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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天津市）老龄产业交流会举办议程

2019年3月5日（周二） 13：30-17：00

举办日程

津利华大酒店2层 金华厅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2号
官网：http://www.genevahotels.com.cn/index.php?r=site/page&view=aboutus

举办地点

主办单位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天津市老龄产业协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天津市分会
支持单位 天津市民政局，天津市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主 办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3月1日（周五）
【报名名额】：洽谈会 50家（按报名先后顺序）
【参加费用】：免费
【提交材料】：报名回执（附件）
※ 请将填写好的报名回执以邮件形式发送到下述联系人处。
※ 满员时将提前截止报名。
※ 中方邀请企业：介护服务、福祉器具和用品、代理店、其他老龄相关企业

报 名

（1）主办方致词
（2）日方参会企业介绍
（3）一对一洽谈会

举办内容（方案） ※会有部分调整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北京事务所 对外业务部
TEL:010-6513-7077 郑英姬（内线 118） 、唐泽（内线116）
E-MAIL： Yingji_Zheng@jetro.go.jp(郑) 、 Kazuyuki_Karasawa@jetro.go.jp（唐泽）

垂 询



序号 企業名（中国語） 分類

1 大王制纸株式会社 福祉器具/用品

2 东理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3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4 天津日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5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河村轮椅） 福祉器具/用品

6 日本优跃达株式会社 养老服务系统

7 株式会社创心会 养老服务

8 朗乐（青岛）颐养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9 西川株式会社 福祉器具/用品

10 株式会社久力制作所/天津久力家居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11 U-CAN CHINA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人才培训

12 株式会社 斯美乐 福祉器具/用品

中日（天津市）老龄产业交流会日本企业名单



大王製紙株式会社 地址 東京都千代田区富士見2丁目10番2号 飯田橋グラン･ブルーム

URL https://www.daio-paper.co.jp/

设立1943年5月5日。日本大王作为日本三大综合制纸公司之一，不但生产包括纸巾，报纸，出版印刷用纸，情报用纸，包装用纸箱板纸以
及家庭用纸等共计20000多种纸类，也同时进行多种家庭用纸加工品的制造和销售。
日本大王于1979年进入日本家庭用纸市场，在1985年和1986年分别成功实现了面巾纸与厕所用纸的市场占有率第一。纸尿裤的销售开始以

来，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长。日本大王的商品致力于从消费者的视角出发，进行产品开发并有着严格的管理标准，以其高品质和高安全性而
广受好评 。产品不仅在日本，在中国，韩国，俄罗斯，泰国等地也均有销售，得到各国消费者的广泛支持。

企业介绍

报纸，出版印刷用纸，情报用纸，包装用纸箱板纸以及家庭用纸等共计20000多种纸类

主要产品及服务

作为日本大王在中国的集团公司，（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展生产以及销售业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①福利院，养老院，敬老院，护理院，日照中心的主要运营团体·企业 ②成人纸尿裤，医疗护理耗材，医疗护理用品的销售代理店

希望对接内容

包括安托成人纸尿裤， GOO.N 大王婴儿纸尿裤，柔湿巾以及爱 璐儿卷纸等多品类商，大王致力于把与日本相同的高品质商和服务带
到每一位消费者的身边。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东理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铜川路70号1704室

URL https://www.toli.co.jp

东理株式会社成立于1919年。总公司位于日本乒库县伊丹市。是一家综合性室内装饰材料制造商。在伊丹总
部、厚木、滋贺、岐阜、富山拥有五个工厂，销售网点分布全球各地。

企业介绍

主要生产方块地毯、满铺地毯、塑胶卷材、塑胶片材、窗帘、墙纸、踢脚线、腰壁等室内装饰材料。

主要产品及服务

TOLI致力于开发满足各类设施功及创意的产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在越来越重要且需求多样化的医疗
设施及高龄人群设施当中，内部装饰材料也备受关注。为此TOLI开发了最适合医疗养老设施使用的特殊功能
塑胶卷材、塑胶片材、方块地毯以及墙纸等。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主要商谈对象为养老设施及适老化建筑的运营者、建筑设计公司等，交换老龄产业信息并寻求合作。

希望对接内容

于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事业。并于2014年在中国上海设立东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通过代理商销售，
在中国华北、华南及华东等地区分布有多家代理商。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防污抗菌卷材地板 防污抗菌墙腰卷材 防滑抗菌浴室卷材地板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地址 冈山县冈山市中区海吉1835-7

