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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由央视网发布的《我与“一带一

路”》系列故事中的“润滑一带一路，在新加坡

港认国旗的父与子”（视频）登陆“学习强国

APP”推荐栏目。

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第45期首页推荐发

布《我与“一带一路”——新加坡港认国旗的父

与子》。该视频片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的

“一带一路”原创系列主题宣传报道，从中国石

化润滑油新加坡公司员工的海外市场开发的经

历，展现了中国石化润滑油业务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开拓“一

带一路”及海外市场取得的成绩，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SINOPEC润滑油开拓国际市场的情况，通过员

工在新加坡港教儿子认各国国旗等情节，体现了

海外业务人员热爱祖国、热爱事业的赤子之心，

表达了他们以中国高品质的润滑产品服务全球经

济发展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意志。

目前，中国石化润滑油海外业务已遍及60多

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销量快速增长。同时，

以东南亚、非洲为重点，以对外工程承包、装备

出口和中资海外工厂等三类企业为主要目标，积

极为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提供配套全面润

滑服务。2019年一季度，海外销量再次实现两位

数字的增长。

3月30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在孟加拉

首都举办SINOPEC产品上市发布会。中国使领馆代

表、孟加拉企业代表、中资企业代表及当地知名

商人约300人与会，包括新华社驻达卡记者站在内

的约40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中国石化润滑油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寇建朝出席会议。孟加拉工业部

部长Nurul Majid Mahmud Humayun和经销商代表

分别在会上致辞。

通过会议，SINOPEC润滑油团队与当地企业和

中资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大家表

示通过此次发布会充分了解了SINOPEC品牌，有信

心推动SINOPEC产品进一步走向市场。

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市场发展潜力较大。SINOPEC润滑油去年在孟加拉

开始进行市场布局，设立经销商，此后市场开拓

进展迅速，与多个行业的众多客户达成合作；同

时孟加拉国是重要的“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中

国和孟加拉国一大批合作项目不断落地开花，部

分项目已成功应用SINOPEC润滑油产品。

油讯快递长城金吉星市场推广主打高新产品

2019年，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继续以“稳增长、扩高端”为基本方针，以行业开发为重点，加

大竞争性策略实施，提升在各业务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特别是进一步提升车用油市场影响力，近来更加

大了市场推广力度，主动出击，在各地举办一系列市场推广会，凭借技术实力和高新产品占领市场。

如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华中销售中心在河南鹤壁地区组织召开2019年金吉星产品春季订货会暨

J500 PLUS新品推广会，就吸引到鹤壁地区150多位客户参会。推广会重点介绍了长城润滑油品牌及企业

实力、金吉星系列产品、新品金吉星J500PLUS等方面内容。在这类推广会中，金吉星新品J500PLUS成为

卖点。会议重点宣贯了金吉星新品J500PLUS的市场定位及产品核心优势，围绕这一更加符合终端客户需

求的产品，客户热情高涨，积极交流，订货踊跃。

金吉星新产品J500 PLUS属于合成油产品线，精选优质合成基础油制造而成，能在较长油品更换周期

内，为发动机提供更加全面、稳定的安全保护，同时具有低温启动性能和高温润滑性能，可以满足汽车

在不同温度、工况条件下的保护需求。更为突出的是，金吉星J500 PLUS具备卓越的抗磨损性能，降低发

动机部件磨损，减少震动及引擎噪声，延长使用寿命，更能以出色的清净分散性能和高温抗氧化性能，

有效抑制油泥和积碳的产生，保持发动机长效清洁。多倍洁净、多效保护、延长换油周期。

今年以来，长城润滑油已推出长城尊龙CK-4级柴机油T700与L1500等多个高新产品，在引领行业的同

时，拓展高端市场，进一步打造高端品牌形象。（杨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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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获中国锅炉行业协会“先进单位”

长城在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应用良好
春季汽车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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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PEC润滑油故事登上“学习强国APP”

SINOPEC润滑油举办孟加拉上市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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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长城润滑油凭借优秀的服务获得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先进单

