00规格要求。

▲尤其适用于采用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喷（GDI、FSI

及SIDI）、涡轮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豪华轿

车。为追求完美驾乘体验和引擎极致保护的人群提供上佳的选择。

SN/CF 0W-50

▲采用PAO全合成基础油，自由应对极端天气和恶劣车况对发动机的考

验，为发动机提供更持久的安全保护，让车辆发挥持久动力。

▲出色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适合各地区全天候使用。

▲采用独特的抗磨减摩添加剂，有效减少发动机部件磨损，延长发动机

寿命。

▲优异的高温抗氧化性能和清净分散性能，有效抑制积炭和油泥的生

成，具有超长的换油周期。

▲满足API SN/CF规格要求。

▲适用于采用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喷（GDI、FSI及

SIDI）、涡轮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高性能运

动轿车。为追求极速运动驾驶模式和引擎极致保护的人群提供上佳的选择。

SN/GF-5 5W-20 SN/GF-5 5W-30

▲采用高品质全合成基础油，性能持久稳定。

▲超低黏度降低摩擦阻力，减少燃油消耗。

▲出色的发动机清洁能力，全面抑制积炭和油泥的生成。

▲优异的抗磨损性能，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SN/GF-5 5W-20尤其适用于日系、韩系、美系等对节能有

特殊要求的车辆发动机。

▲满足API SN,ILSAC GF-5,Ford WSS-M2C945-A规格要求。

▲适用于采用各种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

喷（GDI、FSI及SIDI）、涡轮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豪华轿

车。为追求宁静顺畅驾乘体验、降低燃油消耗与发动机均衡保护的人群提供上佳的选择。

SN/GF-5 5W-30  SN/CF 5W-40

▲采用高品质合成基础油，为发动机提供更持久的安全保

护，让车辆发挥持久动力。

▲优异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适合全天候使

用。

▲优异的抗磨损性能，有效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寿命。

▲出色的高温抗氧化性能和清净分散性能，有效抑制积炭

和油泥的生成，延长换油周期。

▲为要求相应用油规格的汽油发动机或车辆以及轻负荷柴

油发动机或车辆提供润滑保护。

▲满足API SN/CF,ACEA A3/B3、A3/B4,BMW Longlife-01,MB 229.3, Porsche A40, 

VW 502 00/505 00, Renault RN0700/0710规格要求。

▲适用于各种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喷（GDI、FSI及SIDI）、涡轮

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高档轿车。为追求完美驾乘体验和

引擎极致保护的人群提供上佳的选择。

SN/GF-5 5W-30

▲特有环保配方，提高燃油经济性，延长三元催化转化装

置使用寿命，适用于使用先进技术的低排放发动机。

▲出色的低温启动性能，满足寒冷地区使用需求。

▲卓越的抗磨损性能，全面保护发动机。

▲出色的抗氧化性能和杰出的清净分散性能，持久保持发

动机清洁。

▲适用于采用多气阀、缸内直喷（GDI、FSI及SIDI等）、

涡轮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的各种都市轿车。为关爱

发动机引擎长效保护的人群提供上佳选择。

SM 10W-40

▲优异的低温启动性和高温润滑性能，确保引擎运行顺畅，适

合全天候使用。

▲卓越的抗磨性能，有效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寿命。

▲出色的抗氧化性能和杰出的清净分散性能，持久保持发动

机清洁。

▲适用于各种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喷

（GDI、FSI及SIDI等）、涡轮增压发动机(TSI、TFSI等)的各种都

市轿车。

长城金吉星取得美国石油协会API等国际润滑油标准及委员会的认证，获得了奔驰、宝马、沃尔沃、丰田、日产等全球主

流汽车制造商的认可。多年来，长城润滑油携手众多品牌汽车设计大师，与新一代发动机同步创造润滑油品，通过严苛的模

拟实验、台架实验以及数十万公里的行车实验，以优异的品质和服务，成为全球众多品牌车企的装车和服务站用油。长城金

吉星汽机油，你的爱车从一开始就已为你做出了选择。

金吉星汽车家族的共同血液

SN/GF-5 0W-20

▲采用高品质全合成基础油，性能持久稳定。

▲超低黏度降低摩擦阻力，减少燃油消耗。

▲优异的低温流动性能，冷启动更轻松。

▲出色的发动机清洁能力，有效抑制积炭和油

泥的生成。

▲优异的抗磨损性能，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尤其适用于日系、韩系、美系等对节能有特

殊要求的车辆发动机。

▲满足API SN,ILSAC GF-5规格要求。

SN/GF-5 5W-30

▲采用高品质全合成基础油，特有环保配方，有效提高燃油经济性，延

长三元催化转化装置使用寿命，为发动机提供更持久的安全保护，让车辆发

挥持久动力。

▲优异的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适合全天候使用。

▲优异的抗磨损性能，有效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出色的高温抗氧化性能和清净分散性能，有效抑制积炭和油泥的生

成，长效保持发动机清洁。

▲满足API SN,ILSAC GF-5,Ford WSS-M2C946-A规格要求。

▲适用于各种多气阀、可变气门正时（VVT）、缸内直喷（GDI、FSI及

SIDI）、涡轮增压（TSI、TFSI）等新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豪华轿

车。为追求宁静顺畅驾乘体验、降低燃油消耗与发动机均衡保护的人群提供

上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