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 网址 企业介绍 产品介绍
在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开展的内容）
参会目的 产品照片

1 株式会社生命控股 www.life-silver.com

株式会社生命控股 是日本驰名老人公寓服务品牌，
自1987年起，株式会社生命 开始为老人提供有偿老
年公寓服务，至今在东日本拥有约50家老人公寓，
2000间以上个单间，入住率达到了业界罕有的
100%。2014年，生命集团旗下的老人公寓，介护设
备，介护食品的贩卖以及出口，食品安全检测等事
业部重组成为株式会社生命控股，将老人介护，介
护设备，介护食品，食品安全检测等多种事业融合
为宜，为合作伙伴提供最安心的一站式服务。

老人介护产品，老人介护用
食品等。

尚未进入中国市场，积极准备中。期
待与您洽谈。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2 西川家居用品株式会社 www.nishikawa-living.co.jp

西川nishikawa, 创立于1566年（日本永禄9年）,是
有450多年历史的日本寝具的领导品牌，。在高岛
屋、三越、阪急，近铁百货等高端连锁百货店均设
有专卖店。全国有100多家的西川连锁店。主要产品
为符合各年龄层的所有床上用品。
在1990年，为对应日本高龄化社会，公司建立了护
理以及老年用品事业部。专门对老年的健康睡眠进
行研究，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寝具用品。主要提供给
老年用品专卖店和高端老年机构以及给居家老人们
提供租赁寝具。

给中国的高级养老机构提供
配套家纺用品。（防褥疮床
垫，功能性被褥，健康枕，
被套类，坐垫等　日本制，
日本企划中国制）
通过在日本20多年的养老
行业的经验，以及西川睡眠
环境研究所的研发 给中国
的高龄者提供更舒适健康的
睡眠生活。

中国子公司：大阪西川（上海）商贸
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2201
号610室
电话： 021-6219-1662

-

3 福来愛総研株式会社 http://www.fureai-souken.com

原日本贵族阶层专用企业、社长多年在千叶县及千
叶市的福祉企划制定委员会担任委员、福祉基础设
施的第三方评审　(厚生劳动省)、亚洲健康构想协
会会员（内閣府首相官邸）、医生及医疗从业者的
【福祉塾】（千叶县行政）、正在与有舞蹈界第一
人之称的稻川素子女士合作筹备【康复舞蹈协
会】。并将制定由本协会认证的【介护舞蹈指导
员】资格考试和开办相关讲座的细节。
国外拠点：中国（陝西省、上海市）。国外展開：
中国、越南。

日式中医康復中心（西安
市）、整形外科医院和整骨
院（西安市）、

　陝西福来愛養老服務有限公司、
陝西龍野医療机機有限公司、　上海
浩木商務諮詢有限公司、　中医舒适
实验治疗院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 其他

暂无

4
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
限公司

http://www.unitrad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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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尼吉可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大连，广州设有分
公司。

纤维制品（工装，服装，纱
线，面料，产业资材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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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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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养老机构，医院，相关实体
店等销售合作伙伴，以及需生
产加工合作伙伴

http://www.life-silver.com/
http://www.nishikawa-living.co.jp/
http://www.fureai-souken.com/
http://www.unitrade.co.jp/


5 亚特兰蒂斯 株式会社 http://hc-mugi.com/global/jp/

本公司积极发展以结合康复与介护为一体的专业人
才培训和老年人群健康事业为目标,于2003年在日本
成立.公司地点位于横浜市,主要运营老年人康复设
施和老年人专用住宿运营管理等服务.近年来,海外
业务频度增多,本司于2017年起,在中国积极开拓市
场,为达到扩展康复医疗和介护的专业技术培训及相
关软件销售，国外人材培训事业的目标。

1.人才培训  于中国实施
相关康复与介护相关知识培
训,在日本设施内进行介护
技能实操培训,派遣专业康
复治疗以及介护人员进行现
地技术指导服务
2.销售独家开发的电子病
历
3.医院内康复科设立及创
办养老设施的专业咨询业务
4.接收康复医疗研修生及
康复治疗（医疗旅游事业）

