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养老管理系统

养老管理系统

福祉器械/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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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训

养老服务

建筑材料

养老服务

建筑设计

中日（陕西省）老龄产业交流会 日本企业名录

J-7

J-8

日本株式会社泰已科 北京代表处

J-11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J-9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

LIFE　SUPPORT　Co.,Lｔｄ

爱丰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 (U-CAN CHINA INC.)

J-6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J-13

企业号码 企业名称

J-12

日立建設設計諮詢（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法人）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希比希（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J-10

J-1

J-2

J-3

J-4

J-5 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ベストスキップ株式会社 BestSkip Co.,Ltd.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法人）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人形町１－２－３　日本橋DOLL３F

徐 庆黎 员工人数 115人

3000万日元 销售额 5.8亿日元

2011/4/1 网页 www.bestskip.com

李 海龙 联系人职务 营业部长

J-1

企业简介

所在地：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人形町一丁目２番1３号 日本橋DOLL１ー３F
設立月：  2011 年 4 月   

海外会社：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领域：   我公司有优秀的IT开发技术和管理团队，在日本与包括日立集团在内的
                多家公司合作，在穿戴式设备、大数据系统、中小学电子教育系统等领域
                进行共同研究开发。
                在健康管理和福祉服务管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经验积累。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设立日期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业务范围

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引入日本的介护评估、以及护理计划及实施等概念，推出最适合中国养老服
务的系统集成。
实际案例：    1、北京保利和熹会老年公萬
                  2、北京市劳动保障职业学校
                  3、天津市滨海第一养护院
                  4、广州万科榕悦城市长者照料中心

名   称：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 Beijing BestSkip Technology Co., Ltd.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东6号楼375   

設　 立；： 2011 年 6 月

http://www.bestskip.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2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株式会社日立系统成立于1962年，总公司位于日本东京品川区。我们致力于在IT生命周期的所有领
域提供广泛的行业业务解决方案。从业务咨询设计企划、系统构架、系统导入与设置、以及后期维
护。我们以「Human＊IT」的理念提供惊喜与感动的服务，超越IT和国境的界线，全面支持客户的挑
战。我们的据点不仅覆盖日本全国，而且遍布全球，包括中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地区等等。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王婷婷 营业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小林茂彦 100

资本金 -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系株式会社日立系统的中国子公司，本部位于广州，在
上海拥有分公司。立足于创造出将世界上的人才和先进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独创性服务，以能够满足
客户所以需求的全球服务企业为目标。主要业务包括基础平台构筑运用（IT infra/网络构筑，系统
运用、维护服务），全球化客户和解决方案，以及面向中国健康养老照护市场的整体解决方案。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

-

设立日期 2011年
http://www.hitachi-
systems.cn/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业务设计企划，基础架构设计到系统开发集成，实施导入，后期运维扩张
的IT一站式服务。我公司借鉴日本的福祉行业的经验和理念，设计并开发的面向中国的照护服务管
理系统产品。同时面向CCRC持续性照料养老综合社区，从整体运营管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并设
计整体智能化系统规划及后续一站式IT服务。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设立日期 1996年
http://www.cbc-
china.cn/cn/index.html

企业名称 希比希（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

代表人名 土井宇太郎 50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目前希比希（CBC）集团在国内有上海，北京，广州3个全资子公司，在长沙，成都开设有两个办事
处。已和国内知名地产商，养老机构，以及养老用品店有合作。

J-3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希比希（CBC）集团最为一家综合贸易公司，成立于1925年，总部位于日本东京。从2012年开始我们
利用在日本所积累的养老经验和成果，并结合中国各地区的生活习惯，为养老机构，房地产开发
商，养老用品店提供一站式服务。

业务范围

依托希比希的综合养老服务理念，为您打造一个先进化，多元化，人性化的养老设施及机构。我们
提供1.全方位养老机构的运营以及整体规划，设计。2.适用于养老设施的内外功能性建筑及装饰材
料。3.引进日本医疗康复设备。4.引进，开发适老辅助用品，养老耗材。5.提供养老专业培训服
务。