URL https://www.og-wellness.jp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成立于1949年，总部位于日本冈山市。拥有近70年历史，是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综合
性制造厂商。在日本设立有18个分公司，共计约500名员工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自主品
牌OG WELLNESS系列产品，多次获得日本优秀设计奖等荣誉。拥有近800多项专利申请。

企业介绍

生产研发和销售公司自主品牌OG WELLNESS的系列产品。涵盖了物理治疗、运动疗法以及护理助浴等设备。
提供上述产品相关的各种咨询以及培训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自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们的医疗器械和护理助浴设备已经逐步的取得了广大医疗和养老机构的信任。未更
好的服务用户我们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全资销售服务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始逐步在中国大
陆各地建立起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专业的、高质、高效的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1）与养老机构或者运营企业进行商谈， 对[OG WELLNESS] 品牌的系列产品进行介绍和推荐。
2）与养老设备以及康复器械销售商进行商谈，洽谈产品销售代理事宜。

希望对接内容

销售公司 OG WELLNESS品牌的进口护理助浴、康复等领域的系列产品，同时提供售前、销售和售后等各
种咨询和培训服务。还提供相关的设计安装图纸，以及各种相关的专业性技能培训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天津日医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7号国投大厦1001室

URL https://www.nichii.net.cn/

日医学馆创业于1968年12月，为日本最大的养老服务公司。介护服务覆盖日本49个都道府县，本社位于东京,
拥有4家支社，94所支店，全国介护服务网点数约1400处，每个月约有15万人利用日医学馆的介护服务。同
时，我们在日本还经营着400多所养老机构，其中以认知症老人为服务对象的“认知症老人集体之家”277所。
作为一家提供医疗、介护领域的生活支援型企业，日医不断提供符合人们多样化生活方式的优质服务，为实现
所有人都可以安心生活的社会而努力。

企业介绍

介护服务(上门介护、养老机构）、介护人才培训（含赴日培训）、海外医疗。
面向医院、诊所的医疗事务、管理经营外包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医是日医学馆在中国的所有子公司的统称，于2012年进入中国，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设立了3家全资公
司。北京日医围绕“社区养老”、“介护养老机构（要介护者/认知症患者）运营”、“人才培养（研修培训）”
等展开服务。由日医运营的认知症照护设施将陆续投入使用，在人材培养方面与国企、地方相关部门、协会等
都有合作。天津日医为北京日医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养老机构的委托运营及人才培养。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养老机构的委托运营、介护人才培训（介护知识相关培训、管理者培训、赴日培训等）、海外医疗体验、福祉
产品相关。

希望对接内容

面向企业的养老机构运营和人材培养，面向个人的居家服务、机构服务、介护培训课程以及福祉产品的销售.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河村轮椅）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古农农场银塘工业区

URL 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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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主要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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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能介绍我公司和进行产品说明，开拓代理商和向养老院或康复中心推荐我公司的产品。

希望对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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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日本优跃达株式会社

企业介绍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对接内容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所在地：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人形町1-2-3 日本桥DOLL3F
URL ：http://www.jkwatch99.com

跃达养老管理系统 电子围栏、定位系统养老机构一卡通管理 手机APP轻松应对

日本东京优跃达株式会社和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同时成立于2011年。创建的首个品牌“跃达养老”。优跃达是一家专注于养老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智能硬件

设备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在中日两国都拥有优秀开发和管理团队，将日本的养老理念和中国特色相结合，致力于让中国养老企业都能享用专业的管理系统。

跃达养老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引入日本和欧美先进的评估方案、护理计划设计和及服务实施等概念，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出适合中国养老服务模
式的综合管理软件。从客户的需求分析到系统的上线运行，跃达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项目管理方法，协助客户完成信息化项目落地实施。

 跃达养老管理系统是一套融合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信息化产养老服务平台，针对养老服务领域提供综合性的养老解决方案。

 跃达养老团队有中日两国的养老专家，为养老院建设、评估、照护等方面提供定制化咨询和培训服务。

 跃达养老系统融合了各类健康智能监控设备，自主研发了精准的智能定位管理系统。

 地产CCRC项目，各级养老机构和社区居家运营管理公司；
 养老项目各阶段的咨询培训服务的合作；
 养老项目配套的智能硬件和综合管理平台的供应。

跃达养老自创办以来，保持着稳步攀升的发展速度，自主研发一心原创，截止到2018年12月，已经在全国30多个城市开拓业务，系统在线为1万床用户
服务。经过系统实施上线客户的意见建议反馈和适应国内养老政策的调整，跃达养老管理系统保持不断迭代更新，成为一个最接地气的“管理软件”。



