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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精炼

行动

社论与管理方式

我们的活动

创新

原料供应

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围绕着十项公认原则将企业、组织、

联合国机构、劳工利益相关者以及公民社会聚集在一起，以建设更稳定和

包容的社会  

自2009年起，罗盖特就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契约。

 我们每年的《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都会围绕着人权、劳动法、环

境和反腐败四个主题，对我们支持的十项原则行动做出说明。

和众多其它领先企业一样，我们也意识到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努力将联合国

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融入到我们的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承诺中。罗盖特全力支持

联合国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    

自2015年推行以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方法立足于4大核心领域，符合17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的11项。

我们的工作受此启发。所以，我们参与这项国际工作，以此拓展工作范围，促

进最佳实践的交流与分享。  

您可在任何时间通过全新网络平台了解我们的各项行动：
www.sustainability.roquette.com

资讯持续更新中……

生命与自然是我们的灵感之源。为当今及未来世代

的人们提供更好的食物和治疗方式，是我们肩负的

使命和目标。

四大核心领域的图片（创新、原料供应、生物精炼、

行动）反映出生命周期

内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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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OURDUROUX
全球首席执行官兼财务

Jeremy BURKS  
商务

Armand CHEN  

全球战略转型 

Delphine DESRUMAUX  

法务

Virginie DUBOIS  
研发

Pascal LEROY  

产品线管理

Gianfranco PATRUCCO  

工业

Marc PEETERS  
人力资源

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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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托在食品和健康领域的专业经验，不断创造两个领域之间的联动，并发掘
大自然的无限潜力，以改善大家的日常生活品质，同时呵护地球环境。
 
85年来，我们以创新思想为驱动力，深植于我们的DNA中。我们研发与交付优质植物
原料，为人们开创更好的食品与药品。
 
2020年，我们充分地体现了公司价值观。
我们真诚地听取和理解顾客及消费者的期待。秉持前瞻性的愿景和对卓越的渴
望，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同步创新。我们的植物蛋白已开始带动全新的美食潮
流，而这也是当前食品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在健康领域的工作，为科学和医学界联
合研究新病毒的治疗与预防做出了贡献。最后，在受疫情严重冲击的一年里，我们
改变了工作方式，格外关注员工的身心健康。

这项全新《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了罗盖特对当前及未来世代的承诺。
该承诺围绕四大核心领域：创新、原料供应、生物精炼、行动。报告参照很多令我
们深感自豪的项目撰写。

我们衷心感谢全体员工、合作伙伴和客户，他们每天都在帮助我们达成使命，为创
建更美好、更健康、尊重生命与自然的未来而努力。 

希望您阅读愉快！

几十年来，生命与自然一直是我们的灵感之源。 

管理方式管理方式社论社论

2
位员工代表董事

5
位独立董事

5
位家族董事，包括董事长

照片人物，从左至右： Antoine Fady, Véronique Demolliens (员工代表，2020年6月任命), Caroline Catoire, Christophe Roquette, 
Jean-François Rambicur (副董事长),Sophie Roquette, Édouard Roquette (董事长), Lise Nobre, Hervé Catteau (员工代表), 
Roma Roquette, Stéphane Baseden, Denis Delloye. 
此照片经编辑，已包括董事会全体成员。

ÉDOUARD ROQUETTE
董事长

PIERRE COURDUROUX
罗盖特集团首席执行官

疫情对社会的持久影响 

前所未有的全球疫情，证实了董事会致力于食品、营养和健康的发展策略的合理
性，以及罗盖特适应环境和创新的能力。新一届管理委员会致力于执行这项长期策
略，并将继续推行改革。

实现利润可持续增长对我们的发展非常有必要，但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在道德与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推动下，集团必须为对抗气候变化和社会问题做出贡献。为此，
我们已确立了目标，董事会也将确保逐步实施。同时，我们的数字化转型也是一项
主要挑战。董事会正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实施，同时密切注意合规与数据保护
措施的部署。

今年股东组织了线上会议，并回答了提问环节中的所有问题，让大家保持畅通的沟
通。自会议创立之日开始，这些交流的时刻，就对维持集团和家族股东之间的信任
非常必要。

4 个委员会 :

• 任命与薪酬委员会

• 审计委员会

• 道德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战略委员会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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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精炼
• 优化能源消耗

• 保护水资源

• 减少其他环境的影响

创新
• 了解客户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期望

• 发展由客户期待激发的可持续发展举措

• 在我们创新过程中加强可持续发展方法

原料供应
• 以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式进行采购

• 持续不断提升原材料品质

• 加强与原料供应商的联系

使我们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信念
源于自然的方式满足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年龄、

居住地和所从事的活动，对于食品、营养和健康的不同

需求。

我们的价值观
真诚、卓越、前瞻和关爱

我们所做的

充分发挥植物资源的价值，我们与客户及合作伙伴通力合作，

研究和提供能够更好地滋养和关爱人类的配料。

每一种配料均可提供相关特别需求及基本需求，同时为更健

康的生活方式作出贡献。.

