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版
■ 2019年3月1日

 主编：郑德辉 美编：王 晶                 本报电话：（010）62941096   

■ 客户服务热线：400-810-9886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6号           邮编：100085

服务热线：400-810-9886/800-810-9886      网站：www.sinolube.com

互动空间

■ 编辑：郑德辉  

2019年3月1日  客户版  第4期  总第390期

油讯快递

2月27日-3月8日，第十八届深圳国际汽车改装

服务业展览会（AAITF）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展会吸引了全球超过90个国家及地区的28万来

自汽车后市场全产业链的优质买家和专业观众。作

为国内领先的润滑油品牌，长城润滑油携旗下佳蓝

尾气净化液、喜世车窗净、长城燃油宝等产品参加

了本次展览会（展位号：4号馆41623A），一展长城

润滑油产品的卓越品质及品牌的高端形象。

在本届国际汽车改装服务业展览会上，长城润

滑油重点推荐的佳蓝尾气净化液产品，以优异的品

质及环保性能得到了参展者的一致关注。长城润滑

油佳蓝尾气净化液作为（SCR）技术的必备产品，

已获得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北京市化工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站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认可，并且通过了

ISO/TS 16949的体系认证。据中国汽车研究中心的

台架试验，以及清华大学尾气检测实验室所做的行

车试验显示，长城润滑油佳蓝尾气净化液对机动车

尾气主要污染物氮氧化合物（NOX）的综合转化率可

达到60%以上，其性能与国外知名品牌产品相当，环

保效果出众。

在汽车养护品方面，长城润滑油研发的喜世车

窗净以乙醇取代甲

醇作为主要原料，

避免了在养护汽车

过程中对健康及环

境产生危害，受到

了 市 场 的 广 泛 好

评。喜世车窗净在

清洗液中特别增加

了除虫胶成分，可

以快速清除装在挡风玻璃上的飞虫残留物。此外，

冬季使用的防冻型车窗净，能够保证在外界气温低

于零下20℃时，不会结冰冻坏汽车设施，适合在我

国北部的严寒地区使用。

长城燃油宝是长城润滑油基于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践行节能减排理念研发的一款环保型产品。

产品分为超强汽油型、强力汽油型、经典汽油型、

柴油性四种型号，能够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快速清洗

喷油嘴、进气阀、燃烧室中积碳，起到降低汽车油

耗、排放和磨损，提升发动机动力的重要作用。

此外，长城润滑油金吉星系列产品也亮相展

会。金吉星通过了美国石油协会API等国际润滑油

标准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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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会上，长城润滑油亮相的高端产品聚集了

超高人气，成为当之无愧的焦点。通过展会期间的

品牌宣传以及与客户的交流，参展企业和客户对长

城润滑油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有参展者表示，

长城润滑油拥有深厚的发展背景及实力，令人放

心，而此次展会进一步体现出长城润滑油负责任的

企业形象，“高科技，高品质”的品牌形象更加深

入人心。（徐静茹）

长城润滑油中标白云出租广交出租招标项目

1月17日，广东省机电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受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广

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委托，就白云出租公司、广交出租公司2019-2020年度润

滑油等材料供货资格招标项目进行公开招标，经过评标委员会评审和推荐，最终，长城润滑

油获得中标资格。

本次招标是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联

合委托招标，产品类别涉及汽油机油、变速箱油、方向机油等，为广州机油集采招标的最大

标，合同为期一年。本次竞标有多家油品竞标，最终，长城润滑油凭借产品的优异性能和良

好的性价比优势，成功中标，成为2019年至2020年度白云出租公司、广交出租公司机油供应

商。本次中标对进一步打开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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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城润滑油与马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与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签订了

2019年度战略合作协议。

长城润滑油与马钢2011年开始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目前，长城润滑脂产品已成为马钢最

主要的供应商之一。长城润滑油与马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进了双方更稳定、密切的合作

关系，实现了互利互赢。（齐梅）

长城润滑油（新加坡）公司
开展践行绿色生活公益活动

2019年2月24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新加坡）公司、中

石化东南亚代表处以及各中石化驻新单位与新加坡义顺区联

合开展了“保护碧水蓝天，践行绿色生活”的公益活动。

中石化各驻新单位与义顺区志愿者共同前往樟宜海滩清

理海滩垃圾。经过两小时的清理，海滩变得更加干净整洁，

蓝天碧海沙滩与志愿者们组成了一幅和谐的自然画卷。通过

本次活动，增进了与义顺区的合作交流，树立了中石化良好

的品牌形象，传播了企业的绿色文化。（姚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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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召开重庆经销商大会
启动区域市场攻势