位”。

3月21日，在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召开的“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技术服务中心2019年广州会议"上，中国石化润滑油茂名分公司获得中国锅炉与锅

炉水处理协会"2018年先进单位"荣誉称号，两名同志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一直以来，长城润滑油以优质的产品服务中国锅炉行业的发展，拥有在品质、

技术等多方面领先的系列产品，深受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长城润滑油奉行“以

客户为中心”，在市场一线拥有较强的技术支持能力，同时注重与行业协会的合

作，积极结合行业发展趋势研发高新产品，完善服务，满足最新需求。

会上，中国石化润滑油茂名分公司就长城润滑油技术、质量服务能力等方面的

情况作专题交流发言，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长城润滑油与中国锅炉与锅炉水处理协会

的沟通与合作，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吴黎明）

近日，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

公司使用长城油品，推进油品国产化项目总

结会举行，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南销

售中心、西南技术中心与中海石油(中国)有

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生产部、4个作业区域润滑

主管，交流了两年来国产化项目，使用"长城

"替代在用油品的成效，一致认可长城润滑油

产品的高性能，给设备带来的高品质润滑效

果，以及降本增效业绩显著。长城润滑油技

术工程师在会上介绍了在用合成压缩机油、

密封润滑脂等产品性能，对在使用过程中如

何把控油品品质、提升现场润滑管理水平给

予了指导，得到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

江分公司认可。（李光赋）

一、汽车漆面。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春季雨水

较多，雨水中的酸性物质会损害汽车漆面，因此要特

别注意保护好汽车漆面。定期给汽车打蜡是保护漆面

的常用方式，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注意把握打蜡的频

率。另外，还有封釉、抛光、镀膜等养护方式。根据

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二、底盘。春暖花开的美好季节，不少人选择

自驾出游，注意自驾车出游回来后，一定要做好汽车

底盘的检查工作。作为除了轮胎之外，与地面接触最

近的地方，汽车底盘养护可是汽车保养的“打底”措

施，所以，远行之后，一定要注意检查底盘的状况，

底盘装甲是保护底盘的有效措施。

三、拆洗气缸和散热器的放水开关。清洗发动

机水套，清除冷却系中的水垢，检测、调试节温器效

能。

四、机油。根据里程和时间，定期更换发动机、

变速器、转向机等处的润滑油。

五、检查蓄电池，看看电力是否充足。蓄电池是

众多电器的“力量源泉”，没了它，恐怕车子也就很

难启动了，所以要注意检查。

六、轮胎。轮胎是自驾游期间最任劳任怨的汽车

部件之一，因此回来后一定要给汽车轮胎做一次系统

的检查。

七、内部调理。所谓内部调理就是给车辆做一次

室内清洁，这样及整洁，也能抑制细菌滋生。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山东销售分公司自2018年3月与公司级核心战略

大客户——山东能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党建共建单位以来，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的党建活动，不但密切了双方的客情关系，还增进了相互理解，在经

济增速放缓的形势下，携手共同抵御市场风险、做大做强民族企业和品牌取

得显著成效。

3月22--23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山东销售分公司党总支和山东能

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党委联合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培训共设置

“主题报告、专题辅导、工作交流、分组讨论”四个模块。

通过两天的学习和互动，参训党员都表示收获满满，感触颇深。首先，

大家更加深刻的感受到“三会一课”是党建的重要一环，是制度，落实好三

会一课制度，对于增强基层战斗堡垒的凝聚力，吸引力，战斗力，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三会一课是在新形势下，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

把党中央的先进正确精神付诸行动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其次，如何联系实

际，落实好三会一课制度，把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精神装进党员的脑袋，再

落实到行动中，日常工作中就要不断学习总结，创新方式方法，抓住当前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工作重点，根据人员的思想动态，将三会一课与本单位

的中心工作的开展有机结合，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回首双方签订党建共建合作单位一年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充

