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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号码 企业名称 分类

J-1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蕾亚 福祉器械/用品

J-2 爱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养老管理系统

J-3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轮椅） 福祉器械/用品

J-4 阿特拉斯股份公司 健康食品

J-5 金桥贸易株式会社 福祉器械/用品

J-6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J-7 亚速旺（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福祉器械/用品

J-8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管理系统

J-9 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福祉器械/用品

J-10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福祉器械/用品

J-11 株式会社LIFE SUPPORT （生命之光） 养老服务

J-12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福祉器械/用品

中日（重庆市）老龄产业交流会  日本企业名录



日本制纸集团  日本制纸珂蕾亚                                       http://www.crecia.co.jp 
                                                                             所在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4-6-7F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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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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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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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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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http://www.aiphone.com.cn  

所在地：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819号中创大厦2104室 

 

企业介绍 

爱峰是1948年在名古屋成立的一家专门从事内部通讯器
材的日本厂家，从事销售各种对讲通讯器材已近70年，
主要经营范围：别墅，大型小区，养老住宅，医院，业
务类产品的制造与销售，至今已在60多个国家从事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养老住宅中使用的紧急呼叫系统（FAGUS,NIM系统），高
龄者在日常中发生紧急事态时通过我司紧急呼叫系统可
与看护人员进行联系和沟通。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我们于2013四月开设了销售办事处，并已开始在上海的
业务。目前正在开拓以养老住宅为中心的对讲紧急呼叫
系统。 

参加目的 

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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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河村轮椅)                                                                            http:// www.kawamura-cycle.cn 
                                                                                        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古农农场银塘工业区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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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首次将超轻的7000系航天铝合金材料使用在轮椅车上，
获得好评。1997年首次在所有轮椅车的座背垫加上10mm泡棉，之后
成为轮椅车业界通用装备。公司拥有先进的轮椅车检测中心，具备
耐疲劳性走行，静荷重负荷，耐冲击力等性能检测的能力。 

公司股票于2004年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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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额
为620万美金，占地60000㎡。公司拥有先进的X线透视检查机，金
属成分分析机和RoHs材质分析仪等检测设备。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
材有限公司亦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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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2010年5月开始中国销售以来，与全国各地的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
民政局、医院、养老院 、福祉用品医疗器械相关机构及药房等均
有合作。到目前为止与合作的客户达到200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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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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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股份公司   
                                                                                                        http:// www.atlas-ltd.co.jp 
                                                                                                   所在地：日本大阪市北区西天满3-1-6-8楼 

 企业介绍 

1992年，在大阪设立总部，在东京开设分公司。 

主营美容、健康相关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业务。经营范围
包括健康食品、化妆品及其他健康类杂货。 

现在，在中国北京也设置了营业担当职位，做足准备，
进军中国市场。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化妆品的批发零售，食品的批发零售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没有在当地设置法人。在中国设有总代理，现在以北京
为中心开展业务。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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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桥贸易株式会社  
                                                                                                              http:// www.gbt-c.com/ 
                                                                               所在地：日本东京都台东区浅草2-19-7浅草永谷大厦304A 

 企业介绍 

金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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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桥贸易株式会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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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智能沐浴机，洗澡专用轮椅，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系
统，预防失智老人走失系统等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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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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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所在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州路与滨海大道交汇处  海信创智谷B座20F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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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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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参加目的 

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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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速旺(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http://www.asonline.cn/                                 
                                                                        所在地：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918号 久事复兴大厦13楼E座 

 企业介绍 

●在日本是提供医疗/看护/护理以及研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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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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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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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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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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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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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estskip.com                                
                                                                        所在地：日本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1-2-3日本桥DOLL3F 

 
企业介绍 

設立时间：2011 年 4 月    

中国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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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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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中国法人：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BestSkip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东6号楼 

URL：http://www.jkwatch99.com   

設立时间：2011 年 6 月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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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所在地：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24号1010室 

 
企业介绍 

尤尼吉可是一家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日本纺织生产和贸易为
一体的公司。经营合成纤维、天然纤维，从原料加工到最终
产品的生产。还有生产及销售工业用薄膜，活性炭，无纺布
等产品。 

本公司充分发挥日本纺织业的技术和研发优势生产和制作有
高机能特殊化的产品。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纺织品原料及针织品、面料、辅料、服装、服饰、建材等。 

