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CHING FURTHER
TOGETHER

全球技术

最高标准

世界级明胶和胶原蛋白肽

企业责任

我们的愿景
作为明胶和胶原蛋白肽生产和应用的世界领导企业，我们与客户携手
发展，共赢未来。
我们的世界每天都在改变，我们每天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人口逐年增长，我们中的大
多数人越来越长寿，同时，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对健康和食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
全球领先的明胶与胶原蛋白肽生产商，罗赛洛在顺应全球不断变化的需求方面处于最
佳位置。 通过生产天然的明胶和胶原蛋白肽产品，帮助客户开发创新医药产品和功能
食品。我们与客户紧密合作，携手发展，共赢未来。

ROUSSELOT®
历史传承
罗赛洛悠久的历史展示了其无与伦比的专业知识,以及全力与客户携手合作，

这个最新发展给罗赛洛的专业技术带来了一个新的高度- 创建了一个更加强壮的平台，帮助我们

承诺通过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工艺提供世界领先的产品。充分体现了罗赛洛从

的客户开发创新的药品和先进的食品解决方案，以及激发营养产品开发灵感，满足当前不断变

家族企业到如今全球市场领导者的演变。

化的全球需求。

罗赛洛（Rousselot）公司1891年由Edouard Rousselot在法国成立。公司有远见地收购了当地

我们的使命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我们与全球的客户一起共同创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安全性、高品质、可持续
发展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承诺。

1. 您将受益于全球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团队的支持，确保为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2. 您可以信赖我们世界一流的产品，它符合全球最高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并可做到按需、按
时交货。
3. 我们会对自身行为负全部责任。无论是我们对环境的保护，还是我们的诚信和透明，我们都秉
承执行最高标准。

的明胶工厂，把业务扩充到全法国乃至世界各地。展示出罗赛洛经营策略的有效性。在1977年
至2014年之间，罗赛洛公司被几家不同的国际企业收购，业务遍布全世界，包括美国、阿根
廷、西班牙和中国。
2014年罗赛洛并入美国达凌配料集团，自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美国达凌配料集团自身有着令人钦佩的产业，从可食用和非食用生物营养残渣物生产出可再生
的天然原料的全球领导者。达凌配料集团是同行业中唯一的上市公司（NYSE / DAR）。

一百多年明胶行业的经验，使得罗赛洛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如今，我们很高兴作为美国达凌配料组织架构中的一
部分，与我们的客户一起共享其卓越的产品组合和市场信息。
Jos Vervoort, 罗赛洛执行董事

我们与客户携手发展，共赢未来。在现有的和全新的医药、食品和健康的营养市场领域，我们
为当地的合作伙伴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我们通过在全球的真诚合作，致力于我们客户的成功，
罗赛洛拥有最先进的生产设施，我们与全球的客户一起共同创造世界一流产品。高品质、安全
性、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不可动摇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罗赛洛每天向前发展的主动力。

作为全球明胶生产和应用的领先企业，我们有能力与我们的客户
一起合作，通过提供我们独特的天然原料确保他们受益无穷。
Sandor Noordermeer，全球市场营销

2

3

Paris (法国)

罗赛洛总部:
Son (荷兰)

Angoulême
(法国)

将承诺付诸实际
Gent
(比利时)

Mukwonago
(威斯康星州, 美国)

信守承诺是我们产品成功和我们客户信任的原因。我们坚信我们的三个

Shanghai (中国)
Isle/Sorgue
(法国)

承诺经得起验证,并且我们为此而自豪。

Kuala Lumpur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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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技术
受益于全球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团队的支
持，确保为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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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主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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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技术

Amparo, SP
(巴西)
Hurlingham
(阿根廷)

Wenzhou (中国)
Zhejiang (中国)
Guangdong (中国)

质量

Girona
(西班牙)

Presidente Epitacio
(巴西)

依靠，我们不负众望。

Tokyo (日本)

Peabody
(麻省, 美国)

Mexico City
(墨西哥)

业务
遍布全球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是建立在牢固的理性基础之上 ，以合理的商业模式为

1. 全球技
术

Dubuque
(爱荷华州, 美国)

