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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讯快递

2019年1月29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改革潮 

新时代 当先锋----润滑油公司第四届最美长城人颁奖典

礼暨2019年新春团拜会”精彩上演，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时代，为润滑油事业发展中敬业实干的先

进人物点赞，致谢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长城”的朋友，

祝愿企业蓬勃发展。憧憬更美好的明天。

宋云昌总经理致辞，与苟连杰书记、副总经理寇建

朝、副总经理赵江、纪委书记滕屹、副总经理赵安定一

起，向公司老领导老同志、全体员工及家属拜年，向大家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宣传部

副部长张波出席团拜会。

宋云昌总经理在致辞中说，回顾过去一年，长城润滑

油经历了市场竞争加剧的严峻考验，我们用智慧和努力，

再一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有能力、有担当的队伍，我们对

得起大家的努力、组织的重托和亲人们的期盼！2018年，

在全体干部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借改革之力，我们圆满地

完成了各项经营目标，经营总量、高端市场开发、海外市

场获得了新的增长，与高端制造商的合作又取得了新的突

破，正是广大干部员工的辛勤付出，促进了目标和任务的

实现。这中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先进单位和优秀员工，

他们都是“最美长城人”。

我们要用两个三年时间，努力推进润滑油公司向科技

引领型企业迈进，不断提升市场地位和品牌影响力，奠定

全球化运营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实现我们几代人共同的梦

想。润滑油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坚信，站位有多高，视

野就有多大；格局有多大，路就能走多远。长城润滑油愿

与各界朋友一起努力，创造我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团拜会精彩的演出过程中，为“最美长城人”——

2018年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党组织代表、先进个人代表、

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长城润滑油荣获奇瑞汽车

2018年度“卓越备件供应商奖”

2019年1月16日，以“同心

携手 迎战2019”为主题的奇瑞

汽车2019供应链合作伙伴年会

在芜湖盛大召开，中国石化润

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荣获

奇瑞汽车2018年度“卓越备件

供应商奖”。（李万成）

长城润滑油获一汽大众最佳合作和营销新锐奖

2019年1月10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参加一汽

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供应商大会，喜

获最佳合作奖和营销新

锐奖两项荣誉。在过去

的2018年，长城润滑油

积极配合一汽大众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原装

备件嘉年华等活动，并与CRM部多次开展技术交流，充分

得到了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的认可。2019年，长城

润滑油将会继续配合一汽大众，在多层面开展技术交流，

合作共赢。（宛红）

长城润滑油  提质  扩量  拓新局

2018年，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及集团公司部署，按照润滑油“十三五”

规划，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己任，坚持“提质扩量增

效”总方针，以提升市场占有率、扩大行业影响力为目

标，持续推进高端领域和国际化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全面

深入落实“双百改革”，促进规范管理和效率提升。经营

总量同比增长两成、高档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7%、海外市场

销量同比增长22%。企业经营效益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科技开路，助力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发展。长城润滑油

以中标奔驰海外市场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与日产等合作伙

伴在新型发动机油项目的合作和国际OEM认证力度。积极

塑造“大国重器背后的隐形力量”形象，推进在各行业高

端制造的润滑服务，继续服务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北

斗导航系统、嫦娥系列探测器保驾护航，为“鲲龙”、世

界首艘智能VLOC等提供优质润滑保障，成功打破国外垄断

进入核电设备配套市场。由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申请

的以 SRV为基础的ASTM标准正式发布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

领域的新突破。主导制定的机器人减速专用油标准获得批

准。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正式确立了面向未来的科技

引领战略。

市场为导向，完善“技术+市场+服务”模式。长城润

滑油在营销领域坚持以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为原则，打造

从技术认证、技术支持，到物流交付、在用油监测，直到

售后服务的全方位服务价值链。总体销量持续增长，高档

油比例大幅提高至57%。在与国内外一线品牌的市场竞争

中，保持销量领跑地位。重大标志性战略客户开发取得突

破性成效。工业油在经销端和客户端巩固了市场份额。商

用车用油全面完成了工作目标。养护品销量成长迅速，同比

增长90%。海外中资企业配套用油同比增长59%。落实绿色行

动计划，与各地炼厂联合推进产品包装环保化，取得积极进

展。积极遵照“双百改革”要求，强考核，硬兑现，推进改

革“全覆盖”，尤其在销售领域深度激发活力，拉大收入差

距，提高了干部员工拼市场、创业绩的积极性。

差异化传播，强化“航天级润滑保护”品牌形象。

结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石化35周年，回顾历史，

总结经验，鼓舞士气，扩大品牌影响，充实“高端装备

制造业支持者和参与者”形象内涵。积极参与全国“诚信

之星”评选，讲好中国石化诚信故事，树立负责任央企形

象，不断积累正向品牌口碑。开展第三方客户调查，验证

客户满意度继续保持行业内领先位置，并针对不足持续改

进。积极配合国家对发展成就的宣传，长城润滑油多次登

上央视荧屏，《厉害了我的油》等专题节目的播出进一步

增强社会各界对长城润滑油的了解，提升高端市场影响

力。（钱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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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三心”服务赢东风日产优秀供应商

