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生活品质



135 年来, GELITA 嘉利达一
直致力于提升您的生活品质。

GELITA 嘉利达产品正渗透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产品不仅能够改
善食物的口感, 而且对药用产品的生产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应用于摄
影艺术, 以及其他许多技术产品应用。凭借始终坚持不断地创新, 嘉利达产
品还将应用到更多领域, 例如健康营养领域。目前, GELITA 嘉利达借助自
身不断创新的产品, 为全球企业提供鼎力支持, 开发新的应用领域, 开拓
新的产品市场。

提升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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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健康、更享受、更舒适。
GELITA 嘉利达始终致力于
全方位提高您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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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 凭借信任, 
质量与合作, 发展壮大。

GELITA 嘉利达无意于急功近利, 而是放眼未来, 寻求长久持续的成功。
我们坚持遵循坦诚、公平、尊重的信条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相处。所以, 

众多客户和 GELITA 嘉利达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对于他们而言, GELITA 嘉利达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信守承诺, 了解客户
需求, 并且不断努力尽其所能地满足客户需求。多年以来, GELITA 嘉力达
与客户齐头并进, 共同发展, 这是我们成功的最好证明。

企业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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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能够给予客户的不止于此。
通过创新与合作, 我们能确保为客户带来
共同的长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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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座右铭: 
竭尽所能, 出类拔萃。

企业价值

[6]



占据国际市场主导地位, 绝非偶然, 

而是通过勇气、激情与业绩。
一个企业长久稳定的成功仅依靠对市场的感觉是远远不够的。
而是需要打破传统观念, 建立创新意识, 力争第一, 做好内部沟
通与协作。以坚持最终的发展目标为指导, 不断开辟新途径。
因此, GELITA 嘉利达始终在秉承以下的价值理念:

•  信任
遵循坦诚、公平、尊重的信条

•  勇气
坚持不懈, 勇于探索

•  激情
力争第一

•  包容
通情达理, 乐于帮助

•  责任
信守承诺, 言出必行, 公司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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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 永无止境。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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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市场前瞻性, 研发具
有广大市场潜力的产品。

对于 GELITA 嘉利达以及 GELITA 嘉利达的客户而言, 创新是其持久稳定发展
的动力。我们始终密切关注国际市场, 分析发展趋势, 大力地进行研发投资。
我们的创新成果源自与客户、工业合作伙伴以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合作。我们
坚信, 明胶和胶原蛋白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市场上对于高品质明胶和胶原蛋
白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因此, 我们致力于研究明胶和胶原蛋白这种天然
产品, 并且将获得的技术转化成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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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的创新之所以
广受欢迎, 正是因为我们将明日
的愿望于今日实现。

胶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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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 
产品-改善世界的理念。

没有一家企业能像 GELITA 嘉利达一样, 代表着高品质的明胶。然而, 

明胶只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中的一种, 胶原和胶原蛋白肽也属于我们的业
务范围。无论作为单一原料还是混合原料, 它们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因此,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凭借在这些天然产品方
面的专业知识, GELITA 嘉利达能够为客户提供准确的产品创新, 从而提高
全世界人们的生活品质。目前, 我们正在研发应用于体重控制, 美容和保
持身体灵活性的胶原蛋白产品。在当前流行的保健潮流中, 为客户提供了
发展的机遇。我们的许多专利产品可提供给客户共享, 以求双赢。

用于创新配方的天然胶原类产品

胶原

• “水中水” 系统
• 乳化系统
• 组织化和锁水

• 起泡系统
• 乳化系统
• 组织化和锁水

• 美容
• 软骨再生
• 改善骨质结构

明胶 胶原蛋白肽

提升口味、提高便利性、改善营养生理特性

具有激活身体活性功能, 明显改善健康状况

• 天然食品
•  清洁标签 (不含 E 编码)
• 易于消化
• 不含过敏原

GELITA® 
嘉利达®

胶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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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 明胶, 
如同客户产品一样灵活。 

传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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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胶广为接受的应用是为食品增添质感与稳定性。糖果是明胶最为熟
知的应用领域, 但并非唯一。如今, GELITA 嘉利达生产的高品质明胶不仅
被用于食品工业, 也被广泛用于制药工业及其它技术应用领域。然而, 

我们在市场上所提供的不仅仅只是 GELITA 嘉利达现成的高纯度明胶, 

而是能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而调制出不同规格的明胶。虽然这是一
项艰巨的挑战, 但凭借始终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 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
具备最现代化的生产流程, GELITA 嘉利达有信心和实力战胜挑战。

一种成分, 千万种应用。
我们不断地在开发明胶的新的应用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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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赋予产品新概念, 
 占据市场竞争绝对优势。