事务所设立于无锡市内，可迅速对应
国内业务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6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
司

www.paramountbed.com

八乐梦集团是一家综合性医疗集团控股公司，初创
于1947年，是居世界前列的医用床和居家护理床专
业生产商，是世界医用床的领导者。年产30万张，
年销售金额为7亿美金。在日本医院用床的市场占有
率为70%以上，居家护理床占有率为60%以上。八乐
梦产品远销亚洲，北美洲，欧洲，南美洲，非洲，
大洋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创建时间：1947年；本社地址：東京都江東区東砂2
丁目14番5号；
日本据点：東京支店，札幌支店 ，仙台支店 ，埼
玉支店 ，横浜支店 ，名古屋支店 ，大阪支店 ，
高松営業所 ，広島支店 ，福岡支店等等； 事业领
域：从事床、床垫的制造、销售以及护理环境设计
的服务，同时从事售后的维修服务，福祉器材租赁
及批发服务等等；
海外事业部：
  1995年 在印度尼西亚建立工厂和销售代表处
  2002年 在中国成立销售事务所
  2004年 在中国成立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2010年 在迪拜成立销售事务所
  2010年 在泰国成立销售代表处
  2012年 在新加坡成立集团亚洲大区总部
  2012年 在印度成立销售代表处
  2013年 在墨西哥成立销售代表处
  2013年 在越南建立工厂
  2014年 在巴西成立销售代表处
  2017年 在墨西哥建立工厂

自2002年设立中国法人进
入中国市场以来，以其优质
的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目前已服务超过约1500家
的医疗客户。例如适用于
ICU/VIP比较特殊需求的
ICU病床；区别于传统医疗
环境的木质元素VIP病床，
普通病房的手摇床，和诊疗
床，转运床，新生儿床，儿
童病床；以及为长者与照护
者提供的居家电动养老床，
还有为养老机构提供养老电
动护理床等等。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进入中
国16年，目前中国设有上海，北京，
长沙，成都，济南6个办事处，60人
的销售及维修团队，销售范围遍布全
国的31省100多个城市，每年合作经
销商300个，服务超过1500家医院，
同时面向养老院等机构设施、居家个
人，开展电动护理床、辅具等的销售
和推广。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7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
限公司（河村轮椅）

www.kawamura-cycle.cn

日本河村株式会社成立于1995年，是日本轮椅车专
业生产厂商。公司位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在日本
东京、名古屋、神户、福冈均有据点。现在是日本
MAX株式会社的子公司。2001年2月投资成立了漳州
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目前在中国国内和东
南亚均有销售据点。
公司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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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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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轮椅
强度的同时更加轻便，并且
从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使用者
的需求，同时加粗了管壁厚
度和直径，提高了轮椅的整
体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2010年开始中国销售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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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更深入的开发中
国的市场。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http://hc-mugi.com/global/jp/
http://www.paramountbed.com/
http://www.kawamura-cycle.cn/


8 三信化工有限公司
http://www.sanshin-
kako.co.jp/cn/company_policy.ht
ml#cp_3

事業領域＜商業用·食堂用餐具＞
♦市町村教育委員會（小學・中學、學校食堂中心）
♦ 幼兒園、保育園 ♦ 大學醫院、公立醫院、私立醫
院、獨立行政法人醫院
♦老年保健設施、護理設施、委託餐飲服務公司　♦
企業·工廠等的員工食堂　♦防衛廳（海陸空自衛
隊）　♦法務省設施

海外展開
♦有出口过那个(中国,台湾,越南,韩国,etc,,,)

批发,零售
♦ 商業用·食堂用餐具 ♦
厨房用具 ♦ 学校用品 ♦
温水屉子 ♦ 保健食品 ♦
化妆品 ♦ 拐杖 ♦ 辅助听
力用的器械
♦ 有田瓷器

＜销售业绩＞
私立学校
♦ 食堂用餐具 ♦ 有田瓷器
疗养院
♦ 食堂用餐具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9 安美达国际株式会社 なし