2018年12月12日，东风日产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

2018年度供应商年度总结会议。会上东风日产从近千家

供应商里面评选出15家优秀供应商，其中，中国石化润

滑油茂名分公司在2018年QCDDS（质量、成本、研发、配

送、服务）各项指标评价位居前茅，被授予2018年度东

风日产优秀供应商称号。这是自2008年合作以来，第9次

获得年度优秀供应商的荣誉称号，充分体现了东风日产

对长城润滑油的信赖与认可。

一直以来，长城润滑油始终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

的理念，依托中国石化雄厚实力，以航天级润滑技术引

领行业发展。和日产开展10万公里全车用油行车试验，

同步研发行业领先的发动机油、润滑脂等产品。注重其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多年来持续注重对产品质量的管控，以

卓越的产品品质、精细的供应链管理、优质的服务体系，

“恒心、精心、诚心”服务客户，获得客户的认可。

“恒心”，持之以恒质量管控。长城润滑油把质量

视为企业的生命，始终践行“每一滴油都是承诺”，与

东风日产合作十一年“0”事故供货。持续不断完善质

量体系建设，通过ISO9002、QS9000、ISO/TS16949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装备领先促进生产过程质量管控，由于

东风日产产品大多数为小包装，生产量大，茂名分公司

装备润滑油行业首台小包装自动理桶机，实现上桶工序

的自动化，反桶、混桶剔除率100%；为保证东风日产调

合过程精确精细，装备同步计量调合装置（SMB），匹

配高精度的质量流量计，实现生产过程精准控制。与此

同时，打造国家级实验室，建立东风日产油品独特指标

的全流程分析机制，基础油、添加剂等原材料从入厂开

始，就进行严格细致的分析化验，调合、灌装、每一道

工序都经过精准的分析，确保产品百分百符合东风日产

标准出厂。

“精心”，精益求精持续优化。中国石化润滑油茂

名分公司依托中国石化集团资源以及先进的生产工厂，

以产量规模优势，不断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最佳成本

竞争力。为更好服务客户，该公司启动扩能改造项目并

于2014年建成投产，现具备年产30万吨润滑油、3万吨

润滑脂能力，体现出规模优势。以更好更快生产优质产

品，增强客户体验为目的打造智能化工厂，构建以客户

为导向的生产支持体系，实现90%以上自控设备的数据采

集，通过工业大数据实现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持续

完善MES（生产管理系统）、开发APS（高效计划和智能

调度）、架构PDM（产品数据系统），基本实现生产全流

程可视化和追溯性。智能化工厂建设为东风日产系列油

品高效生产配送带来便利，截止2018年11月销量同比增

长13.1%，为东风日产乘用车2018年销售118万辆做出了

贡献。

“诚心”，诚心诚意服务客户。长城润滑油配合东

风日产四地工厂及八大中心库设立完整仓储物流体系，

实现所有产品驻地化供应，在油品类供应商评价中排名

第一。十余年来，始终如一的重视东风日产，高层持续

互访，每年召开日产“中石化日”专题会，与日产全球

采购总部、日产技术中心交流，通报生产经营情况，开

展技术交流，了解客户需求，实现了双赢。（汤道才）

党建共建
合作双赢

长城润滑油与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第七研究室党支部等签党建共建协议 

合成油脂分公司获“环保诚信企业”

2018年12月28日下午，中国

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党

委与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第七研究

室党支部、第十九研究室党支部签

署党建共建协议。双方通过党建共

建活动平台、共享党建资源、交流

技术经验等形式，以提升组织力为

重点，不断提高双方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全面提高党

建工作质量。以党建优势促进双方

深化合作，发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在润滑油科研、产品开发和技术推广上的整体优势，加

快推进自主润滑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朱珠）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在重庆市2017年度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中获得“环

保诚信企业”的荣誉称号，成为西南地区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润滑油企业。这是重庆市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最高规格的荣誉。