株式会社创心会
地址 冈山县仓敷市茶屋町2102-14

URL http://www.soushinkai.com

创心会创立于1996年。护理理念是注重通过一系列的护理方案，能够使患者脱离他人的照顾，实现生活自理这一
目标。以当时鲜为人知的居家康复训练服务为起点，紧接着开展护理管理、居家看护、居家护理、医疗器械租赁
等各项服务。2000年日本引进护理保险之前，本公司已经创建了一套完整的区域护理疗养系统。并且开展以康复
训练为主的老年日托所服务，在当时已为业界先驱。现营业范围从冈山县扩大到广岛县、四国县。拥有日托中心
30家,并提供上门护理，康复训练等业务。

企业介绍

日间照料中心、短期入住设施、认知症老人group home、特别养护老人院、上门看护、康复训练、医疗器
具租赁、儿童日间照料中心等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1.赴日短期研修 3.面向社区居家设施、机构的咨询业务
2.护理员、康复训练员培训业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进入养老业界的房地产商、保险以及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养老院、康复护理等机构的运营商。

希望对接内容

为社区居家设施、机构提供一套完整的康复训练服务体系，包括服务内容、管理方案、运营方案、康复训练人员培训、
康复训练评估方案等。为顾客设施提供有特色的服务，提高设施盈利能力。
除此之外，还能够为顾客提供社区居家设施的初期开业规划、初期收益计划、持续培训以及运营指导的咨询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朗乐（青岛）颐养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9号新世界大厦2104

URL http://www.longlife-holding.co.jp/longlife_china/

企业介绍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对接内容

朗乐集团（LONGLIFE GROUP）在日本目前经营23家高端养老机构以及开展各种居家护理的服务180余处。
在中国市场，我们也会帮助我们的客户共同打造高端养老设施，为服务更多中国老人。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朗乐（青岛）颐养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朗乐集团（LONGLIFE GROUP）在中国的子公司，成立于2014
年。朗乐集团总部位于大阪，自1986年在日本开展养老护理服务，有30多年的丰厚的养老行业运营管理经验。
目前在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开展养老护理业务及养老机构的运营。

为客户提供养老设施市场环境调查、事业计划书制作、委托设计、开业筹备咨询、营销咨询、开业后指导、
委托运营、培训教育、品牌使用等多项服务；养老院设备配套、护理用品的销售、居家适老化改造。

2011 年在中国青岛成立了长乐居颐养中心，运用日本的养老服务理念， 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超越顾客满

意，真诚感动每一位顾客的目标为顾客提供服务， 现长乐居为满员状态。2017年受青岛市崂山区街道政府委
托，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居家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2018年成立了青岛首家田园式养老公寓-樱桃谷。
另外，目前为国内数家养老机构提供运营管理委托咨询服务。

对有不动产想改造成养老院的客户或有从事养老事业意向并有投资能力的客户。



西川株式会社
地址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富沢町8-8

URL https://www.nishikawa1566.com/

西川nishikawa, 创立于1566年（日本永禄9年）,为日本寝具的领导品牌，如今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高端寝
具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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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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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枕芯,被芯、床垫、毛毯、床件套等从婴儿到适老化 所有年龄层的床上用品

主要产品及服务

目前，有和上海市的居家养老公司合作，提供所有点的全套床上用品。
湖南，内蒙古的高端养老机构 提供部分床上用品。 向各大城市的高端养老公寓 提案中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养老机构的运营方
养老用品销售，以及养老机构配套服务公司

希望对接内容

通过在日本养老行业28年的经验，以及西川睡眠环境研究所的研发，给中国的高端养老机构提按配套的床
上用品。同时也对应各机构的需求定制各类产品。（防褥疮床垫，功能性被褥，健康枕，被套类，坐垫等适
合高龄者的床上用品。可提供日本制和日本企划中国制的产品日本制）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日本久力制作所
天津久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 茨城県行方市小贯1681

