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
（中/英）

网址 企业介绍 产品介绍
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开展的内容）
希望对接的内容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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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玛（湖州）医
疗机械有限公司
NIPPON
SIGMAX.CO.LTD

www.sigmax-
med.com.cn

1973年6月，现任董事长铃木广三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岩本
町创业。2006年取得ISO13485:2003认证（本公司及东扇
岛物流中心）2007年，ISO13485:2003认证扩大并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湖州市设立了希格玛（湖州）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2009年及2011年，分别在法国及美国设立
了销售子公司。并于2011年在中国上海设立了销售据
点。

日本SIGMAX致力于预防、诊断、恢复运动障碍的事业，为维持提高运
动技能而提供产品及服务，帮助人们过上更健康、更舒适的生活。
SIGMAX希格玛健康护具是日本SIGMAX株式会社专为亚洲人设计的护
具，希格玛公司对3000名亚洲人进行3D人体测量数据的采集后，研发
出符合人体工学的护具产品，并经过多年实践经验，不断进行开发、
测试、改良，最终开发出现在的高品质护具，在日本获得非常高的人
气。

日本SIGMAX现已进驻中国上海康林仁和及华氏大药
房部分门店，及上海高岛屋及可开嘉来，苏州永旺
梦乐城等商超。

我们产品面对代理店、养
老机构、医疗机构、一般
消费者。
销售模式：以代理店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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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维福（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

www.airweave.cn

自2004年创业以来，国际创新高端床褥品牌爱维福　凭
借独特的创新床褥产品赢得了快速的市场增长。同时爱
维福积极赞助各项顶级赛事和顶尖运动员。2012年爱维
福给上海浦东柏悦酒店，香港W酒店和上海浦东丽兹卡尔
顿等酒店供应床褥，给高端客人提供更舒适的睡眠。

airweave 床褥的四大优点
1.高弹力材料使您更容易翻身并保持深度睡眠。
2.有效分散身体压力，防止出现肌肉疲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峰值 压
力点。
3.透气性的填充材料会帮助消散睡眠过程中人体产生的热量与水分。
4.床垫的面料与填充材料均易于水洗。

中国国内共开设15家店铺，在华东地区、北京、成
都等地区商场内销售并进行网络销售。

希望于国内养老康复相关
企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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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罗雅（上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AYA  shanghai

www.saraya.com.cn

日本莎罗雅公司成立于1952年，60多年来全心全意为提
高世界的“卫生、环境、健康”做出贡献。
莎罗雅公司总部位于日本大阪，分支机构遍及全球17个
国家。
莎罗雅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不断的推出新产品和领先
的新技术。
上海莎罗雅成立于2005年，活跃于公共卫生、食品卫
生、医疗卫生、家庭卫生行业。

*预防感染
泡沫护肤洗手液（效果：有效清除污垢、泡沫型输出0.8ml/次、棕榈
油提取）
爱依比克速干手消液（效果：15秒杀菌率达99.999%、5~6小时持续抗
菌、日本专利保湿成分添加、避免交叉感染）
GUD-1000、HDI-1000（非接触的自动给液器)
活用日本总公司预防感染知识，为机构管理层及现场护理人员提供专
业的预防感染培训。
*食品卫生
为养老机构厨房现场提供相关清洁及消毒产品外，我们有专业的卫生
指导团队，为养老机构提供更安全、安心的料理。
*环境清新
SANILAVO系列 （洗手、消毒、擦手纸盒等一体的设计方案，为公共
卫生营造更舒适、更温馨、更清洁的卫生环境。）
衣物除臭剂（适用于衣物、沙发、床单、鞋柜等各类布制品的异味清
除）
污物除臭剂（适用于尿布、尿布回收箱、移动坐便器的异味清除，对
去除氨气效果甚佳）
*营养管理
乐甘健零热量甜味剂（适用于各种人群，糖尿病患者和高血糖也可以
食用。天然植物制作而成，加热发酵都不会受影响）
莎罗雅增稠剂、果冻粉（适用于吞咽障碍的人群 例：帕金森、术后
患者等）
*个人护理
免洗洗发水（无需用水，清洁头发和头皮的污垢。适用于卧床不便清
洁的人群）
*免洗沐浴液（无需用水，清洁身体污垢。中草药配方、有利于预防
皮肤疾病）

随着卫生环境健康意识的提升，公司业务稳定开展
中。
关于养老方面，我们通过各种学习会等方式，呼吁
养老行业的领导者关注预防感染在机构的重要性。

客户的现状及未来规划是
否有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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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奥机技研株式
会社上海代表处
OG GIKEN SHANGHAI
REPRESENTATIVE
OFFICE

www.og-
wellness.com

日本奥机技研株式会社是一家医疗，福利，康复护理设
备的综合厂家。

医疗康复，康复护理方面，综合性的提供服务。 今年年内开设中国现法公司。
希望在医疗康复，康复护
理方面与中国企业洽谈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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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富吉（上海）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Fuji Oil
（Shanghai)
Management
Co.,Ltd.

www.fujioil.co.jp

自1950年创业以来，不二集团始终以油脂和大豆蛋白等

食品原材料为基础，坚持不断地开发新的食品。特别是
以技术力量为主轴追求“产品制造”，通过技术革新及
新技术相继为社会推出了众多独特产品。

我们不二制油对资源及健康方面也极为重视，从确保粮
食资源，稳定供给的观点出发，积极致力于可持续性相
关的课题，用美味与健康为社会做贡献。

1.大豆加工类食品，大豆蛋白类产品，健康食品，老年食品。
2.油脂加工类食品，烘焙油及烘焙食品。

将在中国开拓面向老年人的健康食品市场
老龄化中国市场研究，老
龄食品市场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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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三岛食品有限
公司
JAPAN CARE SYSTEM

www.mishima.com.c
n

大连三岛食品有限公司于1990年注册成立，总投资28亿
日元。厂址位于渤海之滨、美丽的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占地面积20888平方米。

主要从事高温高压杀菌食品、冷冻食品的生产销售。主要加工各种食
用菌、板栗、日餐西餐用各种调料等。在日本面向养老院和医院的特
殊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产品出口世界各国及地区，主要出口日本、美国、
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中国香
港。

