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福祉器械/用品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建筑

建筑

愛豊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日（北京）老龄产业交流会 日本企业名录

J-7

J-8

J-9

美邸养老服务公司（Medical Care Service Inc.）

理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尤尼吉可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J-10

J-1

J-2

J-3

J-4

J-5

J-6

酒井医療株式会社

J-13

J-14

J-15

企业号码 企业名称

J-11

J-12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日立建設設計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FB介护服务公司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1000万日元 46亿日元

企业名称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一丁目三番2号（经团联会馆）

代表人名 市川 晃 18,137人(2015/03)

资本金 27,672百万日元 997,256百万日元(2015/03)

设立日期 1948/2/20 http://sfc.jp/chinese/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工/养老院的经营

联系人姓名 見馆　雅寿 经理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FB介护服务株式会社自1988年创业以来，以提供优良服务为基础，成长为以介护设备、用品的销
售、租赁到养老介护设施运营等，多角度发展的综合性介护服务公司。目前，FB介护服务株式会的
介护设施遍及日本5个县，员工数超过1200人，资本金1000万日元。到2016年为止，接受公司服务的
顾客将突破25000人。FB本着重视“个性化关怀”、“失智症关怀”、“团队式服务”、“本地化社
区式服务”的介护方针为基础，已发展成为本地区最值得信赖的介护服务商。
FB已在中国北京和台北设立了办事处和子公司，由深入理解日式介护的中国籍社员和有丰富从业经
验的日籍专家组成的养老业务推进团队，针对养老项目前期策划、机构设计、辅具设备选择、介护
职员培训和机构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开展综合性养老项目咨询业务。FB已经以咨询顾问的形式，参与
到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养老项目策划、设计工作中。并且接收过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多次实习
活动。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1，希望双方能以提供介护服务为中心的具体项目开展洽谈。
2，希望能以深入参与到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的模式开展合作。
3，希望目标养老机构以强调服务品质和介护专业度为前提打造。

设立日期 2000年10月 http://www.fb-kaigo.co.jp/

联系人姓名 尹训正 海外事业推进主任

J-1

J-2

地址 长野县佐久市长土吕159-2

代表人名

企业名称 FB介护服务公司

栁泽秀树 1200人

资本金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创业于1691年，起初以为采矿业提供坑道支护的木构件及恢复矿山的森林生态为
目的。在之后的3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成为了以建材贸易、森林产业、房地产业、绿化事业、
养老产业等为主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居家生活企业。在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这10年中，我们凭借着
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海外资源优势，为中国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
赞誉。
住友林业的注册资本为276亿7千2百万日元（大约15亿人民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和大阪证
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截至2015年3月，住友林业集团拥有员工约1万8千名。
住友林业在中国开展的事业如下:
 1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工
 2 养老院的经营
 3 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绿化设计等各种设计业务
 4 室内装修施工・・・公寓、独栋建筑、办公室及店铺的室内装修施工
 5 建材销售・・・木材・建材的销售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RMB1,000万元 RMB1,500万元

企业名称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658号（麓谷信息港）3楼C007号室

代表人名 今桥 孝司 10人

资本金 1000万日元

设立日期 2015年4月23日

养老从业人员培训教育，机构的管理运营，机构的内装设计及事业计划咨询，养老行业软件的推广。

联系人姓名 朱公权 中国介護事業部 上海連絡所長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我公司是日本FRANCE BED集团旗下的中国生产法人。
◆日本FRANCE BED集团建立于1949年，是开发制造高级家具、床上用品、医疗护理用品并提供
销售、租赁服务的大型综合企业。1966年上市于东京证券交易所1部，并于1983年在日本首次
推出了护理床的租赁业务。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于2012年在江苏南通成立。主要经营高档家居电动床等高功能家居产
品、电动护理床、床垫、高功能轮椅、扩听器等辅具产品及按摩床等。
◆考虑到需要护理的长者的身体状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我们推荐可在必要的时
间、必要的期间内使用适当辅具的租赁方式。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希望与国内更多志同道合的经销商一起，为国内的长者提供安心・安全的优质产品和贴心服
务。

设立日期 H24.6.1 www.jsfb-nt.com

联系人姓名 王娟 总经理助理

J-3

J-4

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京大道100号

代表人名

企业名称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田原　啓佐 15人

资本金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总公司在日本国内经营认知症专门的养老设施，并拥有很多改善认知症症状的实际经验成果。
3年前开始在中国各个城市着手养老市场的调研，结合日本的介护技术以及设施的运营管理经
验研究出一整套适应中国养老市场的解决方案。
积极主动构筑与中国各地养老行业同仁间的合作交流网络。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企业名称 愛豊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