URL https://www.kuriki-ss.co.jp/ch/

我公司名称为株式会社 久力制作所，成立于1970年，厂址位于日本茨城县行方市，在东京设有支店。我公司作为家装五金产品的生产商，生
产的产品种类之多，销量之大，已经达到了日本业界的领先水平，和国内各大建筑公司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现在我公司把视野面向国际，有意开拓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澳洲，东南亚多国已经向我们抛出橄榄枝，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向美洲，欧洲开拓
的步伐。

企业介绍

主要产品及服务

我公司已经于2003年在中国成立子公司，天津久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于2012年又成立第二个子公司，天津久力辉家居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数百名公司员工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忘我的奋斗，是我们公司发展的根基和力量。
经过近几年的开发和拓展，我公司已经和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贸易往来，把我们精益求精的产品播撒在国内各个角落，造福给更多的家庭。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对接建筑装饰公司，养老院，家居装饰公司

希望对接内容

企業ロゴ

磁铁地吸门挡 平开门用闭门器 推拉门用闭门器

磁铁地吸门挡，平开门用闭门器，推拉门用闭门器，平开门用挂钩锁，晾衣杆，纸卷器等五金件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面向中国，我们要推出我公司的自信之作。领先于世界水平的移门用五金，包括移门滑轨，闭门器，移门锁，引手，还有天然实木制作而成
的移门扶手；中国日渐兴起的看护行业中必备的辅助站立行走的实木扶手，儿童锁；适应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还带了高品质的平开门
用门锁，门把手，磁铁地吸，合页，闭门器，卫浴五金纸卷器，树脂卫浴门锁，晾衣杆，收纳等等高端产品。
让您不再为买不到好货而发愁，让您不会多年后看着生锈的门锁，纸卷器，晾衣杆而叹息。
我们还可以为您量身定做您想要的产品，做您的OEM生产商。只要您说出您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帮您实现。



U-CAN CHINA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24号东海中心905室

URL https://www.u-can.com.cn/

日本株式会社U-CAN成立于1954年，至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是日本最大的通信教育集团，业务涵盖120多类国家资格考试培训，致力于为客
户的生涯学习提供高品质的教育服务。目前接受过U-CAN教育的学员达到日本总人口的六分之一，U-CAN在日本享有业界第一的殊荣。此外，
集团旗下还拥有高端养老院。在中国，U-CAN结合自身的多年临床护理经验，采用国际先进的护理理念，着重打造与养老护理相关的资格考试
培训课程。
成立时间 ：1954年6月；年营业额：25.3 亿人民币（2015年）
业务范围： 在线教育课程开发及销售、书籍出版、 音乐文化制品销售
中国展开：2013年1月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10月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5年11月贵阳生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资格考试：在600种资格考试中对应120余种
学员人数：每年新增80余万人，累计超过2000万学员

主要产品及服务

分为两部分：包含养老护理培训在内的技能类课程、资格考试类和兴趣爱好类在线教育课程；面向大中型企业员工培训的定制化培训课程。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与致力于培养高水平养老服务队伍，统一服务标准的养老机构合作。同时，我们还希望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培养养老护理人才提供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护理员培训与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咨询；工信部NCAE资格考试对应课程；兴趣类课程；企业定制培训；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株式会社 斯美乐

希望对接内容

提供入浴服务的公司,想导入浴服务的公司,康复机构,医院

【联系方式】
负 责 人 ：佐川・李
联系方式：微信 gdstory888
手 机 ：＋81 90－9719-5436
邮 箱 ：gdstory888@hotmail.com

企业介绍

株式会社 斯美乐（1977年6月成立） 東京都江东区潮见2-8-10潮见SIF大厦４楼

日本国内分公司：北海道, 西日本, 九州 ／ 海外国内分公司：上海, 香港, 韩国, 越南

主要产品及服务

从生产到销售一体化的，提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及服务

［一般商品］食品, 酒类, 生活百货,老年用品・用具等 ［企业用商品］包装材料, 卫生材料, 办公用品, 家具等

[服务]以国内外的销售网络为基础, 分析顾客需求, 开发符合顾客要求的商品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上海斯美乐贸易有限公司（2006年9月设立）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9号 远东国际广场A栋1503室

业务内容：销售代理商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特徴】面向医院・养老机构・居家服务的组装便携式洗浴浴槽

1.节省空间 2.组装简单 3.可分解，易搬运 4.各种安全設計

售后服务：保养及检修・商品使用培训・提供入浴服务的商务模式导入及员工培训等

其他本公司还经营:老年产品，康复器具，养老机构用家具等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