分说明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加深了感情，为下步密

切沟通，联手做大做强，将党建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奠

定扎实基础。（孙冬梅）

长城中标福州公交出租车公司项目

日前，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正式发

布开标公告，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2021年度出租车车辆维修零配件、轮胎及

机油采购项目（招标编号：0624-181256571）由

长城润滑油独家获得中标资格，成为2019-2021

年度机油项目唯一供应商。

本次招标项目由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发起，福建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受理

开展第三方招标。参加本次投标的品牌众多，

长城润滑油授权福建骏海贸易有限公司参与投

标。最终，长城润滑油品牌以美誉度好、品质优

异、性价比高的优势，一举夺得总分第一，获得

机油项目独家供应商资格。本次长城润滑油顺利

进军福州出租车市场，对提高长城品牌的市场影

响力，促进福州高汽市场的深度开发具有重要意

义。（黎家铭）

长城润滑油通过斯凯孚供应商审核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接受斯凯孚公司供应商资质审核。斯凯孚审核专

家对长城润滑油拥有很强的产品开发能力、产品

检测和控制能力、丰富的润滑脂制造经验以及自

动化的原材料立体库四个方面给予高度评价。最

终，通过审核。（谷红宽）

长城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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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浙江销售组织开展“漫步钱塘”毅行活动
为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培育和展示员工积极向上、乐观豁达、勇立潮头的精神面貌，提升团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4月3日，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浙江销售分公司本级工会小组利用午后休息

时间组织开展了"漫步钱塘，勇立潮头"毅行活动，共有本级职工20多人参加了此次毅行活动。

本次活动从起点到终点里程合计4公里左右，活动设置个人优胜奖和团队优胜奖，一路上有安

全员护卫，大家积极参与，赛出了成绩，赛出了风格，活动收到了预期效果。（李永锋）

长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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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润滑油实现首季开门红

金吉星“星盟优客”推介会东莞现场火爆
长城亮相“2019年广东省城际运输

服务协会发展大会”

长城润滑油
推进西南地区车用油开发

长城润滑油加大广东摩托车油市场开发

长城润滑油为无锡加油站
送技术大礼包

金吉星“星盟优客”推广会走进厦门

今年一季度，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完成既定计划任务，经营总量实

现较好增长，其中高档润滑油销量实现同比增长两成以上。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加大外油替代力度，主动应对竞品竞争，不断

巩固并提高在已合作客户领域的占有份额，同时加大新市场的开发，在公司

和直属单位领导积极走访行业龙头客户的基础上，组织了一系列面向区域市

场、行业市场的产品推广会。同时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凭借高新技术抢占市

场制高点，于3月初推出了15万公里换油的高端柴油机油产品，在汽油机油

领域也推出了高端新产品，掀起商用车用油经销领域热潮。加大海外市场开

发力度，在孟加拉国等新市场举办产品发

布会，完善服务“一带一路”布局，海外

市场销量也获得较好增长。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推进全覆盖

的深化改革，进行包括销售领域在内的员

工个人薪酬与企业效益、个人绩效紧密

挂钩的工资效益联动考核机制，实现销售

人员销量与收入直接挂钩，进一步激发销

售人员拼搏市场的积极性。同时，在销售

领域积极举办了“三比三创”竞赛活动

（“比干劲状态，创销量超越”、“比进

取精神，创高端突破”、“比效率效能，

创进度达标”），瞄准一季度超进度销售量、高档油比例、油脂销售总量，

在“比学赶帮超”中实现“以业绩论英雄”，同时赛出了智慧，积累了一批

成功经验。

一季度任务目标的如期实现，为完成全年任务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对

此，广大干部员工仍然本着“不歇脚、不松劲”的态度，积极按照公司部署

和要求，细致规划二季度的产销研供各项工作，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饱满

的热情、旺盛的干劲，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辱使命、不负众望，努力在二季

度再奏凯歌、再创佳绩。（钱志勇）

3月27日，中国石

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南

销售中心召开2019年长

城润滑油"星盟优客"东

莞推广会，通过微信系

统扫码参会客户共102

人。

长城润滑油技术工

程师讲解金吉星J50 0 

PLUS和自动波箱油产品性能，详细介绍星盟优客政策及现场促销方案。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客户参与度高，达到预期效果。（林海荣）