代表人名 豊田　繁太郎 180名

资本金 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日期 2008/5/9  inet-support.cn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本公司在日本，上海，雅加达共开设8个据点，基于长期服务于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市场的
丰富经验，致力于将日本在养老健康领域的先端技术产品和服务引入中国市场。

主营产品及服务：
针对居家养老的关怀老人呼叫服务
除臭杀菌的布料，喷剂
为卧床老人服务的自动智能排泄器
上门为其提供洗浴服务的身体头部清洁器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寻求合作机会

联系人姓名 野村　義樹   白雪 高级经理

J-5

J-6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联系人姓名 李　国東 中国事業部　経理

地址 埼玉県埼玉市大宮区大成町1-190-3

代表人名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护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认知症老人的护理。为了专门给认知症老人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
我们从1999年11月至2015年8月为止已在全日本建立了235个认知症照护老人之家。老年公寓是
仅次于认知症照护老人之家业务的第二大收益业务一共有10家。我们在开展认知症照护老人之
家的地域中，尤其针对拥有3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计划地开展此项业务。高档优越的居住环
境，加上高品质的服务，再加上让客户放心的24小时看护和护理体制，可以提供认知症和重度
护理等服务。近年来，我们还积极开展养老公寓事业、小规模多机能照护机构和居家护理服务
机构，并且积极开拓海外业务。我们在在江苏南通开设了带有医疗服务的护理院；在马来西
亚，我们正在为开设护理院做准备。

资本金

URL http://www.mcsg.co.jp/

企业名称 美邸养老服务公司（Medical Care Service Inc.）

高桥　诚一 5200人

1亿日元 217.3亿日元（2014年度）

设立日期 1999年11月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25亿元 550亿日元

企业名称 理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上河村三区6号楼2单元1201室

代表人名 椛澤一 9名

资本金 200万美元 非公開

设立日期 2011/5/1 http://shc.riei-beijing.com/

养老事业咨询、人才教育、委托运营

联系人姓名 陳雁兵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尤尼吉可贸易有限公司从事合成纤维，天然纤维的原料加工至最终产品的生产，是在衣料纤
维、产业纤维的各个领域都能广泛发展的制造型贸易公司。本公司的优势是，可根据客户要求
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各种差别化商品。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与北京、上海、大连等现地法人合作，曾在北京、上海的养老展会中出展。

设立日期 S17.4.1 http://www.unitrade.co.jp

联系人姓名 都留伸明

J-7

J-8

地址 大阪市中央区瓦町二丁目4番7号　新瓦町大厦

代表人名

企业名称 尤尼吉可贸易有限公司

竹歳　寛和 约330名

资本金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北京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成立于2012年10月，是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认定的第一家外资独资
的【养老所定点单位】。同时，日本总公司株式会社RIEI在日本国内45个区域中开展各式养老
机构，其中日间照料中心为近5000名老年人服务。我们凭借在中日两国的养老设施运营经验，
对于“中国养老市场如何运作，以及人才的教育培养”充分理解、并有实践经验，拥有对中国
企业的养老指导实绩。  2012年10月开设了北京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北京市海淀区、10
床）。2013年12月成立了由上海礼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合资公司）运营的上海礼爱颐养
院（上海市嘉定区、238床）。现正筹备位于四川成都的养老机构，预计2016年秋季开业。同
时，针对中国养老事业提供整体咨询、委托运营服务。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http://www.unitrade.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9000万日元 -

企业名称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地址 东京都港区高论2-18-10 高论泉岳寺i大厦3楼

代表人名 铃木大登 1400人

资本金 67000万日元 887000万日元

设立日期 1948年10月 www.taica-sh.com.cn

相关护理及康复方面的销售公司和厂家。

联系人姓名 山村伸介 首席代表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酒井医疗创业于1881年3月，致力于融合了医疗・福祉・保健领域的最新康复训练。向医疗・介护福祉第一线
的各类机构提供各种康复训练器械，护理浴缸以及产品运用服务，面向家庭提供居家护理浴缸・福祉器械祉
器械等，为长者们能够实现｢符合自己意愿的老年生活｣提供后台服务。
在中国展开的业务
◆向国内机构提供针对老人的康复训练手法/器械以及适老浴缸。
◆康复训练手法器械主要指帕维尔康复系列，由评估、训练、成果包含软件硬件的整套产品。
◆适老浴缸主要提供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洗浴系统，向养老机构提供最适合其机构的洗浴届决方案。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希望能接触到能在华北地区销售的企业。