Da'an (中国)

3. 企 业

责任

技术支持
我们的业务主要涉及三大应用
行业：医药、食品和营养。

创新的医药应用
满足不断变化的全球需求

先进的食品解决方案
激发新产品开发灵感

营养产品
满足现今健康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与健康意识的增

消费者希望获得天然健康的食品， 这一需求

营养在健康和美容领域的关键作用已得到所

强， 消费者对医药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而

推动着新产品的开发。借助我们多功能的天

有年龄段消费者的认可。 我们的胶原蛋白肽

明胶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为明胶行业

然明胶、首屈一指的全球应用技术、与客户

具有科学依据， 以Peptan® 品牌在市场上销

的全球领导者， 我们致力于产品的创新应

合作研发的能力，无论您身处哪一个食品行

售，连同我们高品质的水解明胶，两者一同

用，帮助您实现目标。

业，成功合作与产品创新都将触手可及。

带来无限的市场机遇。 我们将与您一同创建
超出消费者期望的营养理念。

无论您身处何方，每个区域都有罗赛洛专业技术团队协助你。技术精湛的专家们能够在现场快
速解决您的问题，帮助您实现明胶和胶原蛋白肽应用的最优化，并且致力于您的产品成功。

得益于多年的行业经验，罗赛洛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建议，以
帮助开发与他们的目标受众产生共鸣的创新产品，同时激发他们
新品开发的灵感。

目前罗赛洛通过自己的销售分公司和认真挑选的代理商和经销
商，将业务发展到全球75个国家。我们还拥有一个全球性的专业
技术中心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四个应用实验室。这些优势给了我们
专业的广度，资源的整合以及运营能力的规模，为每个特定的市
场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
Hierry Morael，欧洲、中东和非洲区

Pierre-Albert Thoms，全球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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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客户合作，创造一个革命性的即食餐概念，来解决老龄化
的营养需求。通过紧密合作，我们能够在老年营养市场上建立一
个真正创新的解决方案。

按时

持

支

用

透明

应

3. 企 业

Paul Stevens, 全球研发和应用

激发灵感和共同创新

按需

最高标准
您可以信赖我们世界一流的产品，
符合全球最高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
准，按需、按时交货。

正直

Theo Vijn，全球法规事务

据

展
发
续
持
可

罗赛洛在持续的分析全球法律法规发展。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
面了解全球和区域法律法规的窗口，我们愿意与我们的客户一同
分享这些信息。

全

品创新与研发。我们按照市场应用的划分为客户提供多种应用解决方案。

依

安

规监管问题的指导。

学

ROUSSELOT® 承诺 2:

质量

我们全球4个应用实验室，分别坐落在： 阿根廷, 比利时, 巴西和中国。支持并协助客户进行产

1. 全球技
术

我们拥有各国以及区域市场监管法规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全球以及本地的所有法

科

准
高标
最
2.

应用支持

支持
技术

法规服务

责任

为我们的客户创造最好的产品，我们投资于最新的科技、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和最优的方法模

持续不断地发展和共同创造激动人心的产品理念，将引领我们从我们和我们客户的角度来改进

科学支持

产品和流程。我们的全球创新日活动也激发您的产品研发灵感。

在我们比利时根特最先进的研发中心我们从未停止扩展我们在明胶和胶原蛋白肽方面的专业知
识。我们一直与权威的研究中心和大学一起完成对明胶的研究，不断开发和了解明胶的功能与
应用。同时，我们长期与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验证Peptan ® 胶原蛋白肽的有效性。

式。这将确保我们 – 和我们的客户 - 保持竞争优势。

质量
遍布全球的13家生产基地，拥有先进的技术，是您可以信赖的定期的可靠的原料供应商。每
一个生产基地都严格做好生产流程中每一步骤的质量控制。我们全球统一的质量改进方案，例
如：5S, six sigma 和Kaizen。以确保我们持续不断地提高质量的工艺改进。

我们与客户携手努力、整合理念、创造协同效应。这点已被我
们证明了是为客户与罗赛洛创造了一个双方共赢的通往市场的
捷径。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研发是关键。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的
科学数据，帮助他们更有效地销售他们的产品。