润滑油合成油脂分公司是国家“三线”建设首批重要企业，始建于1964年，是我国合

成润滑油脂及高档矿物润滑油研究、生产和分析测试的重要基地，是中国石化润滑油的重要

产销基地。秉承中国石化润滑油诚信理念与文

化，多年来始终坚持诚信经营，绿色发展，牢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积极推进结构

调整，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中国石化润滑油

合成油脂分公司2012年获得重庆市市长质量管

理奖，并先后被授予国庆60周年阅兵保障服务

先进集体、重庆市首批高新技术企业称号，连

续多年获得重庆市优秀企业。（徐斌）

技术 + 服务

长城润滑油第四届最美长城人颁奖典礼暨2019年新春团拜会精彩纷呈

“绿色润滑”行动实现钢桶削减目标

合成发动机油
更适合您座驾的口味

1月9日，从中国石化炼油事业部获悉，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开展的“绿

色润滑”行动，2018年累计实现200升润滑油钢桶减量12124只，基本实现削减目

标，有效落实集团公司绿色发展战略，践行绿色企业行动计划。

由于使用润滑油钢桶存在一定的安全环保隐患，成本支出较高，去年5月以

来，炼油事业部组织润滑油公司和炼油企业以炼化企业润滑油零库存、危险包装

物零产生为目标，进行200升钢桶包装替换。在能环部指导下，炼油事业部选派12

名人员组成专业团队，完成对28家炼化企业、8家油田企业的需求调研，现场对接

用油量、换油周期、加注方式等情况。整套替换服务方案包括提供1000升液袋周

转箱、槽车运输等多种组合包装形式，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

截至目前，炼化企业环保包装产品供货、现场润滑油品加注2000余吨，基本

完成削减润滑油200升废钢桶的目标，首批试点单位石家庄炼化和燕山石化实现液

袋周转箱完全替代钢桶。

润滑油是基础油和添加剂两部分组成的。基础油可以是矿物油，也可以是合

成油。所谓矿物油，即是直接从石油精炼得到的适用于制作润滑油的馏分。而合

成油是利用原油或煤田气中较轻的组分先化学裂解成乙烯，再经复杂的化学合成

反应而生成的新物质，其物理化学性能稳定，不含杂质，与矿物油相比具有许多

优点。例如热稳定性、抗氧化性能优异、抗黏度变化的能力强。如长城金吉星合

成发动机油就具备了以下品质：

1、高温抗氧化能力强，油品的使用寿命长，比一般矿物油的使用寿命延长

1～2倍；

2、挥发度低，油品消耗少； 

3、润滑性能好，能减少机件故障，延长发动机大修； 

4、低温黏度可以做得很小，发动机冷启动时阻力就小，因此易启动，牵引

系数低，节省燃油； 

5、使用温度范围宽，可适用于极低和极高的环境温度，减少季节性、地域

性换油的麻烦。 

总之，选择合成发动机油，能给座驾引擎更好的保护，动力更强，减少换油

的次数，也能节省汽油开销，同时在寒冷的冬季，让车辆更容易启动。所以，合成

机油的价格虽然比普通矿物机油贵1~2倍，但仍不失为越来越多车主的最佳选择。

知 识 窗

长城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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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润滑油首个ASTM标准在德发布

长城润滑油中标福建奔驰

长城润滑油诠释中国石化“每一滴油都是承诺”

SINOPEC润滑油加速扩展海外市场

长城召开2019年长城金吉星华东经销商大会 

近日，由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申请的ASTM国际方法标准《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Synchronizer Lubricated by Mechanical Transmission Fluids (MTF) Using a High-Frequency, Linear-Oscillation (SRV) Test 

Machine》，正式在德国向全球颁布,该方法标准版本号为ASTM D8227-18。此举标志着中国石化在润滑油领域正式步入国际标准化的殿堂，进一

步提升了SINOPEC润滑油的国际影响力。

以SRV为基础的ASTM国家方法标准是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突破重重技术关口，最终取得成功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化项目。标准方法具有自

主创新特点，具有良好的区分性、重复性及再现性；实现了试验件的设计、研制和标准化生产。

本方法标准对相关润滑剂研究、应用及分析评价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并实现了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新突破。（田忠利）

2018年，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按照集团公司提出的润滑油业务“境外份额大幅增长”的要求，全力拓展SINOPEC

润滑油海外市场，实现同比销量增长22%。润滑油脂出口产品结构也显著优化。

2018年，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携手加速扩展海外市场。积极与重点装备企业签订海外战略合作协议，同时以示范

性项目合作带动本地主流行业客户开发。全年重点项目海外配套销量同比增长51%。同时，大力推进与国际一流公司

的合作，树立标杆效应。润滑油公司中标奔驰亚洲商务车生产基地售后油，较好地实现海外供应，发挥示范作用，提

升品牌形象。

中国石化润滑油公司聚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服务“中国制造”，优化海外布局，不断扩展海外渠道建设。