联系人姓名 韩帅 西南地区担当

资本金 80万USD 6亿RMB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地址 日本国 东京都港区高论2-18-10 

代表人名 铃木大登

J-4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企业名称

资本金

设立日期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泰已科（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2003年本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范畴为健康
护理用品、多功能材料及曲面印刷。其中健康护理用品领域的防褥疮系列产品，面向全国广泛开拓
市场，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养老机构、居家领域均已采用本公司产品，口碑良好。2013年设立北京
代表处，配合上海营业部门，通过展会及邀请日本知名专家授课等方式，推广产品理念及使用方
法、提高公司品牌的知名度。
泰已科公司非常重视中国养老护理市场。

250人

http://www.taica.co.jp

200亿日元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自2002年起，本公司开始面向中国市场，开展健康护理用品、多功能材料的推广及营销。其中以铃
木防褥疮静态床垫为代表的防褥疮系列产品，提倡重在预防的先进理念，从褥疮的发生原因入手，
全面解决褥疮隐患，同时确保患者及老年人睡眠舒适、活动便利。得到了中国医疗、康复专家的高
度评价，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医院、养老机构、居家护理领域。该系列产品目前包括：防褥疮静态床
垫（无需充气插电）、定位垫、轮椅座垫、翻身移位滑动布、护理手套。未来，我们还将引入更多
优质护理产品，为老年人及患者创造舒适的高品质生活。在日本市场占有率最大的护理床垫公司。
预防褥疮的效果很大。除了床垫以外还有制作轮椅坐垫，定位垫等
预防褥疮方面的其他产品。

日本株式会社泰已科成立于1948年，至今已有近七十年历史。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并在札
幌、仙台、名古屋、大阪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公司致力于多功能材料αGEL的研发与曲面印刷领域。
其中多功能材料αGEL拥有国际专利，触感柔软、具备卓越的压力分散性能，与世界知名品牌合作，
广泛应用于跑鞋、精密仪器、电子产品等领域。同时，将αGEL用于针对长期卧床人群的防褥疮床垫
中，深受医院、养老机构好评。
2002年泰已科开始进军中国市场，至今已在苏州、东莞、天津开设工厂，并在上海及北京设立了贸
易公司和代表处。

山村伸介

100百万日元

2006/6/1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设立日期 昭和１７年４月 http://www.unitrade.co.jp

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本町２丁目５番７号

代表人名 竹岁　宽和 約３３０人

资本金 ２５億円 約５５０億円

通过北京、上海、大连等现地法人，曾在北京、上海的养老展会中出展。

本公司从事合成纤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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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制品（工装，服装，纱线，面料，产业资材相关）

J-5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都留伸明 担当

企业名称  尤尼吉可株式会社 

地址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http://www.gbt-c.com/

陶林 部长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台东区浅草2-19-7浅草永谷大厦304A

代表人名 金子弘海 8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公司在中国南京设有办事处，多次参加中国国内康复护理产品及老年用品展览会，产品销售
遍布中国各大城市。

J-6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资本金

企业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日商独资企业，主要经营销
售各类最先进的老年用品、家庭护理用品及医疗器械等产品。公司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广泛的信
息网络，自身拥有进出口权，在中国南京设有办事处，业务遍布日本及中国各地。 公司与多家航空
公司有密切合作关系，货物周转迅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本着“优质、诚信、协作”的服务理念，愿与各界朋友交流合作，以最快的
速度、最优的质量，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不断拓宽中国市场。

智能沐浴机，洗澡专用轮椅，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系统等

800万 3920万

设立日期 2013/10/1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新井幸枝 70

J-7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LIFE　SUPPORT（生命之光）

地址 岛根县出云市荒茅町3501

联系人姓名 新井智統 专务董事

资本金 ３０００万日元 ３亿日元

设立日期 2007/3/1 http://youlife-n.com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大连祥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吉林省，辽宁省，北京，上海，浙江省，广东省正在进行中或准备中展开业务。