Fernando Bluguermann, 南美技术支持和应用实验室

Janne Prawitt, 全球营养

我们致力于持续改进基础设施的每一个方面，这包括我们所遵
循的工艺以及我们采用的技术。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为我们的
客户在每一个机遇中增加价值。
Larry Jeske，北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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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

企业责任
我们确信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

罗赛洛隶属达凌配料，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拥有雄厚的资金资源的
美国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达凌配料（包括罗赛洛）有着明清晰的
体系和流程，以及明确的商业行为准则，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石。

任。无论是环境保护的投入,还是

Mieke Philipsen，全球财务

向您呈现出的诚信与透明,我们都
秉承最高标准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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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 业

责任

按需

可持续发展

首先我们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执行严格的内部标准，以确保每一批

我们承诺致力于环境管理。我们正在努力地减少主要能源和水的消耗。

次的一致性。

我们使用可再生能源，尽可能地将明胶加工副产品进行再利用，同时合理利用当地原料资源。

及时
在巴西，我们生产明胶时，锅炉使用的是生物燃料，我们的目标
是想通过采用这种方法，进一步降低我们对煤炭燃料的依赖。

得益于我们在全球范围可调配原材料资源、供应链保障、需求了解和库存的优势，我们可以
随时监控并提高我们的按时交货率。我们实施此方案，以不断优化我们的供应链，并提升我们

产品安全性

的交货时间。

Dimas Martins, 南美区

食品和医药公司对产品的质量和卫生要求是最高的。
我们严谨细致的体系确保从原材料、设备、到成品的全过程可追溯，同时完全遵守国际食品和
医药标准。

能够维持最先进的生产运营，依赖于我们对基础设施的长期
投资。我们还在不断改进我们的基础设施、设备和工艺，以确保
我们满足全球最高的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

诚信
在所有商业行为中，我们都体现遵循道德和诚实的原则。这是我们的行为准则。

公开和诚实的沟通是我们经营方针的根本。任何审计的结果以
及采取的行动，我们都会作为一个整体在整个组织中共享。

透明

Tanja Vervust, 全球质量

Frederic Martin, 全球运营和技术

我们一如既往的依照国际标准程序操作，确保产品最高的
安全性，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健康保证，并承诺
产品安全。

欢迎审计我们的生产工厂，我们很乐意向您展示我们的生产设施，并提供必要的信息。

刘刚，中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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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属性

乳化

粘着

透明

ROUSSELOT 明胶:
您的多功能解决方案
®

热
可
逆
性

膜
成

天然蛋
白质

胶原蛋白肽
引领健康生活方式

澄清

高品质明胶
融化
温下
在体

发泡

增稠

锁水

稳定

明胶之所以能取得持久性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拥有比任何其他
原料具有更多的功能。

凝
胶

应用
功能

容
相
织
组
体
人
与

Peptan® 是全球领先的胶原蛋白肽品牌，由罗赛洛生产和销售，其健康作用
已经过科学验证。Peptan ® 是全球健康产业优选的产品，具有生物活性，能
满足目标消费者对创新型功能食品、饮料和膳食补充剂的需求。

几十年来，明胶成功地应用于医药和食品中。明胶的多功能特性和独特的清洁标签特性使其
成为最有用的原料之一。相比世界上其他明胶供应商，罗赛洛生产更多种类用途的明胶 (来源于

协同体系*

• NeutralGel-B™
• AcidoGel™
• ResistaGel-P™

猪和牛)。

对中性pH值的棉花糖和橡皮软糖带来革新的口感
开创了酸味棉花糖的新篇
温暖气候条件下的新机遇

Peptan ® 是天然成分、高纯度的生物活性胶原蛋白肽。它采用温和的酶制工艺，获得精准的

Peptan胶原蛋白肽提供独特的功能特性和健康益处。罗赛洛
还为客户在产品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专业的支持，从而帮助
我们的客户满足其扩大在保健和美容市场份额的需求。
—— Mai Nygaard，全球Peptan产品

水解程度和最佳的分子量，保证它具有极高的功效性能并方便使用。大量科学研究 (体外实验、
动物试验和临床研究) 证明，Peptan ®在下列四个领域有益于促进健康：