我们凭借

大自然的慷慨馈赠

植物基原材料

农业生产者

员工
能力和经验

•  全球范围内8,300 名员工
•  来自45 个国

一个罗盖特（ONE Roquette）
以客户为中心的组织架构

运营
生产

•  25 家工厂
•  优良技术

_ 能源

_ 水

_ 供应链 

创新能力
•  300 位专职研发人员
•  逾85年的专业知识与工艺
•  与时俱进的创新

•  客户技术服务

•  每年近40项专利

家族资本
•  近300 位家族股东
•  逾85年的不断投入

我们为谁创造价值

客户与消费者
共同合作

•  5,000 多位终端客户
•  销售网络遍布100多个国家

•  全球销售网络

•  密切合作实现在营养和健康方领域创新

•  市场信息

•  高品质原料

•  法规支持

供应商合作伙伴
•  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  创新与能力拓展

员工授权
•  安全的工作条件

•  积极和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

•  领导力与个人发展

•  员工每年培训23小时

环境
•  少环境影响（温室气体排放）

•  保护水资源

•  资源消耗最优化

公司与股东
•  营业收入：35亿欧元 

•  10% 的营业收入用于研发和工业生产投资   

•  回馈股东

我们的生态系统
•  就业

•  新进人才的吸引力

•  与当地社区合作的本地项目

•  与相关各方和政策决策机构对话

•  罗盖特风险投资

•  罗盖特健康基金会

行动
• 把健康、安全性和关爱放在首位

• 员工授权

• 依托我们丰富的多样性

• 与当地社区一起开展我们的活动

我们如何创造价值

医药 食品与营养

化妆品 动物营养 工业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如何长期可持续创造价值

我们的企业活动我们的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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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内容：

罗盖特KLEPTOSE® HPβCD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罗盖特已确定其KLEPTOSE®羟丙基β-环糊精(HPβCD)
产品—一种功能性辅料和特殊活性药物成分(API)，可能对

科学和医学界联合研发治疗和预防新冠病毒等新型病毒的工

作提供有效协助。HPβCD可有效作为安全的辅料，提高抗病

毒药物的溶解度，治疗性单克隆抗体的稳定性，以及作为疫

苗佐剂。

第11项承诺
了解客户的需求，满足消费者的
期望

开发医药、营养、食品、工业领域的创

新解决方案以改善消费者的健康和福祉

第22项承诺
发展由客户期待而激发的可持
续发展举措

为客户提供环保、创新、可持续和有竞

争力的解决方案。

第33项承诺
在我们的创新过程中加强可持
续发展举措

将可持续发展标准作为关键要素，纳入

我们的创新方案中

LYCAGEL™:
用于软胶囊的全新豌豆淀粉技术
 
得益于其创新技术，LYCAGEL™为我们的营养保健及医药客

户提供植物性原料的替代产品，以升级他们的产品。

为软胶囊制造过程带来极大灵活性，同时满足消费者对植物

原料的需求。

密封完整性 快干

高强度 闪亮的透明光泽

2025 年目标: 70% 2025 年目标: 80%

指标

2020年：69% 的达到“可持续 
化学标准的项目

2020 2025

2020年：63% 符合联合国组织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客户方案 

2020 2025

在美国，我们做到随时随地提供食品原料 

为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便利性、创新和更快进入市场的需求，

我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为美国食品客户供应原料。我们与领

先的创新原料平台Knowde合作，提供简化的数字化客户体

验。搜索、筛选、样品、报价和采购一站式服务体验：订购产

品更加简单便捷。

使用NUTRALYS® 创造新的美食体验
罗盖特以豌豆和蚕豆为原料，已开发出丰富的NUTRALYS®

组织化蛋白产品。它们能很好地平衡膳食营养，同时也满足了

消费者对新口味、新口感和肉类替代品的全新素食不断增长

的需求。

我们的产品获得易于消化的相关认证
我们的NUTRIOSE®可溶性纤维系列取得澳

大利亚莫纳什大学颁发的Low FODMAP证
书。FODMAP代表一组糖，它们不能完全在肠

道中消化，可能会引起肠道高度敏感人群消化系

统的症状。

• 极佳的消化耐受性

(在肠道中缓慢逐步地发酵)