“诚信之星”发布会：
 长城润滑油揭开高铁润滑国产化秘辛

如何正确选购玻璃水

学会“灯语”
做有品位的驾驶者

长城开展开春大吉健康跑活动

长城润滑油举办迎新春拔河比赛

深圳国际汽车改装服务业展览会长城润滑油惊艳亮相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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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西南销售中心召开

重庆地区经销商大会，总结2018年重庆市场销售情况、

经销商业务完成情况，宣贯公司营销工作部署会精神及

商务政策，对车用油、工业油、润滑脂、大客户等商务

政策及客户开发方案进行了专题研讨，按产品线与地区

重点经销商进行了年度协议初步商谈。至此，西南销售

中心开启公司营销工作部署会精神及商务政策模式，在

区域经销商中的宣贯模式，通过陆续召开的区域经销商

大会、上门对接销量等形式，与经销商建立更为紧密的

联系，共同凝集优势资源，按清单制、责任制明确开发

名单及重点项目，优化区域化运行模式，1月份完成所

有直销、经销、代理商合同，明确签约目标任务，进一

步稳增长、扩高档，实现“开门红”和年度市场增量目

标的实现。（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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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彰的十名“诚信之星”中，有吴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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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是本次表彰唯一的获奖

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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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们来认识一下，长城润滑油

的技术专家赵海鹏，欢迎您，您自我介绍一下。

赵海鹏：我是中国石化润滑油北京研究院新

兴产业润滑油研究所的所长，我叫赵海鹏。高铁

齿轮油这个项目，我们先后用了六年时间，开展

了100余次的实验，最长的一个实验项目有2000

多个小时，我们兑现了60万公里无故障的承诺，

最终在我们的复兴号上实现了用油的国产化。

主持人：是不是这样这么高品质的润滑

油，在之前我们国家没有，全靠进口，是这样

吗？

赵海鹏：对。

主持人：所以我们自己的研发，可以说是

打破了一个垄断局面，实现了一个突破，是这样

吗？

赵海鹏：对，至少在这方面，我们践行了我

们的企业承诺。

主持人：你能用一个具体的数字吗？能否统

计下研发了多少日夜，经历过多少失败，实验过

多少种油？然后最终研发成功。有这样具体的数

字吗？

赵海鹏：我们整个配方从基本定型到最后定

型，先后调整过三次，整个调整过程中，我们最

终对油品实现了一个质的提升。目前我们从产品

数据上来看，从实际行车效果来看，在国际上应

该处于领先水平。

主持人：好，谢谢，谢谢您的分享。没有

想到，一滴油的背后凝聚了那么多的心血智慧，

还有一个团队的付出和坚守。这下我们终于理解

了，为什么这滴油是对一个国家的承诺。当然，

您自己肯定说这个油很厉害，但我觉得还要听听

合作伙伴是怎么评价的，这样我觉得更真实，更

可信。

诚信之星  发布回眸

一款好的玻璃水不但能还您清新的视野，

还能保护雨刷器，但对于品类繁杂的玻璃水来

说，怎样选择至关重要，长城润滑油专家向您

详细解答。一般选择玻璃水的冰点应低于当地

最低温度10℃左右。正规品牌的产品会以冰点

温度划分几个不同的牌号，以便用户根据季节

变化进行选择。长城润滑油根据中国不同地区

气温，设计推出的玻璃水——长城喜世车窗净

系列，可提供冰点为-10℃、-25℃、-30℃、-

40℃四种牌号的产品，为客户提供了多种选择。 

另外，大多数车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冬季

雪后挡风玻璃上那层薄冰是很难清除的。长城

喜世车窗净系列中冰点越低的产品，不但低

温下不易结冰霜，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融雪融

冰。 

好的玻璃水还应该具备对挡风玻璃和雨刮

器的保护性能。也就是说，在正常使用过程当

中，能对车辆进行保护与护理。长城喜世车窗

净系列产品通过调配多种表面活性剂及添加

剂，独具修复挡风玻璃表面细微划痕的作用，

通过形成独特的保护膜，以达到对挡风玻璃的

全面呵护；特别添加的多种缓蚀剂，对各种金

属都没有腐蚀作用，保证了汽车面漆、雨刮器

及橡胶的安全。 

“灯语”和人的语言一样很丰富。比如，在发现

别人车门没关好，或者胎压不足等危险情况，一般都

是连闪三下大灯，提醒对方。看懂灯语，不仅有助于

安全行车，还能在行车过程中感受到温暖。

情况一：遇到车辆要并道

灯语：大灯一闪“同意”，连闪“拒绝”