我们的协同体系可以激发配方设计师们的灵感，并创造出令人
惊奇和丰富口感的产品。
Claude Capdepon, EMEA应用实验室

水解蛋白PROTAKE*：提高蛋白含量
和量身订制产品
医药应用解决方案

食品应用解决方案

以目前比较主流的口服剂型 - 硬胶囊、软胶

无论您需要哪种应用-糖果、乳制品、甜点或

囊和片剂为例 – 专业的医药应用，如代血浆

肉类制品- 罗赛洛拥有公认的专业知识，满足

用品，我们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完全可追溯性
确保您的生产过程没有意外。

您的所需，超乎您的想象。

水解蛋白PROTAKE是一种水解明胶产品，是提高蛋白含量的理想的天然成分，凭借其高蛋白质
含量，有助您开发低脂肪和/或低糖的产品。

所有市场调查数据都指向强化蛋白质这一长期增长的趋势。水解
蛋白ProTake提供您一个简单的方法以满足增加蛋白质和升级配
方的目标。
Ellis Brouns，全球市场

健康老龄化

骨骼和关节健康

皮肤美容

运动营养

帮助中老年人群保持良好的体能和活动

有助于维持关节和骨骼健康，享受积极的

提高肌肤持水性，有助于防止皱纹生成，增强

支持肌肉再生，有助于关节健康和保持关节

生活方式，维持老年人行动自如。

皮肤胶原蛋白的结构和密度，有效地响应

灵活，保护结缔组织，并且可以帮助体重

消费者美容的需求,以及采用对皮肤无创的方式

管理。它非常适合与各种配方优化的蛋白制剂

使肤质得到改善。

混合。

能力，改善中老年消费者的生活质量。

* 想要了解更多你们领域的产品， 请向我们当地的销售代表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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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中东、非洲

南美洲和美洲中部

中国

巴西
Rousselot Gelatinas Do Brasil LTDA
Rua Santo Agostinho, N° 280
Distrito de Arcadas
CEP 13908-080
Amparo - São Paulo Brasil
+ 55 19 3907 9000

罗赛洛中国
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18号25楼A-B座，200030
+86 21 6427 7337

法国、南欧、中东、非洲
Rousselot S.A.S.
4 rue de l’abreuvoir
92400 Courbevoie France
+33 01 46 67 87 00

南美洲和美国中部（巴西除外）
Rousselot Argentina S.A.
Avenida Gobernador Vergara 2532
1688 Villa Tesei - Hurlingham
(Provincia de Buenos Aires) Argentina
+ 54 11 44 89 81 00

Rousselot Japan K.K.
Ishikin-nihonbashi Bldg, 6F
4-14-7 Nihonbashihoncho, Chuo-Ku,
Tokyo 103-0023 Japan
+81 3 5643 7701

西班牙、葡萄牙
Rousselot Gelatin S.L.
Paratge Pont de Torrent, S/N
17464 Cervia de Ter (Girona) Spain
+34 972 49 67 00

北美洲和墨西哥

东南亚

Rousselot Inc.
1231 South Rochester Street, Suite 250
Mukwonago, WI 53149 USA
+1 888 455 3556

台湾、香港、澳大利亚、
新西兰、印度和斯里兰卡
Rousselot (M) SDN. BHD.
Block P3-21, Plaza Damas
Jalan Sri Hartamas 1
50480 Kuala Lumpur Malaysia
+603 6201 8282

europe@rousselot.com
北欧、中欧、东欧、
英国和爱尔兰
Rousselot B.V.B.A.
Meulestedekaai 81
9000 Gent Belgium
+32 09 255 18 60

rousselot.brasil@rousselot.com

gelatin.usa@rousselot.com

罗赛洛总部：
Rousselot B.V. Kanaaldijk Noord 20-21 5691 NM Son The Netherlands
Phone: +31 0499 364 100 Fax: +31 0499 364 972 gelatin@rousselot.com

rousselot.com.cn

sales@rousselotchina.com

日本和韩国

japan@rousselot.com

sea@rousselo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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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