先后建立德国、日本技术支持中心，海外经销商数同比增长37%。通过经营新加坡公司，海外服务能力实现大幅提

高。充分发挥新加坡公司生产保供能力，2018年其产量实现同比增长27%。通过优化船用油加油模式，提高船用油加

油服务的效率和速度，实现了“当日下订单，当日供货”。在新加坡等地召开推广会，提高了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历经9个月的技术确认和商务开发历程，在与包括多家国际润滑油品牌同台PK后，1

月7日，长城润滑油获得福建奔驰2019年标段售后油项目中标通知书。

在近3个月的三轮报价过程中，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市场和技术人员通力合

作。通过及时对接技术标准，密切跟进招标进程，多次现场沟通招标要求和积极应对，

最终以完善的售后保供力和优异的产品力赢得了福建奔驰的认可。

长城润滑油2017年获得奔驰乘用车全球供应商相关资质，中标其印度、印尼售后油

项目，目前已拥有德国奔驰汽机油、柴机油、变速箱油等产品的系列规格认证。福建奔

驰是戴姆勒集团在亚洲及大洋洲的唯一商务车生产基地。

福建奔驰售后油的中标，再次验证长城润滑油与国际接轨的产品技术与质量实力，

是长城润滑油积极参与国际化竞争，在国际一线汽车OEM市场取得的最新进展。（邓浩）

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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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央视隆重播出，在发布会上，长城润滑油的故事揭开了高端装备润滑技术的艰辛与荣

耀。

主持人：下面我们邀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梁言顺为我们的诚信之星颁奖。祝贺

获奖企业的代表，也谢谢梁部长，谢谢。

主持人：梁部长，此时此刻，你想对我们的诚信之星，包括每一个关心诚信建设的

人们说点什么？

梁言顺：我为他们的事迹深深打动。诚信是做企业的黄金法则，也是做人的根本原

则，我希望继续坚守诚信理念，以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更加优质的服务，同时以你们的心

胸感染更多的企业，感化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努力。让诚信之星遍布祖国大地。

主持人：苟总，刚才在片子当中，我们看到最后定格的时刻，我们的员工、研究人

员手捧着油，高喊“每一滴油都是承诺”，这句口号，究竟这个承诺是指什么？

苟连杰：“每一滴油都是承诺”，这是我们中国石化长期秉承的社会责任理念，它

的核心是产品好、品质好，服务优、安全性好、环保性强，它承载了我们全体干部员工

“为美好生活加油”的历史使命。这个承诺是对消费者的承诺，是对社会的承诺，更是

对国家的承诺。

主持人：对国家的承诺。这份责任真的非常艰巨，但我们看到你们完成得很好。对

于润滑油，我们大多数人既熟悉又有点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和他息息相关，比

如说骑自行车、开汽车，很多机械设备都会用到润滑油，但陌生是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有

多重要。今天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润滑油，有没有带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苟连杰：我真带来了。

主持人：来，我们看一下，亲眼目睹一下。

苟连杰：这一小瓶，这是我们用在高铁齿轮箱里的一个润滑油，它颜色比较漂亮，

金黄色，金灿灿的，但也有纯白色的，也有颜色更深的，品种不太一样。

主持人：就是不同的品种用在不同的地方。您揣着的这个润滑油是用在高铁上的，

其实还有很多的国之重器都要用到，比如大飞机、航天器，还有潜水器等，可以说是上

天入地。但是就是润滑油对于这些大型设备究竟有多重要？

苟连杰：我们说到润滑油的重要性，在我们行业经常是这么讲的，就是有动力，

就需要润滑。没有润滑，再好的设备也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我们经常讲：润滑油是“大

国重器”的“润滑血液”，是高端装备的“液体芯片”。它很重要，比如说我们高铁用

的这个齿轮油，就是我刚才展示的这个，它用量很小，但是要求极高。一辆动车只装

3.5L，但它需要运行60万公里无故障，60万公里是什么概念？一辆300公里高速运行的

列车，需要运行2000小时，实际上就是运行一年不换油，还要保持正常运行无故障。我

们的研发专家也来到这里，他们对高端装备润滑技术做出很大贡献。

金吉星JUSTAR J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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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JUSTAR J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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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JUSTAR J6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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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JUSTAR J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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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JUSTAR J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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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JUSTAR J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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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星解锁高端润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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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东销售中心召开2019年长城金吉星华东经

销商大会，41家华东地区经销商参会。会议宣贯了长城润滑油2019年高汽营销方案、

商务政策，介绍1-2月份开门红促销政策，讲解长城变速箱油性能及案例，并为2018

年优秀经销商颁奖。（吕珂鑫）

诚信之星  发布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