设立日期 1881年3月 http://www.sakaimed.co.jp/

联系人姓名 池上博 広州代表処首席代表

J-9

J-10

地址 东京都新宿区山吹町358番地6

代表人名

企业名称 酒井医療株式会社

山本 博　 709名　

资本金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日本静态性床垫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名。
在中国经常举行相关护理及康复方面的研讨会。
在上海有产品销售方面的贸易子公司，在北京有代表处。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http://www.taica-sh.com.cn/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以独特的技术为社会和公共事业做贡献是安川電機的创业精神，1999年创立以来，安川電機（中
国）不断向中国市场提供 享誉全世界的产品和技术，为社会的迅速发展作贡献。
在中国社会的稳定、持久的发展中，今后“节能、环保、高度工业设备机械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
发展方向。
安川電機响应社会需求，作为“电机驱动的专家”，加倍努力专研，向市场提供与此需求相衬的世
界最顶尖产品及技术， 确立行业第一地位。
面向中国的康复、医疗福利等市场，推广我公司的医疗福祉产品。（如下肢康复器训练器等）

在北京及周边地区寻找商机

36251 http://www.yaskawa.com.cn/

柴尾升伺 医疗福祉机器营业推进部 部长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湖滨路滨222号企业天地1号楼22楼

今福正教 300

3110万美金

株式会社ライフサポート（生命之光）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岛根县出云市荒茅町3501

代表人名 新井幸枝 70名

在日本运营长期居住养老院，短期居住养老院，日间照料，的养老机构。目前在吉林省，浙江省
软件力为主，养老业务咨询及培训养老护理专门人员的工作已经展开中。另机构受托运营与管
理，护理用品及设备代理商，设计硬件，前期筹备咨询等

希望与力求改善软性服务，从中长期战略高度考虑养老事业的企业洽谈。

3000万円 300000千円

设立日期 2007年 http://youlife-n.com

新井智統 董事 专务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J-11

J-12

地址

代表人名

企业名称

资本金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资本金

企业名称

设立日期

联系人姓名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联系人姓名

http://youlife-n.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山田 雄二 25名

J-13

企业名称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街2号楼新中大厦9层9A-3

资本金 USD1,230,000 25,549千元（2014年）

设立日期 20014年4月
http://orient-china.net/
http://hishiwall.com/

联系人姓名 戸田　公久 副総経理

资本金 35，000，000円 1000万元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在中国经营HISHI WALL、连锁便利店、工业产品等业务。
我司本着中国国内能够得到和日本同样服务和支持体制而成立，通过工期短、降低成本、品质管
理等实现资源材料稳定供应
HISHI WALL是三菱树脂的注册商标。当今越来越多的客户响应环境保护，HISHI WALL作为环
保产品之一被推广在中国市场上，其优点是短期施工；材料环保，无任何刺激味道、重复利用
避免材料的浪费。不论是养老院、医院、办公室还是工厂，通过不同颜色和样式的设计，可随
意组装，营造出多样的空间
我司与5家以环保理念发展的日本企业联手创立了“樱花会”，本会推崇日式一条龙服务，以安全
便捷、环保舒适的理念，为在华企业提供用心、优质、高效率的服务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希望能为面向高龄者的福祉设施的开展业务中的企业提供服务，给我司展示的能力的机会

J-14

企业名称 日立建設設計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1108室

代表人名 矢吹 義典 14名

希望与中方企业交流合
作的内容

结合在日本设计养老设施的实际经验现在开始开拓国内的养老设施的设计，能让国内的企业了
解日本养老设施的优点。

设立日期 2011年 www.hae.co.jp/china/

联系人姓名 翟涛 主管

企业介绍
※主营产品和服务及业

务开展情况

日立建设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份构成：株式会社日立建设设计90％ 日立（中国）有限公
司10％，事业内容：提供建筑计划相关的咨询，建筑工程设计、项目管理相关的技术咨询及调查
服务，作为支撑世界高水平的日本建筑的设计士事务所，在多种多样的领域，有引以为豪的设
计，监理业绩。从医疗福利设施、教育、公共设施等到住宅建筑，45年来从事了广泛多样的建筑
设计，开展绿色环保设计，提供着着眼于未来，包括维护保养在内的综合设计理念和最佳设计方
案。

http://orient-china.net/
http://orient-china.net/
http://www.hae.co.jp/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