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14日，但是护理人才交流活动
在2015年就开始。在日本关西地区、爱知县、东京
地区与日本知名的福祉教育集团、大手福祉设施有
紧密合作。并担任关西地区最大的日本福祉教育集
团的中国区教育顾问。

（1）选拔赴日本的护理专
业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
（2）选拔赴日本的护理实
习生
（3）日本养老行业的老师
在中国开展护理知识培训，
以及相关的研修教育和实操
指导课程

安美达国际（株）目前在大连地区已
经开展赴日护理留学以及护理实习生
的选拔准备工作，同时与北京居家养
老公司商谈日本养老院老师赴中国开
展康复护理的研修/教育培训合作。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0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estskip.com/
http://www.jkwatch99.com/

所在地：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1-2-3 日本
桥DOLL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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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开发出适合中
国的专业化的养老机构管理系统和社区居家管理系
统。

跃达养老机构管理系统、跃
达养老社区居家管理系统
跃达养老服务管理系统是专
门为机构养老打造的多元化
养老服务管理平台。
包括机构日常的业务流程管
理、老人的健康服务管理、
移动评估护理系统、家属关
爱系统等。
实现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便
捷化，服务实施的可视化、
实时化，并支持跨省市，跨
区域的集团化管理。
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解决经
营者、管理者、服务者、入
住者及家属、以及政府等的
不同角色所关注的核心问
题。
提高机构养老的入住率及服
务质量，提升入住者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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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出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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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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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海世茂颐园活力俱乐部
6、上海旺旺集团爱志旺老年日间照
料会所
7、天津武清区天鹅湖
8、山西省长治市第二人名医院
9、北京中天颐信
10、蓬莱市中医医院
11、宁波嘉和阳光
12、北京鹤逸慈老年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
13、春和瑞怡襄阳养老服务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1
成都礼爱年华健康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www.liainianhua.com

礼爱总部设立于1980年7月，位于千叶县浦安市，员
工人数3397人。福利厚生设施运营数量438个，介护
设施日本国内运营数量46个，介护设施海外运营数
量3个，海外业务展开数量7个。

在中国主要业务:
*入居型养老设施、日间照
料等的运营管理委托业务
*中国养老事业的咨询业务
-入居型养老设施开业指导
咨询
-日间照料设施开业指导咨
询
-介护研修、教育咨询
-供餐服务咨询

礼爱中国内地现地法人：
1. 礼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有关养老业务的咨询
2. 上海礼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入居型养老设施（定员：298人）
3. 成都礼爱年华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入居型养老设施（定员：76
人）
4. 江苏英瑞礼爱健康养老有限公司-
入居型养老设施（定员：177人）
5. 泰州华信礼爱养老介护服务有限
公司-设立准备阶段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 设立合资企业

http://www.sanshin-kako.co.jp/cn/company_policy.html
http://www.sanshin-kako.co.jp/cn/company_policy.html
http://www.sanshin-kako.co.jp/cn/company_policy.html
http://www.liainianhua.com/


12
株式会社冈部洋食器制作
所

www.okabeyoshokki.co.jp
1954年創業。1973年設立。
本社：新潟県燕市小池3633番地2。
中国事務所：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錫士路89號

硅胶软勺、杯子等餐具、自
助用餐具舌苔清洁器等的口
腔用品

中国事務所：中国现地供货（倉庫：
江蘇省無錫市新區錫士路89號）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3 ARONKASEI CO., LTD. https://www.aronkasei.co.jp/

「安寿」品牌的研发制造公司，ARONKASEI CO.,
LTD.于1951年9月在日本国内首制研发成功硬质氯乙
烯管，作为塑料制品的综合生产厂家，开展了以上
下排水管产品，养老护理用品，高机能弹性体，环
境再生资源为重点事业，并从1972年开始销售排泄
护理产品（可移动坐便椅），秉承「创造与人舒适
的环境」为本，持续问世了安全，便捷，多机能的
护理产品。公司多年为社会福祉事业尽心尽意，祈
愿天下的老人能安心长寿永福，在1993年正式将产
品命名为安寿。公司本部设置在日本东京，在日本
滋贺，名古屋设有工厂，并在全国各地设有销售分
公司。