养老院和医院今后提供饮
食的可能性有没有。如果
提供的话，需求什么样的
商品。

中日（上海）老龄产业交流会（6月8日）日方企业信息

http://www.sigmax-med.com.cn/
http://www.sigmax-med.com.cn/
http://www.airweave.cn/
http://www.saraya.com.cn/
http://www.og-wellness.com/
http://www.og-wellness.com/
http://www.fujioil.co.jp/
http://www.mishima.com.cn/
http://www.mishim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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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尼吉可（北京）
贸易有限公司
 UNITIKA(
BEIJING) TRADING
CO., LTD.

http://www.unitra
d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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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高机能素材，采用日本技术生产的防水床单。此外，滑动布·护
具等全部为日本制品。不仅有老人用品，还有护理人员用或患者用制
服等也有所涉及。

本公司在北京，上海，大连设有分公司，以高机能
素材为中心，销售纤维，面料，成品。产业资材用
途方面，工业用薄膜，活性炭，无纺布，养老用品
等有广泛涉及。本公司为生产销售兼具的生产型贸
易公司。

广泛诚邀在中国可以共同
开发，共同销售的实力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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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幸药品株式会社
 Taiko
Pharmaceutical
Co., Ltd.

http://www.seirog
an.co.jp/

大幸药品是于1946年成立于大阪府吹田市的制药公司。
目前总公司办公室位于大阪府西区西本町。同时，在日
本国内分别还设有生产据点和营业据点各3处。此外，在
海外还设有香港子公司、上海子公司、台湾支店，并于
深圳设有事务所。
公司致力于以主力产品“正露丸”、“康腹止泻片”为
首的OTC医药品的制造与销售；同时灵活运用二氧化氯能
够除菌的特性，企划、开发、销售应用了专利特许技术
的“加护灵”系列产品。

本公司于1954年开始肠胃药“正露丸”的出口销售，开拓了中国大
陆、香港、台湾的市场。随事业规模的扩大设立了香港子公司和台湾
支店，并于中国开设了事务所，积极把握、贴近当地市场的需求。今
后在感染管理事业中，也将积极推广应用了二氧化氯气雾专利特许技
术的“加护灵”系列产品。针对威胁人类健康的感染症，持续向市场
提供具有优良效果和安全性的产品。

设有香港子公司、上海子公司、台湾支店，并于深
圳设有事务所。主营肠胃药“正露丸”、“康复止
泻片”；除菌消臭产品“加护灵”系列的出口销售
业务。

我们希望能将在日本养老
设施开展的事业中积累的
感染管理经验和知识活用
于中国市场，期待能够遇
到可以共同合作的事业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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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得卡（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

www.erecta.co.jp
在日本国内从1970年开始，信赖和实际成果的爱得卡
（ERECTA）配餐车

保温配餐车汇集不锈钢厨房制品（货架，工作台，推车)。进出口，
内销

销售配餐车（面向全国医院，养老院及关联设
施)。招募各地域代理商

①在浙江省(其他地区也
可以）作为本公司代理商
进行销售产品。
②老人设施经营，医疗系
列产品销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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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瓦徳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
ONWARD　TRADING
（SHANGHAI)
CO.LTD

majindi@chinaonwa
rd.com

本公司主要进行制服、促销用周边产品、杂货、医用制
服等相关商品的企划和生产销售

在日本国内有超过40年的制服生产销售经验，约1300家客户群体。通
过协调组合设计性和功能性相融合的制服，可提供不同环境下客户真
正所需的最适合的制服产品。
重视舒适安全的功能性与企业环境相融的设计性，为客户提供需求的
制服方案

为了环保和尽可能的减少地球和社会的环境负荷，
在2013年与3家日本企业一起导入资源再循环利用
业务。今后将提供老龄护理人员和医药人员可以穿
用舒适的制服。

询问事业内容，根据预算
和期望的素材，设计，式
样等的提案。不是成品的
制服，而是在各公司的原
创设计的制服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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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纸集团、日
本制纸珂蕾亚
NIPPON PAPER
INDUSTRIES CO.,
LTD. NIPPON PAPER
CRECIA Co., LTD.

http://www.crecia
.co.jp

日本制纸珂蕾亚作为日本生活用纸行业的领航者，是日
本制纸集团旗下的生活用纸及特种纸的生产销售公司。
旗下产品有纸巾，健康护理用品安顾宜，以及高品质的
工业用产品。我们肩负着向社会提供舒适生活的使命，
力求通过产品的高品质让消费者在使用时感到舒适。 我
们将根据客户的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致力于向消费
者提供「更加清洁舒适的生活」。现致力于把高端品牌
的｢安顾宜｣成人纸尿裤引入到中国市场，欢迎各界人士
垂询。

针对将来有深度发展潜力的中国养老护理产业的需求，以成人纸尿裤
系列产品为主，将日本的失禁、健康护理相关产品和对排泄护理的经
验提供给广大的中国国内机构用户和个人。

因尚未设立现地法人机构，目前以集团总公司在上
海的关联公司日纸国际贸易（上海）为在中国的窗
口开展业务。

以华东地区为中心逐步开
拓代理经销商和养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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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岡村家具物流
设备有限公司
OKAMURA
CORPORATION

http://www.okamur
a.co.jp

株式会社冈村制作所创立于1945 年,是以热爱技术的研
发人员自主创业为背景的公司。于1953年制造了日本民
用国产飞机，1957年制造了日本第一辆自动挡汽车，
1960年日本东证一部上市。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程，为
了满足人们对工作效率提高及舒适工作环境的需求，冈
村的研发人员将钣金技术应用于金属家具事业，将发动
机技术应用于物流系统设备事业，至今又延伸到了店铺
商业设施、液压装备，以及医院，养老设施等行业，同
时在海内外已拥有12家工厂。

医院、养老施設的环境空间设计提案及相应家具设施产品的提供(医
生用人体工学桌椅，护士用专业手推车，点滴支架等）

开始对中国区域的各医院、养老施設领域开拓市场
希望和医疗，养老设施的
专业设计公司的合作，区
域销售渠道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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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　工房利
匠
KOUBOH RISYO
CO.,LTD

http://www.kouboh
-risyo.jp

从身体层面的护理到面向精神层面的护理，本公司主要
开发销售护理产品、健康产品以及环保产品、设备。

安装有自动处理排泄物的护理床、根据专利合作协定（PCT）已取得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特许专利。