企业简介

2007年设立　岛根县出云市荒茅町３５０１
长期养老院（临终关怀），短期养老院，日间照料，晚间照料
2015年注册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2016年注册 大连祥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

上海
养老业务咨询，机构托运营管理，培训养老护理专家人才，护理用品设备代理商，设计硬件，前期
筹备咨询
大连
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护理家政），日间照料，培养人才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丰田 繁太郎 150

J-8

企业名称 爱丰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427号 曹杨经贸大厦3楼 

联系人姓名 野村　義樹  ，白雪 高级经理　，一般职员

资本金 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日期 2008/5/9 inet-support.co.jp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我们是一家在日本、雅加达共有7个服务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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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本社成立于2006年，在日本，上海共设有8个分公司。基于长期服务于日本，中国市场的丰富经验，
致力于将日本在居家养老、老人心理关怀领域的先端技术产品和服务引入中国市场。

业务范围

专注居家养老老人心理关怀的电话沟通服务
延续一家人感情，把爸妈的一生故事留传给儿孙们的自传制作服务
为卧床老人解决失禁、排泄问题的智能排泄器
解决卧床老人洗澡洗头不便问题的便携式智能洗浴器
让爸妈体验科技之美的老人智能手机（附带健康咨询）
守护老人健康的绿色除臭杀菌布料、喷剂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9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产品及服务照片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 （U-CAN CHINA)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中段1858号天府软件园 G区 5栋 906、907室

梶原　英樹

50万人民币

2013/1/11

王静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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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于2013年11月成立了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成都和北京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养老课程的销售。并且在北京等地签订了代理店。目前主要销售初级养老护理师和高级养老护理师
课程，康复类的课程也在逐步开发中。

设立日期

30

www.e-shengya.com.cn

助理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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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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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10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产品及服务照片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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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桥 孝司

1000万日元

2015/4/23

朱公权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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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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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机构。

设立日期

10人

100万

http://www.accordcare.net/

总经理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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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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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11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产品及服务照片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58弄18号楼506室

山田 雄二

USD1,230,000

2004/4/1

戸田　公久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日本总部：东方商事株式会社，创立于1948年，公司位于日本东京，目前日本国内有2处分支机构。
在中国和泰国各有1家海外子公司。在日本国内主要经营销售金属产品、工业产品、树脂产品、建筑
材料，信息设备，全程物流及租赁、出租等业务。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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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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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立日期

25名

28,173千元（2015年）

http://orient-china.net/ 

副総経理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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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

张建华 员工人数 10

300万美元 销售额

2016/1/1 网页 www.hikinglonglife.com

远藤良太 联系人职务 副总

设立日期

J-12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现在面向国内养老机构客户提供养老咨询服务、委托运营服务、养老培训服务。根据项目情况可考
虑投资。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日本长生集团（ロングライフグループ）成立于1986年，总部在日本大阪。业务范围涵盖养老院、
福祉用品、在宅服务、度假村、老年食品等。日本长生集团海外事业遍及中国、韩国、印度尼西
亚。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是由新华锦集团和日本第一家养老上市公司长生控股株式会社联
合投资成立，所在地山东青岛。

业务范围

接受养老机构委托为其提供养老经营管理服务、为养老机构提供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日立建设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1108室

矢吹　義典 员工人数 12名

3500万日元 销售额 3亿日元

2003年 网页 www.hae.co.jp/china/

翟涛 联系人职务 主管

设立日期

J-13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在中国国内很多地区都有设计业绩包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地区都有设计业绩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株式会社日立建设设计成立于1965年作为在日本排列前茅的设计事务所在日本国内有着丰富的经
验，对建筑及附属设备的规划、设计监理、大型成套设备等的管理、设施管理业务、CM、PFI、建筑
物调查业务、各种咨询业务、环保解决方案、海外建设咨询，2003年在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业务范围

在国内作为株式会社日立建设设计及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投资的独立法人公司通过在日本的50年
的丰富设计经验及在国内累计的13年各种设计的经验，现在开始对国内的商业设施、养老设施及医
院针对行的进行新理念的设计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