• 通过严格测试，符合Low FODMAP标准

我们致力于支持客户开发营养美味的食品

开启更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另一项重要里程碑。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INNOVATING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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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项承诺
可持续地采购  
鼓励就地取材，优化运输方式，将经济利益

和减少环境足迹结合起来。

第22项承诺
持续改进原料的质量 

明确我们的需求，严格筛选供应商并严格

管控，对从农田到工厂进行全产业链质量

管控。

第33项承诺
加强与原料供应商的联系

与种子商和农民建立合作关系，精心挑选合

适的农业资源。

罗盖特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投资
 
除法国工厂外，罗盖特也在加拿大建立豌豆生产线，为曼尼

托巴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们通过投资及与本地生产商的合作，建立起持久的关系，

通过维持当地农场的运营，促进地区的发展活力。

125 000
这是加拿大曼尼托巴省Portage la Prairie
新豌豆加工厂每年将加工的黄豌豆吨数。

智慧物流，提高原料的质量
 
通过2020年的持续合作，罗盖特不断提升成分质量和可追

溯性。

通过分享创新和食品安全的相同愿景，罗盖特与欧洲最大

型的联运物流服务提供商H&S正在深化合作关系。朝着更灵

活、可靠和高效的供应链理念发展，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罗盖特和领先的实时海运追溯商Ocean Insights合作，

解决全球海运集装箱的追溯问题。

借助Ocean Insights 研发的Container Track and Trace 
工具，我们正在采取积极的方式优化流程和物流运营工作。

全力合作，打造更优品质NUTRALYS® 和NUTRIOSE®
成分获得非转基因项目认证证书

这张证书表明我们致力于开发健康产品，改善

人类的健康和福祉

• 可用于食品和饮料中

• 不含转基因成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认知度和

可追溯性的需求

指标 

2020年：37.4% 的可持续原料

2025 年目标: 20% *

* 这项目标正在审核中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内容：

2020 2025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SOURCING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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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工厂水资源消耗量的新指标 
2020年，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实际消耗量，我们对绩效指

标进行了重新评估。现在采用的指标是与植物原料相关的

总淡水资源消耗量。

持续提高能源效率 
减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是我们可持续发展工作中的优先项目。

2020年5月，我们推出了监测每日

能量指标和能效的项目。

所有数据都集中分析，用于提高能效。

到2021年底前该项目将在所有工厂中开展。第11项承诺
优化能源消耗

实施高效能源方案，使用可再生能源。

第22项承诺
保护水资源
优化生产流程，减少水资源消耗，应用

高效水处理技术。

第33项承诺
进一步减少其他环境影响

根据当地特点，实施最佳解决方案。

我们的工厂采用绿色电能
为了不断降低对环境的影响，集团为维克河畔艾纳(Vic-sur-
Aisne)（法国）和帕涅韦日斯(Panevys)（立陶宛）提供100% 

绿色电能。

鼓励工厂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为了减少工厂的能源消耗，集团制定一项全球项目。感谢

员工的主动性和创意，许多工厂已成功开展了节能项目。

例如连云港工厂和南宁（中国）工厂和涅韦日斯（立陶

宛）工厂安装了热压缩器和热回收交换器，用于进行主要

的热回收工作。

立陶宛工厂的芦苇池  
我们帕涅韦日斯（立陶宛）工厂利用种子的自然传播能

力，采用生态化、可持续的方式净化雨水。由于采用了这

种卫生系统，我们以自然的方式处理径流水，再排放进入

公共供水系统。

    -5 %
与2019年相比，我们的目标是在2025

年减少淡水资源消耗量。

1 200  
为了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我们在贝尼法

(BENIFAIÓ)（西班牙）工厂安装了全新的制冷
装置，相当于减少了12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法
国
贝
因
海
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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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20年
0,1 %

水资源消耗量减少

2025 年目标:  
5 %

2020年
0,97

能源绩效指标改善 

2025 年目标:   
0,90

2020年：  

860 287 
吨二氧化碳排放减少 

2025 年目标: 