希望在中国各省设立代理商和销售网点，并在中国
国内开展与护理相关的人员培训，专业人员派遣，
养老机构的设计建设等相关业务。

提供专利特许，于中国国
内企业合作在中国国内生
产销售护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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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芙兰舒床有限
公司
Jiangsu France
Bed Co.,Ltd.

www.jsfb-nt.com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作为日本法兰西床集团的中国法
人，于2012年成立于江苏省南通市。
日本总公司法兰西床集团成立于1949年，经过65年的发
展，不仅拥有覆盖日本全国的国内基地，而且构筑了海
外基地网络，已逐渐发展成为集高档家具·寝具、医疗
福祉用具的制造、销售及租赁事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
企业。
集团早在1963年上市于东京证券交易所1部，并于1983年
在日本首家推出了护理床的租赁业务，这一创新性的商
业模式逐渐被消费者所接受，极大地推动了护理床及福
祉器械在一般家庭的普及，并于2000年成为日本政府开
始实行介护保险制度的重要支柱。

　　江苏芙兰舒床秉承法兰西床集团“为了实现丰富多彩、舒适安乐
的生活，不断创造革新，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诚心诚意地为中国
市场提供电动护理床、多功能轮椅、健康按摩床、床垫、羽绒被等高
品质的养老福祉、居家・保健器械等产品。同时，面向老龄化加速的
中国，积极推广以人为本的日本介护理念，提供细致的养老解决方
案，及福祉用具的租赁服务、适老化改造等新业务模式的咨询服务。

   江苏芙兰舒床保持日本设计和日本品质的情况
下，推进电动护理床、床垫、轮椅等产品在中国本
土制造，并积极引进更多日本法兰西床集团在日本
本土制造的高档家居产品。
   同时在中国市场，通过与国内企业合作，推行
在日本国内积累了30多年经验的福祉用具的租赁服
务，营造一个能便捷地使用高品质福祉器械的社会
环境，为帮助长者实现更有尊严・健康・自立的生
活，贡献力量。

    我们希望与更多志同
道合的企业一起，为长者
们提供安心・安全的优质
产品和贴心服务，让中国
的长者也可以在需要的期
间支付低额费用，就能享
有高性能、高品质的福祉
器械。
    竭诚欢迎您的垂询和
指导！

http://www.unitrade.co.jp/
http://www.unitrade.co.jp/
http://www.seirogan.co.jp/
http://www.seirogan.co.jp/
http://www.erecta.co.jp/
mailto:majindi@chinaonward.com
mailto:majindi@chinaonward.com
http://www.crecia.co.jp/
http://www.crecia.co.jp/
http://www.okamura.co.jp/
http://www.okamura.co.jp/
http://www.kouboh-risyo.jp/
http://www.kouboh-risyo.jp/
http://www.jsfb-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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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立泰医疗康复
器材有限公司（河
村轮椅）
ZHANGZHOU LEATAI
MEDICAL
INSTRUMENTS CO.,
LTD.   /
KAWAMURA CYCLE
CO.,LTD.

www.kawamura-
cycle.cn

日本河村株式会社成立于1995年，是日本顶尖的轮椅车
专业生产厂商。现在是日本MAX株式会社的子公司。并且
公司已获得JIS日本工业规格标准认证，SG产品安全协会
标志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质量体系认
证。2001年2月投资成立了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
司，公司亦获得了JIS日本工业规格标准认证，SG产品安
全协会标志认证，ISO9001及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公
司【安全 安心】及【环保】为主旨，用心为顾客制造出
品质，性能优良的产品。

本公司作为手动轮椅的生产厂家，以安全、安心为目标，不仅从企划
到生产都进行彻底的品质管理。另外，轮椅也是环保型轮椅。铝制轮
椅使用的是高强度的7000系铝材。今后市场的趋势必定是像我公司生
产的安全高品质的产品。

2010年开始中国销售。现在与全国各地的残联、福
祉用品和医疗器械相关企业及药房等均有合作。今
后，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更深入的开发中国的市
场。

希望能介绍我公司情况和
进行产品说明，开拓代理
商和向养老院或康复中心
推荐我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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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依镭斯ECO株式会
社
OILES ECO
CORPORATION

http://www.oiles-
eco.co.jp

瓯依镭斯ECO作为生产商务楼，住宅的建筑器材厂家，一
直致力于采用先端的技术和服务来提供舒适的空间环
境，在日本国内已有40年以上的战绩。通过有效地利用
自然资源，让构建理想、舒适的环境和节能同时共存。
而且，在危险时刻，可以保护人生安全，起防范和保护
隐私的作用，给日常生活带来安心和安全感。

①换气，排烟窗开关装置「窗户自然通风器」不仅自然地换气，而且
在发生火灾时可以排出有害烟雾，确保建筑物内的生命安全。
②外置的百叶窗「sunshady」采用电力自动操作，可以简单地调节百
叶上升・下降・叶片角度。
   具有防范，保护隐私，通风，换气，轻松调光等优质功能，是一
款优先考虑用户舒适性的产品。
③自然通风器装置「自然通风器」通过调节进入建筑内的自然风，各
种传感器之间的连动，根据建筑物规模和气象条件来加以控制，
   空调房制冷时，可以节约所需能源的10~20％。

2014年6月在中国设立法人，到现在为止上海市内
的大型项目已有20个项目的成绩。而且，去年我公
司根据中国市场需要开发了应对PM2.5的自然换气
装置，现在开始销售。

日本国内的养老院，医院
已经全部采用自然换气，
排烟装置。我公司产品具
有保护环境，给人生带来
安全，让人安心且舒适等
特点，所以我想把我公司
的产品推荐给上海市相关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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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咖莎服饰贸易有
限公司
KNIT BEST
COLLECTION

http:www.kk-
mikasa.co.jp

日本总部在横滨，工厂位于已经拥有100多年以上历史的
袜子产地奈良。三笠奈良工厂拥有40年织袜经验的技术
者，以及努力专研市场的团队。现在全球面临老龄化越
来越严峻的问题，日本是提前进入老龄化的国家之一，
所以我公司一直在努力专研开发一些高龄者所需要的一
些产品，比如防止血液不流畅的松口袜，保暖、去湿气
等功能性袜子，另外还有保护膝关节的不同材质护膝产
品等。2006年设立上海办事处