变道车应提前打开转向灯，后车要是同意，就放

慢车速，并闪一下大灯，表示 “同意变道”；如果不

方便，就连闪几下大灯，表示“不行，我不同意”。

情况二：绿灯亮后前车不走

灯语：大灯闪一下

在路口等车，当绿灯亮时，如果前车纹丝不动，

大灯闪一下，通常前车就能意识到，如果还没有动静

就再闪一下。切忌连闪大灯或狂按喇叭，容易引起前

车驾驶员的逆反情绪。

情况三：夜晚遇到远光灯

灯语：闪两下大灯提醒，亮双闪表示不满

晚上开车，遇到打远光灯的车，可以在交会前的

一段较远距离内闪两下大灯，提醒对方会车时切换灯

光。如果对方无动于衷，可以打双闪灯以表示不满。

情况四：打招呼、感谢

灯语：亮一下“双闪”

一般车子打双闪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了。其实，

当你开错道或需要变道，前车很友善地让你过去后，

也可以亮一下“双闪”表示感谢。

为促进干部职工在节后尽快投入生产经营工作，全面提振新年的精气

神，并在2019年持续增强锻炼意识、提高身体素质，2月11日，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武汉分公司组织在公司生产区的主干道开展

了以“与春天相约•与健康同行”为主题的2019年开春大吉健康跑活动，全

体干部职工合计300余人参加。“一年之计在于春”，本次活动的成功举

办，为2019年的生产经营工作开了个好头，充分体现了干部职工在2019年

奋勇争先，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坚强信心！

日前，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会组织开展“快乐运动强体魄，凝心聚力展风

采”2019年迎新春拔河比赛。四个支部代表队进行了激烈的竞赛角逐，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

彼伏，气氛热烈，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团队精神。本次活动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进一

步舒缓工作压力，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凝心聚力、用心工作，力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龚陆云）

长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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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世车窗净

长城佳蓝尾气净化液

长城佳蓝尾气净化液在上虞运输公司的应用

喜世环保冷媒 R-134a

喜世汽车空调清洗剂

长城铂金镀膜蜡 

产品性能

◎优异的抗冻性能，并且能快速融雪融冰。

◎快速清除车窗上的鸟粪、飞虫尸斑、油污、灰尘等，使车窗瞬时清澈透明。

◎对橡胶、金属、漆面无任何腐蚀。

◎通过OEM客户中奔驰、神龙、重汽、一汽、江淮、奇瑞、江南的认证。

产品特点：

◎独特的高纯度碳酰胺水溶液配方技术，无毒、无色、无嗅；

◎超低的金属杂质含量，避免催化剂中毒，有效延长SCR系统的使用寿命；

◎超低的缩二脲、磷酸盐及醛类等杂质含量，避免催化剂微孔和尿素喷嘴堵塞，

有效保护SCR的喷射系统； 

◎通过台架试验和行车试验，产品具有优异的环保性能； 

◎通过SCR装置与尾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反应，减少尾气排放；NOx转化率达90%以

上。 

适用范围：

◎适用于装有SCR尾气处理装置的车辆。

产品认证：

使用油品：长城佳蓝尾气净化液

设备参数：

1、宇通城市客车ZK6852HGA9

发动机：YC4G180-40

发动机生产企业：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排量：5200ml 功率：132kW

最大允许总质量：18800kg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GB 17691-2005 国IV，GB 3847-2005

2、金龙城市客车XMQ6850AGD4

发动机型号：YC4G180-40

发动机生产企业：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排量：5200ml 功率：132kW 燃料种类：柴油

排放标准：GB 17691-2005 国IV，GB 3847-2005

使用过程：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有300 辆国IV 排放标准的BRT  

快速公交车，此类公交车都采用SCR 选择性催化还原装置，需要使用

车用尿素水溶液。该公司以前使用的其他品牌尿素溶液，价格高。长

城佳蓝尾气净化液产品有更高的性价比和售后服务。经过长城润滑油

技术人员与上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多次交流，客户最终选择了长城润

滑油产品，使用后性能稳定，满足客车国IV 排放标准需求。与国III 

车比，减排作用好，可节油2 ～ 3%。成本低，经济效益好。 

产品特性:

◎安全环保：不含氯离子，完全不破坏臭氧层；

◎高效制冷：纯度≥99.9%，制冷效果更好；

◎密封性好：与橡胶的相容性好，不易泄漏；

◎保护性强：对金属无腐蚀。

适用范围：

◎适用于汽车空调和汽车冰箱。

使用方法：

需要专业加注设备，请到专业维修店加注。

净含量：250g

产品特性:

◎高效清洁：采用先进技术、环保配方制成，快速有效清

除空调内部污垢；

◎除臭：天然原料迅速除臭，散发怡人香味；

◎杀菌：有效灭杀空调内细菌，并抑制细菌再生；

◎恢复并加强空调制冷的效果，节能降耗、延长空调使用

寿命。

适用范围：汽车空调。

使用说明：

◎启动引擎，打开车门或摇下车窗，关闭音响；

◎将空调设备的自动开关及冷气开关调到off位置，打开空

调外循环模式，使外部空气导入，并将空调风量的开关调至最大；

◎将附属的导管紧紧接入喷嘴，当按下阀门时，确保接口处无气体漏

出；

◎找出外循环入风口，将软管插入入风口10cm左右，将风力开到最大，

向入口周围喷射清洗剂，注意要间歇喷射，同时切换出风口档位，反复

操作，直到空调清洗干净或清洗剂用完即可；

◎充分注入空调清洗剂后（约需2分钟），再等待风扇转动10-15分钟

后，将空调风量的开关调到off位置，关掉引擎。约10分钟后有废液从排

出口流出。

净含量：550ml

产品特点: 

◎富含天然蜡质，精制配方；增光，增新，增艳；有效呵护，施工后在

车身表面形成一层持久的防水保护膜，修复轻微划痕。气味清新；快

干、好打。 

使用方法： 

◎洗好车，把砂石尘埃、污垢清洗，擦干水分。 

◎用配套的海绵适当的沾点本品，在车身上薄薄地均匀涂开。 

◎如果污垢难清洗的话，可以适当多一点，再稍微用大一点力度洗掉污

垢。 

◎干燥后（夏天5-10分钟，冬天15-20分钟）用干净干燥的毛巾轻轻擦

拭。本品为车漆光泽镀膜蜡，不能去除较深的划痕。 

◎如需处理划痕，请先用抛光剂。 

◎对于引擎盖、车门等部件则需要分部作业。 

注意事项：

◎应避免用于会引起掉色、起斑点的已经劣化的车漆。 

◎当车身在烈日下受热时，会引起施工效果不均的现象，应避免使用。 

◎应避免使用在车漆之外的表面（如塑料、轮胎、橡胶、玻璃等），一

旦黏附，请立即擦去。 

◎应避免在强风、多沙、多尘的地点使用，否则会引起伤痕。 

◎在涂敷之后应避免长时间放置，否则会难以擦拭，会引起斑点、色泽

不一。 

◎开封后应尽早使用，避免存放过久影响使用效果。 

◎避免儿童触及。 

长   城
燃油宝
功   效

喷油嘴加燃油宝前后对比 进气阀加燃油宝前后的对比 燃烧室加燃油宝前后的对比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和有关汽车检测厂合作，对长城燃油宝进行了苛刻的行车试验，并获得了检测机构证明。

长城燃油宝的试验证明：

使用长城燃油宝效果图

加剂前 加剂后

长 城 乙 醇 燃 油 宝

长城乙醇汽油清洗王产品介绍

●产品功效

◎使用了国际先进的第五代清

洁剂技术

◎本品是专门针对普通汽油切

换到乙醇汽油时使用的高科技

清洗型产品，能有效清除发动

机燃油系统内的积碳、胶质

物、油泥等有害成分。

◎消除切换乙醇汽油时易出现

的油路堵塞、启动不良、怠速

不稳、加速不良、动力不足等

现象，实现真正的免拆卸和无

需借助机器清洗。

◎具有防锈、防腐蚀功效。

◎降低发动机磨损、保护发动

机，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使用方法

◎每瓶可兑60升左右乙醇汽

油。

◎初期使用连续添加使用2-3箱

油，以后每3000公里左右使用

一次。

◎本品在加油前或加油后加入燃

油箱中即可。

●产品功效

◎使用了国际先进的第五代清洁剂技术。

◎本品是针对切换使用乙醇汽油研发而成的

高科技清洗型产品，配合燃油系统清洗机使

用，可有效温和地清洗发动机燃油系统内的

积碳、胶质物、油泥等有害成分。

◎消除初期使用乙醇汽油易出现的油路堵

塞、启动不良、怠速不稳、加速不良、动力

不足等现象。

◎具有防锈、防腐蚀功效。降低发动机磨

损、保护发动机，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

◆使用方法

◎将产品加入燃油系统清洗机清洗剂油箱

中，按清洗机使用说明操作

◎每台发动机使用1瓶，配比量0.7升—2升

汽油

长城乙醇汽油清洗王—免拆洗型 长城乙醇汽油清洗王—清洗机专用

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1. 清除积碳，保持喷油嘴雾化良好。          2.降低油耗，恢复发动机的动力。

3. 改善排放，保持怠速稳定。                4.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

5. 与燃油相溶性好，不会改变燃油各项指标。

◎避免儿童触及。 

陕汽认证 中联重科认证 厦门金龙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