1 000 000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内容：

2020 20202020 2025 2025 2025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BIO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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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良好氛围
面临疫情的挑战，罗盖特在供应食品、药品和基本生活用

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罗盖特在#良好氛围的内部活动

中分享了来自客户与合作伙伴的感谢之词。感谢团队的通

力合作，展现出罗盖特的全球合作精神。例如，几位医药

客户对我们团队的响应力和技术服务给予了积极反馈

+ 820 000
是自2020年3月以来，每月员工之间的网络交流

次数。表明我们在居家办公期间对于沟通和交

流的愿望。

在这些特殊时期，罗盖特集团更展现出团结一致的精神，

采取果断行动，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健康。我们的工厂为

适应当今的需求，进行了转型：

每周，我们在莱斯特朗（法国）工厂生产4000升含氢乙

醇溶液，供应上法兰西大区的医院和其它健康机构。

为来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工厂的运输车提供餐饮和休息

之处。

为帮助医院和实验室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罗盖特健康基金会也参与这项合作项目，我们向里尔和斯

特拉斯堡大学中心医院进行了捐款。此外，我们仍与已经

赞助过的非盈利机构保持密切联系，确认了对四个新项目

的支持，希望能在健康和疾病预防领域发挥作用。

参加培训，不断进步和积累知识
2020年，6,700名员工参加首个“学习周”。

通过为期一周的学习，他们更新了技能与知识，获得了自

我提升和成长，并对业务发展和绩效提高做出了贡献。

加拿大首次在新培训方法中，采用增强现实AR技术，使得

员工沉浸在复杂的现场案例中培训

#互相支持
在这一年中，罗盖特已开展了许多“员工关怀”项目，关

怀支持员工安然度过疫情。

该项目是基于现场办公和远程办公的需求，每周不断进行

完善更新的。具体内容有：服务于各地员工的员工协助项

目、“互相支持”的实用指南和参考信息，收集意见的调

查表和核心小组，分析趋势并做出改进，持续加强行动计

划，为提高罗盖特员工的幸福感而努力。

2020年，更团结！

高度安全性！
2019年，工厂开展了许多保障员工安全的项目。

项目的效果在2020年初见成效，尤其在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

方面，效果更明显。尤其在印度和美国，领导人的承诺是一项

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

在中国的员工将继续参与该领域的培训和本地化管理，以及

面对紧急情况的处理。

右侧为无停工事故的工厂地图
欧洲 美洲 亚洲

2020年
支持 70 个当地
项目或企业活动 

2025 年目标:  
每年 40 个

2020年
每年 35 个员工

福利项目

2025 年目标:  
每个 20 个项目

2020年
21,7 % 

女性员工比例

2025 年目标:  
25%

2020年
1,56

百万工作小时停产事
故率 (FR1)

2025 年目标:  
0,5

2020年
3,43

百万工作小时记录事
故率 (FR2)

2025 年目标:  
1,5

2020年
22,8

小时员工的年平均学习时长 

2025 年目标:  
每年 25 小时

2020年
25 个促进不同代
际间互动的项目

2025 年目标:  
每年 20 个项目

第11项承诺
健康、安全和关爱放在首要位置

继续开展标准的健康、安全环境管理机制

并发展以人员安全为第一位的文化。

第22项承诺
员工授权

鼓励倾听与对话，促进员工参与， 

发展员工技能。

第33项承诺
依托我们丰富的多样性

在多元化网络中尊重文化差异

促进经验交流。

第44项承诺
与当地社群一起开展我们的业务
活动。

与当地社群紧密合作，通过建立长期关系

为其发展做出贡献。

2020年罗盖特企业活动与可持续发展报告

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内容：

2020 2025

2020 2025

2020 2025

2020 2025 2020 2025 2020 2025

2020 2025

ACTING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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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天然 关爱你我”

罗盖特在植物原料、植物蛋白，及药用级辅料领域是

全球的领导者、先锋和领先的生产商之一。

我们通过释放大自然的潜力，向食品、营养和健康市

场提供最好的原料，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挑战。

罗盖特与同样热衷于食品革新的客户通力协作，致力

于开发出全新的美食，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在制药领域，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在治疗和拯救生命

的医疗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们依靠不断的创新探索和长期愿景，全力致力于在

改善世界各地数百万人健康生活的同时，保护自然资

源，提供解决方案。

罗盖特是一家成立于1933年的家族企业，目前业务遍

及100多个国家，营业额约为35亿欧元，在全球拥有

8360名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