目前，我公司在排泄，洗
浴，步行三个方面进行推
广，产品包括移动坐便椅，
洗澡椅，辅助步行车，以及
小件产品的防溢尿壶，便盆
等，并在保税区设有库存，
能在最短时间内对货物进行
良好调配运送。

我公司在中国积极推广本公司自主品
牌「安寿」，通过参展和业界人士的
介绍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等主要
城市拥有战略合作伙伴，产品也逐渐
被消费者熟识。目前还处于产品的推
广阶段，希望在今后的几年，不断结
识业业界人士让日本辅具的实用性，
细化性，渗透到千家万户。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4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https://www.sat.co.jp/
http://uruo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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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外展开据点：中国牛尾上海、牛尾北京、牛尾
深圳、韩国、台湾、新加坡

主要以养老设施，医疗设
施，幼教设施市内空气改善
处理为中心，经营以下类产
品：
URUORICH润利奇高度清净
空气净化型加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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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特殊
过滤网过滤水和空气，排放
无菌干净的空气和水分，以
营造舒适、干净的环境，从
而防止病毒传染。

我公司自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营销活
动，现在以牛尾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为总代理，在华东/华北/华南各自
布置据点展开营业活动，现在也通过
各类展会、商谈会来作营业宣传，寻
求合作伙伴。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5
野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http://www.nomuratrading.co.jp/
ch

日本本社：野村贸易株式会社
・成立年：1976年(昭和51年)6月3日
・本社所在地：
大阪本社　〒541-8542　大阪市中央区安土町1丁目
7番3号
東京本社　〒105-0001　东京都港区虎之门4丁目3
番13号　　　　　　　　　　　　　・日本国内事業
子会社：株式会社野村IVY、野村北海道菜园株式会
社、全水野村食品株式会社
・在日本过以外开展的事务(海外分公司)：(分公司・
事业子公司)野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Nanachart Traders Consolidation Ltd.(曼谷)、
PT Nomura Exporindo(印尼)・Nomura Trading
Vietnam LLC(越南)、Nomura Fotranco Co.,
Ltd.(越南海防)，Nomura Thanh Hoa Garment Co.,
Ltd.(越南清化)　　　　　　　　　　　　　　(支
店)新加坡支店、法兰克福支店、西雅图支店、台湾
支店
(驻在员事务所)悉尼驻在员事务所、越南河内驻在
员事务所

现在主要是经营下记事业范
围内的商品。接下来将会展
开养老关联的食品，机能食
品及老年人用保健品。

・中国現地法人：野村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卢湾分公司　青岛分公
司　北京分公司　大连分公司　成都
分公司　深圳联络事务所
・事业领域：产业机械关联、电子产
品、化学品关联、衣料关联、食品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http://www.okabeyoshokki.co.jp/
http://www.nomuratrading.co.jp/ch
http://www.nomuratrading.co.jp/ch


16 希比希（中国）集团
http://www.cbc-
china.cn/cn/index.html

CBC株式会社成立于1925年1月20日，总部位于日本
东京。是一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生产，销售，加
工，咨询的全球化集团企业。全球有39个生产和销
售公司。在中国有北京，上海，广州分公司；成
都，长沙办事处。

养老设计，咨询；适老化建
材；福祉用品；护理人员专
业培训；适老食品；养老院
耗材；养老设备，康复设备
等

希比希（中国）集团从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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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地产开发商提
供一站式养老综合提案。目前已在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成
都，厦门等多地取得实际成绩。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17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
珂蕾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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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销售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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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用失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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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息互换、市场调查
* 寻求业务合作伙伴
* 其他

http://www.cbc-china.cn/cn/index.html
http://www.cbc-china.cn/cn/index.html
http://www.crecia.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