护膝：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的老化，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疼痛。根
据不同人群的需要有四季款，春夏款是用天然纤维材质，不仅对皮肤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空调房里也可以起到保暖作用。秋冬款是采用吸
湿发热的材质，无论是在室外或室内都能起到保护关节，促进血液循
环，缓解疼痛！

暂时国内没有合作商。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需找有
意向的合作伙伴。为了宣传我们的产品在与振兴机
构推荐的一些展会上，会贩卖一部分，另外在三越
做周年庆的时候，有时也会参加宣传贩卖等。

希望能与对看护用，护膝
以及功能性袜子感兴趣的
经销商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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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　株式会社
Hisho　Co.,Ltd

www.hishou.co.jp

公司主要产品为护理用品、医疗用品并涉足到二手护理
用品这一新领域。目前向中国出口除臭抗菌剂等各种环
保产品。在日本国内还生产销售轮椅用充气坐垫并提供
租赁服务。

产品介绍：
除臭浪漫：利用二氧化氯的氧化作用去除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
除臭剂、碱性水
轮椅用充气坐垫

主要出口以除甲醛为主的除臭剂，该类产品今后在
中国国内的养老机构中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类产
品。

希望寻找国内代理店

M-19

株式会社岡部洋食
器制作所
OKABE YOSHOKKI
CO.,LTD.

http://www.okabey
oshokki.co.jp

本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主要生产金属西餐具的厂家，位
于日本新泻县的燕市。以餐具为主涉及金属以及硅制品
等，特别擅长设计生产方便实用的产品。

为吞咽困难者设计开发的硅材质勺子和钛材质的舌苔清洁仪
曾参加2014年度JETRO的亚洲精品巡展（上海/北京
/成都/深圳）和2015年度JETRO在北京和上海组织
的商务洽谈会

通过宣传本公司的产品寻
找合适的代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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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事务处理中心
（大连）有限公司
DH
（Dalian)Administ
rative Management
Consulting Center
Co.,Ltd

www.daiwa-cn.com

本公司是大和房屋工业株式会社全额出资成立的海外公
司，在中国国内主要开展BPO（商务外包等）业务。
大和房屋工业公司成立于1955年，以“建筑的工业化”
为企业理念，在半个多世纪中开展各项事业，提供住
宅、房屋租赁、分期付款的公寓、商业设施、普通建筑
等。
母公司的大和房屋集团作为“共创人・城市・生活价值
“的集团，在日本国内建设智慧城市，在房屋租赁、开
发店铺物流设施、环保型建筑中融入医疗护理设施解决
方案、老年人住宅、机器人等，将日本建立的业务模式
积极推广到中国、东盟、美国，澳洲等世界各国。

comuoon：为听力障碍者开发的对话帮助仪器。
senior pose ：通过穿戴模拟设备，体验因年龄增长或疾病导致的身
体机能的退化状态。从而感受理解老年人在平时的生活中的心情。
POP：安全支持“站立，行走”的步行训练工具

大和房屋集团目前在中国7个城市设立了13家公司
开展业务。
在中国国内的业务领域：
不动产开发（4个城市、5个项目）
以外国人为对象的房屋租赁服务（北京、天津、上
海、大连）
酒店运营
公寓管理（物业管理）
BPO业务
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的康复仪器的开发销售

为今后在华业务的不断扩
大，探寻护理医疗，居家
养老服务以及医疗康复设
施产销产业的切入点，并
寻求相关领域的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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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电机（中国）
有限公司
Yaskawa
Electric(China)Co
.,LTD

http://www.yaskaw
a.com.cn

安川電机（中国）有限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
人、伺服电机、变频器，具备世界一流的技术及销售能
力。
医疗机器是以安川百年的技术为基础开发而成的，为了
能够帮助到广大患者和医疗相关人员。

「下肢康复器ＬＲ２」
下肢康复训练器是一种在急性期康复医疗机构进行下肢运动疗法治疗
的康复设备，能够改善意识障碍/身体残障患者的水肿。下肢三关节
的医疗用康复机器人对于外科患者，可以预防关节挛缩及训练活动范
围的扩大。
LR2作为一种新型设备，成功实现了将物理治疗师的徒手治疗转变为
机器人的自动化操作，大幅度减轻治疗师的工作负担的同时，也弥补
了康复机构治疗师不足的现状。

在中国国内有4处事务所(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
医疗福祉部门现面向医院经营贩卖下肢康复训练器
LR2。
今后将针对老龄化社会，面向护理福利施设进行展
开。

・ 地域：华东地区
・商务谈判希望的对象企
业：护理、福利(老年人)
设施管理服务公司
・销售方式：代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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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亚泰斯电器有
限公司
 SHANGHAI YATAISI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http://atex-
shanghai.com

上海亚泰斯电器有限公司为日本ATEX集团100%独资子公
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经营和销售各种寝
具、按摩健身器材为一体的专业企业。 公司已通过ISO
13485:2003及ISO9001：2008体系认证。 公司作为寝
具、健康器材的先锋者，携手日本高新技术，以「呵护
人类与地球环境（人と地球にやさしい）」的理念，开
发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为核心的健康产品，活跃于世界
市

Grandnel(AXS-SM1750)空气伸展床垫是能够让您在睡眠时充分放松的
功能寝具。 内置7个气囊，让你在睡眠中享受伸展运动，被誉为能帮
助有效睡眠的好帮手。在日本快眠协会的监制下，根据气囊的运动规
律、组合方式、时间分配的特点，研发出最符合快眠伸展项目的产
品。臀、背、腰、足部得到充分放松。具有下半身加热功能，达到
［头寒足热］的放松效果