食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通过不断地挖掘新的产品概念, GELITA 嘉利达
为食品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即 赋予产品保健和提升生活品质的理念。
正如, 我们将胶原蛋白多肽开发成拥有保护关节和骨骼健康, 或者美容的
新概念产品。当然, 这些功效都已经通过科学研究证明。而其它胶原蛋白同
样能应用于体重控制, 补充身体所需蛋白质等方面。对于诸多的产品概念, 

我们不仅拥有自己的专利, 还具备专利应用的成品实例。籍此, 我们确保
能为客户提供绝对的市场竞争优势。

新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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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保健产品, 
使您保持美丽、苗条和
良好的身体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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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供应伙伴不但提供创新产品, 
而且提供创新服务。

不断激化的竞争、巨大的成本压力、越来越短的研发周期, 以及市场、
项目和流程的不断全球化, 我们深知客户必须面临的这些挑战。所以, 

我们不把自己定位于简单的供货商, 而是新理念的倡导者和全套解决方
案的提供者, 为客户在产品创新的研发、投产以及营销各个环节提供全
面支持。通过提供完善的服务, 使我们的产品大幅增值, 占据市场优势。
我们的服务内容涵盖面广, 从开发理念, 产品应用技术和流程优化咨询, 

到市场营销支持, 甚至部分或全部的合同制做, 等等。同时, 我们的服
务范围遍布全球。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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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应用技术咨询: 
我们时刻与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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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胶和胶原蛋白是纯天然产品, 我们也将确保其天然特性。现代化的环保
型生产工艺保证了最高纯度和最安全的产品。通过全程不断的控制, 我们从
最初就对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记录。为了保持并发展如此稳定的高质量, 

我们建立了全球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可持续性操作对 GELITA 嘉利达而言意
义重大,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健康的的动
物和纯净的水。我们的产品本身也是纯净的食品, 清洁标签 (不带 E 编码), 

这一点对于客户而言越来越重要。

GELITA 嘉利达并非仅在最后环
节进行质量检验, 而是由始自终
全程监控产品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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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关注每一个细节, 
为了达到质量与安全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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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pha® – 与身体组织相关
的维护关节健康的胶原。

最终消费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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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SPON® 用于外科止血、可被吸收的明胶海绵。

GELITA 嘉利达对自身的产品效果及质量充满信心。因此, 我们不仅将
它作为一种配料推向市场, 而且也把它作为一种成品介绍给最终消费者。
在保健品市场, 我们的产品备受青睐。比如, 通过 CH-Alpha® 和 GELASTIN® 
这两个品牌产品, 能缓解关节损坏的症状。GELITA 医药, 专门为外科手
术伤口处理研发的新产品, 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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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产品效果显著, 
同时直接针对最终消费者。

GELASTIN® 能够改善关节功能及其灵活性的胶原蛋白。



GELITA 嘉利达集团及其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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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部设立正体现了企
业文化的理念: GELITA 嘉利达就
在您身边。

欢迎您来到位于 Eberbach 的 GELITA 
嘉利达总部！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在全球
的 20 余家分部。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GELITA 嘉利达起源于德国, 分部遍及于全球。遍布六大洲的近 2600 名员工
为客户提供服务。作为全球供应商, 我们立足于许多不同的市场和文化环境, 

以便准确辨识不同的特性与需求。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客户
提供本地支持, 帮助他们在当地的市场上获取成功。丰富的经验, 强大的创新
能力以及行业内最完善的服务是我们成功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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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ITA 嘉利达股份公司

德国
Uferstr. 7
69412 Eberbach
电话: +49 62 71 84-01
传真: +49 62 71 84-2700

美国
P.O. Box 927 Sioux City
IA 51102, USA
2445 Port Neal Industrial Rd.
Sergeant Bluff, IA 51054, USA
电话: +1 712 943 5516
传真: +1 712 943 3372

巴西 
Rua Phillip Leiner 200
CEP 06714 285
Cotia São Paulo
电话: +55 11 4612-8111
传真: +55 11 6845-2280

澳大利亚
P.O. Box 276, Botany NSW 1455
Level 3, Suite 3.09
247 Coward Street
Mascot, NSW 2020
Sydney
电话: +61 2 9578-7000

南非
P.O. Box 5019, 
West Krugersdorp 1742
25 Verster Street
West Krugersdorp 1739
电话: +27 11 662 5300
传真: +27 11 662 5321 
 +27 11 662 5322

中国
上海市普陀区陕西北路 1388 号
银座企业中心 712-713 室,
Putuo District,
邮编: 200060
电话: +86 21 6149 8072
传真:  +86 21 6149 8102

service@gelita.com
www.gelita.com

提升您的生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