3月31日， "新零售、新智造、新物流——2019城际物流发展大会"在

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会议邀请了申通快递、圆通快递、中通

物流、新邦物流等数百家国内物流知名企业高层参加，长城润滑油应邀参

会。

此次会议以现场展示+交流会为载体，有效整合物流资源为主导，更好

的实现城市智慧物流。汇聚了最前沿的物流科技创新、物流发展新模式、

物流装备、物流产品及解决方案，从新的角度诠释中国物流行业的发展趋

势。在长城的展示厅，展示了长城润滑油最新发布的尊龙T700、L1000等顶

级的润滑油，多家客户前来咨询交流，对提升长城品牌影响力起到了良好

的促进作用。在圆桌会议环节，长城润滑油就运输企业降本增效与国内物

流行业大咖交流。（李佳凡）

一季度，长城润滑油加大西南地区商用车用油市场开发，并积极落实

近期商用车经销商会议精神，特别瞄准高柴市场打出“组合拳”。

中国石化润滑油西南销售中心分别通过视频会议以及市场一线的现场

走访和部署，陆续与云南、贵州、四川销售代表处进行工作细化措施的对

接，专题落实商用车渠道建设，精准开发目标、明确开发节点，时间节点

和责任人。通过大量走访各地车用油客户，了解市场需求、竞争态势，探

讨合作方式，宣传长城车用油产品性能和与车厂的有效合作。积极策划市

场推广活动，提升长城润滑油市场影响力。通过一系列“以我为主”的开

发方式，步步为营，不断积累开发成果。

目前，商用车用油在汽修行业等领域已取得较好进展，多项数据呈现

可喜的增长势头。（李勇）

根据2019年市场部署,近日，中国石化润滑

油济南分公司组织力量,积极开发广东摩托车油

市场。

长城润滑油团队在广东市场进行市场调研,

走访当地摩托车行业龙头企业,和一些客户具体

商谈售后油替换业务。期间，他们还拜访了当地

的一些科技公司，针对摩托车油应用新行业的需

求展开交流，洽谈合作装填及售后用油业务。与

多家客户达成初步意向。一些消费者反映：长城

摩托车机油质量可靠，高速行驶时车子动力十

足，抗高温抗氧化性能不错。

广东地区摩托车市场正在逐渐转暖，中国石

化长城润滑油将抓住市场契机，加大市场开发力

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抢占市场有利位

置。（门宣宇）

近日，中国石化润滑

油有限公司华东技术支持

中心、江苏销售分公司联

合举办无锡地区加油站业

务人员技术交流会，各加

油站站长、片区长共30余

人参会。会议介绍了长城

润滑油品牌价值、长城商

用车润滑油系列，分析了

环保法规和发动机技术对发动机油的特殊要求，推介了尊龙系列发动机油产

品及性能优势，参会人员对长城润滑油的服务态度与质量表示满意。参会加

油站站长表示，对后续推广长城车用油产品充满信心。（冯彦辉）

3月28日，厦门岛外2019年长城润滑油"星盟优客"推广会在同安召

开，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南销售中心介绍了长城润滑油品牌知

识，并详细介绍星盟优客政策及现场促销方案，会议议程穿插了互动环

节，老板们踊跃提出一些品牌推广的热点难点问题，销售中心给予了解

答释疑，很受老板认可，现场订货踊跃。（黎家铭）

金吉星解锁高端润滑选择

金吉星JUSTAR JP1 金吉星JUSTAR J700 金吉星JUSTAR J600F

金吉星JUSTAR J600

金吉星JUSTAR J500 PLUS 金吉星JUSTAR J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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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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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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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性能

▲采用高品质合成基础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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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保持发动机清

洁，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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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

的各种高档轿车。

备注：避免口服或皮肤长期接触，请勿随意丢弃废油及包装

物。

适用范围

▲J500 PLUS 5W-30满足API SN/ILSAC GF-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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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发动机及长换油期的各种高档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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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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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盟   优   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