目前，此款商品在日本商场内很畅销，不仅如此，
我们希望除日本以外，在老龄化不断上升的中国国
内开拓市场。本商品为主打产品，并且会不断推出
和健康关联的机器产品。

我司的主打产品
「Grandnel(AXS-SM1750)
空气伸展床垫」希望能在
中国商场内推广，销售。

http://www.kawamura-cycle.cn/
http://www.kawamura-cycle.cn/
http://www.oiles-eco.co.jp/
http://www.oiles-eco.co.jp/
http://www.hishou.co.jp/
http://www.okabeyoshokki.co.jp/
http://www.okabeyoshokki.co.jp/
http://www.daiwa-cn.com/
http://www.yaskawa.com.cn/
http://www.yaskawa.com.cn/
http://atex-shanghai.com/
http://atex-shangh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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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株式会社凯英
德维尔
 KINDWARE CO.,LTD

http://www.kindwa
re.co.jp

本公司成立于1894年，前身为日本步入近代化时期位于
东京日本桥的渡喜商店。我们关注日本社会的发展，与
日本的正装一起携手前行。在迎来公司成立100周年的
1994年涉足护理业务，在2004年公司成立120周年之际成
立了凯英德维尔，我们会全心全意地为顾客提供服务和
支持。

步行辅助用品（手杖、步行鞋、老人步行辅助车、支撑杖）
床上用品、食品、洗浴用品、预防感染用品等
提供护理用品的企划、OEM加工、零售、销售和护理服务

・上海高岛屋百货、梅龙镇伊势丹百货销售相关产
品

・寻找华北・华东、华中以
及华南地区代理商
・寻找手杖ＯＥＭ业务销
售代理商

M-24 株式会社JINEKO
jineko

http://www.jineko
.co.jp/

每个月大约有300万接受不孕治疗的女性、孕妇以及育儿
主妇浏览本公司官网http://www.jineko.net/，我们在
运营官网的同时还运营网店。

接受不孕治疗的女性、孕妇以及育儿主妇到护理我们拥有丰富的商
品。

向普通用户、诊所、护理机构等介绍本公司的网络
购物服务

希望在中国国内寻找合作
企业，开拓泵公司的网络
购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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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尼卡美能达
Konica Minolta

http://www.konica
minolta.jp

柯尼卡美能达运用自1873年创业以来积累的丰富多彩的
技术，在信息设备、工业用光学系统、医疗图像诊断系
统等各事业领域开展着业务

・商用科技业务
复合机(MFP)／激光打印机／文档管理设备／传真机／应用软件及周
边设备／数码印刷系统／数码校色系统／CTP(印刷用制版) ／远程色
彩管理系统／RGB工作流程／印前生产系统／喷墨打印头／喷墨纺织
打印机／喷墨打印机油墨
・医疗保健业务
数字X线图像诊断系统(CR、DR)／数字乳腺X线摄影系统／超声波图像
诊断装置／医疗用图像存储设备／医疗用图像一体化系统／血氧饱和
度监测器／黄疸仪／医疗用经营辅助服务／诊断用药
・工业用材料与设备业务
液晶偏光板用TAC薄膜／视野角度扩大用VA-TAC薄膜／玻璃干板／阻
隔膜／功能性窗贴膜／有机EL照明／光盘用读取镜头／读取用棱镜／
微型摄像头元件／镜头元件／分光测色仪／色彩色差计／照度计／色
彩亮度计／分光辐射亮度计
・其他业务
光学式天象仪／球幕数码影像系统／圆顶屏幕／数码圆顶影像／天象
馆设施的经营及运营

除了以上产品，在养老，介护领域，正在开发「照
护支援解决方案」系统

「照护支援解决方案」方
面的商业合作

M-26
勇气梦想联合公司
YukiDreamLLC.

http://otakayuki.
asia

在日本以横滨为中心普及中国茶，并且宣传日本的优质
商品给中国。在中国上海开展办事处向中国各地开拓市
场，
积极支援日本进出口业务，2002年开始在中国展开多种
商业活动。

2015年底开始制定了在美国和中国销售人气氢水机的计划，现在正在
各方面摸索中。氢水因为可以去除人体内的活性氧所以在日本成为大
热产品。本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可以产生氢水的氢水机并准备了可以吸
收氢气的体验机。

目前正在中国寻找代理商和合作公司

本产品已经在日本很多护
理机构和养老机构普及。
我们希望寻找到合作伙伴
一起探讨在中国的推广和
扩大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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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西泽电机
计器制作所
Nishizawa
Electronic
Measuring
Instruments
co.ltd.

http：
www.nisic.co.jp

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从事测量仪器的生产销售，从2000
年开始将医疗健康护理相关器械作为第二大业务，在
2010年收购了医疗器械厂家开始正式启动医疗器械业
务。致力于为世界为人类服务的医疗护理器械事业。

作为一家面向弱视患者生产销售放大阅读器的厂家，也是日本唯一一
家生产该产品的厂家。产品设计非常简单便捷从上市以来就得到了消
费者的好评，品质优良，可操作性强。不但适用于弱视患者，也为老
年人的生活带来方便，用途非常广。

销售医疗器械的株式会社NAITSU是我公司的子公
司，已注册CFDA，从去年开始面向中过市场进行销
售，其产品由我公司生产提供。

对于日本的预防医疗（全
面健康检查）、癌免疫细
胞疗法（预防、治疗、预
防复发），关于想接受、
想介绍等输出具体的展开
商谈。另外，经验值合
作、癌免疫疗法的技术转
移的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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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人株式会社
TEIJIN LIMITED

www.teijin.co.jp
从高性能纤维到树脂、化工品、复合材料、医药、医疗
仪器、IT等各个领域开展业务活动。

以功能性纤维制成的高透气性床垫，失禁内裤，吸水扩散床单，轮椅
辅助座椅，防臭防虫床上用品，抗燃性窗帘等护理领域的相关产品。

实施产品市场调查，探索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
和商务模式

在了解本公司产品的基础
上，探讨开拓中国市场的
可能性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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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速旺（上海）商
贸有限公司
AS ONE SHANGHAI
CORPORATION

http://www.asonli
ne.cn

●在日本是提供医疗/看护以及研究室/工业用器具,消耗
品,并具有80年历史以上的专业贸易公司.整个集团年间
的销售额有570亿日元(34.6亿人民币)、其中医疗,看护
领域有115亿日元(7亿元人民币）并有着30年的经营历
史。（纳维斯商品目录册刊载了22,000个品项）
●面向中国产业的综合目录刊载了18000种品项、上海库
存的商品可以通过物流仓库当日发货、拥有8000多家的
合作客户,医疗和看护领域将从现在开始在中国开展计
划。
●可代办从日本进口商品或材料的调研服务