以下商品为日本生产和制造 

①防水失禁床单：使用日本尤尼吉可研发的高吸水、快速扩
散、防水加工的材料，使商品表面触感清爽，有效防水。 

②护具系列商品：使用日本尤尼吉可研发的蓄热保暖材料，
利用太阳光照增强蓄热保暖效果，根据蓄热保温的性能来缓
解患部的疼痛。 

③移动床单：使用日本面料经过特殊的后加工处理，借助该
商品能够将卧床老人的体位轻松移动及变换。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尤尼吉可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大连，广州设有分公司。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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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http://www. og-wellness.jp                                        
                                                                                             所在地：日本冈山县冈山市中区海吉1835-7 

 
企业介绍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于1949年在日本成立。至今已成为一家拥
有70年历史的医疗器械以及护理器械的综合型制造商。在日
本我们设立有20个分公司，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产品服务。
我们所生产的医疗器械以及护理器械等系列产品，不仅在日
本国内，在海外市场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为了积极的为海
外市场提供服务，我们先后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和中国上海
成立了子公司。 
本公司致力于引领医疗护理设备的研发，为日本医疗行业的
物理疗法提供先进的硬件支持。同时我们所开发生产的面向
老年用户和行动不便者的入浴护理浴槽，在特殊入浴设备领
域市场，其占有率名列前茅。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1.与国内广大养老设施以及关联企业进行商谈，对[OG 
WELLNESS]品牌产品进行介绍和说明。 
2.与国内广大医疗器械以及养老康复器械代理商商谈产品代
理事宜。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上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 [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向中
国的广大医疗和养老机构提供适老化产品以及使用服务。我
们致力于提供先进的康复养老设备以及技术咨询，以实现日
益增长的医养结合以及养老住宅高端市场需求的满足。我们
提供的面向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的护理入浴装置以及康复治
疗器械等产品，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的选择性。 
在上海、北京等城市拥有专业的养老医疗经销商。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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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LIEF  SUPPORT（生命之光） 
                                                                                                                   http://youlife-n.com 
                                                                                                      所在地：日本岛根县出云市荒茅町3501 

 企业介绍 

于2007年设立，总部在日本岛根县出云市，长期居住养
老院（临终关怀），短期居住养老院，日间照料，运营
的养老机构。 

国内法人：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虹梅路3215弄201号411室）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经营运营，管理系统，服务平台，培养人才，筹备设计
等养老相关咨询业务。另护理用品及设备代理商，设计
硬件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运营。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目前华东地区中心，吉林，辽宁，上海，浙江，江苏，
广东展开中业务。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设立合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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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AIR TECH. 株式会社                                                                   https://www.sat.co.jp/ 
                                                                                                                http://uruorich.cn/ 
                                                     所在地：(上海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00号 恒生银行大厦10层  

                                                                                          (东京办公室)日本东京都台东区三筋2-6-11 

 
企业介绍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是环境相关机器的制造商，成立于1993年，从事
包括除臭、杀菌设备及空气清净设备、业务用加湿设备等环境相关机器
之开发，到制造、贩售、保养维修等各个项目之服务。顾客以医院、养
老院为主，横跨到工厂、食品相关设施、一般办公室、公寓大楼、娱乐
中心等各项不同场所。 
经营范围： 
·臭氧相关除臭杀菌产品、业务用空气净化器、加湿器 
·空调、卫生设备 
·室内除臭咨询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URUORICH润利奇高度清净空气净化型加湿器”是主要的产品之一。
URUORICH是日本本土研发和生产的、主要针对专业市场的空气净化型加
湿器，具有强大的空气净化、加湿和杀菌杀病毒功能。自2008年在日本
投放市场以来已经投放超过15000台机器，主要客户包括了医院、养老院、
公司办公室、商店、公寓等。 
URUORICH的主要亮点： 
“高效蛋白质杀菌空气过滤网”能够捕获超过95%的PM2.5、PM0.3和花粉，
同时能够将99%以上吸附在膜上的细菌杀灭。 
“纯水水蒸气膜”能够产生2.2公斤每小时的水气，通过该纯水水蒸气膜
的为纯水水气，不含有细菌和其它不纯物质。 
“等离子发生器”能够产生和释放大量负离子，用于降解各类臭味气体。 
“儿茶素预过滤网”能够降解对人体有害的难闻气体甲醛。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我公司自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营销活动，现在在上海有一家总代理公司。
但是目前在北京、天津等中国北方没有一定的代理商，希望开拓愿意和
我们合作的中国北方代理商。 
参加目的 
信息交流、市场调查、寻找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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