●已具有医疗器械1类和2类的经营许可、其中关于从日本进口出售医
疗,看护器械以及消耗品的调研工作在进行当中。
●以本公司的自主品牌为首、专业经营日本高端・日本才有的高品质
产品。

１．迄今公司在中国市场面向工厂,研究机关等的
产业,理工化学类仪器的经营销售已有10年了.
２．预定从日本大量的进口自主医疗,看护用品、
刊载于商品目录和官网上经营销售。

1.经销商,直营店铺的候
选商谈
2.与养老院,医疗机构的
情报交换
3.与中日双方厂家的交流

http://www.kindware.co.jp/
http://www.kindware.co.jp/
http://www.jineko.co.jp/
http://www.jineko.co.jp/
http://www.konicaminolta.jp/
http://www.konicaminolta.jp/
http://otakayuki.asia/
http://otakayuki.asia/
http://www.teijin.co.jp/
http://www.asonline.cn/
http://www.asonl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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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爱（北京）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IEI Co., Ltd.

http://shc.riei-
bei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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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事业咨询、人才教育、委托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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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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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事业咨询、人才教
育、委托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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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邸养老服务公司
Medical Care
Service Company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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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认知症老人的护理。为了给认知
症老人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我们从1999年11月至2016
年3月为止已在全日本27个都道府县建立了274家养老机
构,其中241家认知症照护老人之家。近年来，我们还积
极开展养老公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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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中国江苏南通
已经开设了带有医疗服务的护理院；在广州正筹建着
2017年初开业的养老院；在马来西亚，我们正在为开设
护理院做准备。

①人才培训·专家派遣
②咨询业务
　养老机构设计（新建、改建）
  市场开拓战略支援
　运营体系构筑（组织图、人员配置、运营管理等）
　项目企划支援（服务理念、业务收支管理等）
③委托运营（养老机构、上门护理、日间照料）

①南通瑞慈美邸护理院
从医院出院之后的患者可以在瑞慈美邸护理院（江
苏省的医疗保险定点单位）接受安心、安全的医疗
服务，并享受到与日本老年公寓同等品质的生活护
理服务。护理院能够接纳医疗需求较高的出院患
者，并且可以接纳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2014年12
月开业，2016年3月末入住率为80%。
②养老院项目
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陆续会有项目开业。

机构运营、护理人才教
育、咨询等业务

S-32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
老运营有限公司
SHANDONG HIKING
LONGLIFE CARE
OPERATION CO.,LTD

中国山东省新华锦集团和日本长乐集团合资成立的中日
合资企业。
主营业务：中国国内养老院的管理运营、咨询业务。

从不动产的考察、设计、建筑到养老院开展运营，提供一系列项目的
技术支持，指导、辅助养老院事业的运营。

第一家高级私人养老院长乐居于2012年3月在中国
山东省青岛市开业，27层建筑160室。
现在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有意愿进行养老院运营的
企业和个人客户填写希望
商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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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智源（上海）养
老服务发展有限公
司
Guest House
Co,.Ltd

http://www.guesth
ouse.ne.jp

2000年7月公司成立，以房地产为主营业务。陆续拓展护
理、酒店、上海酒店式公寓等事业。2012年设立上海合
资公司，现运营政府许可的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和
上海酒店式养老设施。

实施养老设施的运营、管理、咨询服务。创办日本第一家酒店式养老
院（结合酒店设施和日间照护、养老院）和普通护理机构，上门护理
机构，日间照护等。引进最先进的预防失智训练和自力支援型康复护
理。公司经营方针为，把老人的健康和幸福放在第一位"顾客至上主
义".

2012年设立慧智源（上海）养老服务发展有限公
司。运营政府认可的护理员培训学校，已有1000多
名以上毕业生。定期安排日本讲师定期至中国作现
场培训。2015年开始在上海受托运营管理养老酒
店，为今后自营设施的运营管理储备经验。

日间照护的培训，养老设
施运营、管理、咨询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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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德介护（长沙）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ccord Ca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Ltd

http://www.accord
care.net/

日本合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由日本日立市的今
桥建设株式会社的信息产业部及公益事业部合并组建而
成。自建并运营养老机构“理想乡”经多年的摸索已经
成为日本专业的认知症介护机构之一。与此同时，依托
IT行业的积累，开发运维介护行业软件。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日本合德有限公
司于2015年在中国成立的一家外资公司。我们奉行以人
为本，介护者、入居者、介护机构三位一体，共同生活
的理念。理念、管理体系、装备，需要在设施中融会贯
通。我们将携手合作伙伴，将多年的专业积淀浸润到实
际的机构运营过程中，萃取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华，与
业内同仁一道，致力于养老产业的发展。

1）教育培训，高层研修班:组织相关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以理念
探讨和经验交流为主
2）技能培训，国内的行业培训课程:与政府的劳动就业管理部门合作
开设介护员初级、中级、高级从业资格培训班；受国内养老机构、福
利机构的委托，培训其工作人员。
3）软件研发销售:研发适用于中国本土环境的介护专业记录管理软
件，并在国内积极推广。
4）装备销售:引进国外的介护装备，建立自己的介护装备销售体系。
5）环境设计:以介护的视角规范设计：机构的新建、改建以及普通民
居的适老改造。
6）机构管理 :受托运营各类型的介护、福利机

公司正积极与各地大专院校及养老机构合作，培养
养老从业人员。参与养老机构的内装设计咨询以及
运营策划。与全国各地有名的养老行业单位进行了
深入合作，在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省，广东
省，湖南省，河南省都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携手共同
开发当地的养老产业。

养老从业人员培训教育，
介护专业人才的海外派
遣。养老机构的管理运营
以及关联设施的内装设计
及整体事业规划咨询。介
护记录APP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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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介护服务株式会
社
FB Elder Care
Service
Corporation

http://www.fb-
kaig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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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不断壮大的同时，我们本着使服务融入每位
老人生活中的理念，以「更多的笑容」、「更多的感
谢」为服务宗旨，创建了「24小时365天为了所有用户」
的服务模式。将独树一帜的服务体系传递到每一位需要
我们的老人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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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养老机构运营、居家介护、辅具租赁及销售、营业配餐、药局运
营等。

◆ FB已在中国北京和台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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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观、实习。
◆ 此外，我们正在积极地与多家有志进入养老行
业的企业洽谈合作，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开
设养老机构，为当地长者提供细致专业的介护服
务，提高长者生活品质。我们秉持着一站式养老的
理念，综合应对老人的各方面需求，尤其重视并擅
长对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刚需性介护服务。
我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一定可以为中国长者提
供安心、安全、舒适的养老介护服务。

养老机构合作运营、养老
项目咨询策划、养老专业
人员培训、各类养老项目
设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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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介护服务株式
会社
JAPAN CARE
SERVICE LIMITED

http://www.jcares
.co.jp/

本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株式会社ツヴァイク为开展中
国国内业务而成立的公司，该公司在神奈川县横滨市运
营2家护理人员培训学校“Will Clooege”。为日本顶级
护理机构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本公司将培训与护理业务相结合希望为中国的老龄护理
产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具体业务为：（1）培育具有日
本护理技术的高水准护理师，派遣有高附加价值的家庭
服务员。（2）由日本护理机构长等丰富经验者为中国的
护理机构运营提供咨询服务。（3）销售高品质护理用品

介护产业会受国家与地域的各种制度文化影响。我们不直接搬用在日
本的成功案例，充分地调查倾听当地的需求，为您提供贴心的咨询服
务。

与中国的合作公司（易管家服务）一起开展护理业
务

希望与需要介护产业咨询
服务的公司展开商务洽
谈。

http://shc.riei-beijing.com/
http://shc.riei-beijing.com/
http://www.mcsg.co.jp/
http://www.guesthouse.ne.jp/
http://www.guesthouse.ne.jp/
http://www.accordcare.net/
http://www.accordcare.net/
http://www.fb-kaigo.co.jp/
http://www.fb-kaigo.co.jp/
http://www.jcares.co.jp/
http://www.jcares.co.jp/


S-37
日本凯儿关爱护理
株式会社
JAPAN CARE SYSTEM

 www.jcs-jcs.com

日本凯尔关爱护理株式会社下辖辅具销售租赁中心3家、
护理服务中心2家。我公司所属集团内，还有医疗法人：
社团主体会；社会福利法人：青山里会。集团内有医
院、康复疗养院、机构护理院和日间护理院、居家护理
服务系统、护理器械和设备的销售・租赁服务，以及护理
人员培训教育机构等，统一领导，各有分工，相互提
携。

随着中国医疗及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扩大，日本凯尔关爱护理株式会
社在地理位置优越人力资源丰富的江苏无锡以自身成功的运作模式及
先进的护理技术，为托养机构提供运营、管理的全方位评估指导和培
训专业护理人材。

自2012年起我公司与江苏省无锡市的有关单位合
作，长期为其所辖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方面的评估
指导，同时培养专业的护理人材。同时期望能在其
他省份地区也找到合作伙伴。

对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方
面的技术指导，培养专业
的护理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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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生涯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U-CAN CHINA INC.

http://www.e-
shengya.com.cn/

作为日本规模最大的通讯教育公司u-can，２０１３年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在成都、北京、贵阳３地设立公
司，并以其为据点开展业务。

主要提供养老护理技能、ＩＴ基础技能素养、兴趣爱好类等多种类课
程。我们倡导碎片式学习方法，每节课不超过３０分钟，并通过课
本、在线视频、在线测试、在线咨询等方式方便忙碌的社会人随时随
地进行学习。我们还为学习者设立了学习进度把控方案，督促学习者
在规定时间内达到学习目标。

就养老护理师培训课程，除直接销售给养老机构以
外，还与各地政府合作，为当地护理人才的培养提
供教育方案。

针对于养老护理人才的培
养有需求的地方政府与企
业，共同商讨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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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丸友股份有限
公司
MARUTOMO JAPAN
LIMITED

www.marutomo-
jp.asia

本公司以『为中日的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的发展做贡
献』为理念，创建于去年6月。

公司代表小田不仅有在上海日系医院的营养指导经验，
还有东京的特定保健指导重症化项目和收费养老院的管
理营养师主任等丰富的经验。为了让中国的老年人接受
更好的服务，我们以丰富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展开更多的
服务项目。

以在上海的医院就职经验为基础的「营养・健康指导」和在日本的养
老设施的「饮食指导・营养师的人才培育」等能做到多方面的养老有
关的服务支援。
　⇒ (1).健康瘦身顾问・健康指导
　　 (2).日式养老设施的饮食指导・营养师的人才培育
　　 (3).食品生产公司的销售活动支援
　　 (4).介绍以及出售日本的高品质的健康食品
　　 (5).远程营养指导（在远方的营养指导）

此次是主要介绍于(1)相关的『健康医疗观光旅行』项目。
关于其他的业务也接受咨询，如有任何不明之处请咨询相关人士。

对于有需求的患者的宣传比较不到位，所以寻找相
应的公司或个人。

在中国对癌症检查等有关
健康检查的需求越来越
高。所以，日本的医疗观
光旅游是非常有发展性的
行业。为了领先这个行业
我们一起来创造新的领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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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SOUL奈良
GRANDSOUL NARA

www..grandsoul.co
.jp

Grandsoul集团：包含低负荷运动康复训练的综合看护事
业和作为预防医疗的精密全面检查、癌免疫疗法（预
防、治疗、预防复发）

*康复训练（低负荷运动康复训练）：任何年龄层都可以以改善肌肉
量为目标
*有关看护、福祉的丰富经验（经验值合作、指导管理）
*作为预防医疗的高精密的全面健康检查。
*厚生劳动省第一号认可的免疫细胞治疗（癌预防、复发预防、积极
的癌治疗）
*以生发治疗（仅限男性）为首的抗加龄医疗。

全面健康检查、癌免疫细胞治疗的输出（从中国到
日本的接收）。低负荷运动康复训练的技术合作
（指导、管理、教育等经验值的提供）。

与希望了解和接受和开展
日本的疾病预防（身体检
查），癌症免疫细胞法
（预防、治疗、预防再发
病）的机构个人洽谈，也
希望在经验合作和癌症免
疫法的技术转移方面进行
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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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建设设计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
HAICHI
ARCHITECTS&ENGINE
ERS(SHANGHAI)CO,.
LTD

http://www.hae.co
.jp/china/

作为支撑世界高水平的日本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多种多
样的领域50年来在生产设施、医疗福利设施、教育、公
共设施及住宅建筑都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开展绿色环保
设计，提高着眼于未来，包括维护保养在内的综合设计
理念和最佳的设计方案。

各种建筑的整体规划及设计咨询业务及建筑物诊断业务。

2001年作为日立制作所在国内投资的专业设计代表
处开始至今在2011年成立了独立法人公司，包括日
立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及国内的大型企业的设计合
作伙伴，将日本最先进的理念和在国内积累下的丰
富设计经验融为一体，面向国内企业提供最合理的
设计理念。

养老设施的整体规划以内
装设计

S-42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http://sfc.jp/chine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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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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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5年3月，住
友林业集团拥有员工约1万8千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认可和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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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尔刚木制品（上海）有限公司：98%住友林业投
资公司。木结构别墅的设计及施工指導、内装修的
设计及施工。
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商贸，住友
林业，三井物产，3家公司的中外合资公司。资质
是内装设计专业甲级和建筑内装工事承包资质一
级。
现在考虑的新的事业是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
工/养老院的经营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
工/养老院的经营

S-43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
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ORIENT
CORPORATION
BEIJING

http://orient-
china.net/

我司在中国经营HISHI WALL（可移动式隔断板）、连锁
便利店（设计、监理与材料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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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短期施工；材料环保，无任何刺激味道，避免对人
体造成伤害；重复利用，避免材料的浪费，在任意部位可进行拆卸、
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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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司与7家日本企业携手创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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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高龄者的福祉设施建筑材料的销售，开展设计
与施工管理等业务

希望能为开展高龄者的福
祉设施业务的企业提供服
务，给我司一个展示能力
的机会

S-44

上海住友商事有限
公司
SUMITOMO
CORPORATION
（SHANGHAI）LTD.

http://www.sumito
mocorpchina.com.c
n/

上海住友商事是住友商事在中国成立的独立法人公司，
拥有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与各行业的企业和消费者建
立了信任关系，主要在日本国内销售产品和服务、从事
进出口业务和第三国之间的贸易、国内外投资等多方面
业务。

目前正在研讨中 希望参与到中国的养老护理产业中。
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养老
企业的具体需求。

http://www.e-shengya.com.cn/
http://www.e-shengya.com.cn/
http://www.marutomo-jp.asia/
http://www.marutomo-jp.asia/
http://www.hae.co.jp/china/
http://www.hae.co.jp/china/
http://sfc.jp/chinese
http://sfc.jp/chinese
http://orient-china.net/
http://orient-china.net/
http://www.sumitomocorpchina.com.cn/
http://www.sumitomocorpchina.com.cn/
http://www.sumitomocorpchina.com.cn/


S-45 SUNCARE GROUP
http://www.suncar
e-life.com

集团总部位于石川县金泽市，以日本北陆地区为中心开
展医疗・护理・残障人士就业・人才派遣・研修・福祉用具租
赁・调剂药局・房地产投资顾问・房地产中介・建筑工程，
及以上业务的市场营销，运营・经营咨询等业务。此外，
去年新设立了可接收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协同组合。目
前遍布在日本北陆地区的护理事业所共39处，集团下总
职员800余人。同时，集团正在亚洲各国筹备设立分事务
所，将来欲拓展在亚洲地区的护理医疗人才培训・派遣业
务，以及养老设施运营等业务。SUNCARE集团愿像阳光一
般照亮和温暖身边的你我他。

护理人才培养，中日两国间护理人才双方向派遣；提供从养老设施内
外装设计（日籍设计师团队），布局规划到养老设施运营方案，一站
式打包服务。实现立项与设计施工（包括养老器具的设置）同步进
行，进而减少重复施工产生的资金和时间浪费。

在中国尚未成立现地法人。已与日心企划（大连）
有限公司，上海霍普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
略伙伴协议。

希望与中国政府相关部
门，养老地产开发商，养
老设施，医疗机构，护理
相关院校等建立友好协作
关系，共同商谈护理人才
培养及派遣，设施运营，
设施设计等业务合作。欢
迎业界人士垂询洽谈。

S-46

爱丰通信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Ine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hanghai)co.,Ltd

http://www.helloc
omi-
consulting.com/co
mpany.html

本社成立于2006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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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怀居家养老老人的呼叫服务；
②把老人一生珍贵的故事留给儿孙们的自传制作服务；
③除臭杀菌的布料，喷剂；
④为卧床老人服务的智能排泄器；
⑤上门为卧床老人提供身体头部清洁服务的洗浴器；
⑥老人智能手机（附带健康咨询）

我们在上海有150名专业客服人员的呼叫中心，专
业提供客服业务。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关注中国的
养老市场。我公司提供的「在线邻居」关怀呼叫服
务、「人生映象」自传制作服务提供养老行业里还
未被重视的精神护理服务。

希望与为高龄者服务的全
国各优秀企业探讨合作机
会

S-47

株式会社 VSC
Japan
VSC Japan
Corporation

http://www.vsc.co.j
p/

本公司主要以软件服务为主，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综合
解决方案。公司的三大战略方向如下：
1-公共服务：养老机构以及养老机构相关的护理、食
品、教育、社会保障。
2-移动网络：机器组装、O2O、云服务
3-金融：银行业务支持、金融衍生产品

面向养老的，以安心安全为中心的，面向老人，家庭，养老机构的整
体解决方案。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医疗支援系统，健康管理综合平台，卫生检查支援系统，有害生物防
治系统，电子商务系统，老人虚拟社区，养老资源相关O2O服务平台
等

养老相关解决方案，食品安全相关的流通PF解决方
案，教育、金融相关的各解决方案为本公司的主营
业务。将IT产品和云系统运用到养老机构中，为养
老机构的管理，用户居住的舒适放心等各方面提供
相关建议和实际的商务模式。

介绍公司的养老服务相关
的解决方案，利用本公司
在IT技术方面的强项，和
养老相关企业形成优势互
补，共同构筑新的养老相
关服务

http://www.suncare-life.com/
http://www.suncare-life.com/
http://www.hellocomi-consulting.com/company.html
http://www.hellocomi-consulting.com/company.html
http://www.hellocomi-consulting.com/company.html
http://www.hellocomi-consulting.com/company.html
http://www.vsc.co.jp/
http://www.vsc.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