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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北京市）老龄产业交流会 日本企业名单

番号 企業名（中国語） 分類

1 东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2 希格瑪(湖州)医療機械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3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轮椅） 福祉器具/用品

4 日本合德介护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5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6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7 大王制纸株式会社 福祉器具/用品

8 株式会社久力制作所/天津久力家居用品有限会社 福祉器具/用品

9 长谷川信托集团株式会社 养老服务

10 兴和（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11 朗乐（青岛）颐养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12 株式会社创心会 养老服务

13 山下股份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14 日本医疗健康产业株式会社 养老服务

15 TANO科技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16 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17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系统

18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系统

19 三协空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祉器具/用品

20 共荣集团 & 大连怡康福祉实业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21 日医(北京)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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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SIGMAX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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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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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永旺梦乐城等商超。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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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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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合德介护有限公司
所在地：日本国茨城県日立市東成沢町3‐23－13
URL ：www.accord.co.jp

企业介绍
日本合德介护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月，总部位于日本茨城县日立市，在日本国内主要经营专业认知症介护机构（Group Home）。
自成立至今，在日本国内进行了很多改善认知症老人身体、精神及生活状况的尝试，并取得了众多显著成效，是日本专业的认知症介
护机构之一，在中国区的业务也以认知症介护服务与机构运营为主。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认知症项目运营整体化解决方案

项目企划、适老化设计、开业支援、委托运营、运营管理咨询、人员培训。
2.介护用品销售

护理床、轮椅、防褥疮床垫、纸尿裤等。
3.赴日介护技能实习项目
与各地护理类大专院校、职业院校、人才建设基地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培养介护人才并提供赴日就职通道。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2011年开始考察中国养老市场，2015年成立了中国法人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上海设立事务所。2017年，在
广东省设立了“中山广弘认知症介护研究中心”。该机构作为国内首家在开业半年内成功实现盈利的专业认知症介护机构，获得
了老人、家属及行业同仁的好评。除中山以外，目前公司正在惠州、绍兴、北京、西安筹备四家新的认知症介护机构。

主要产品及服务
认知症项目运营整体化解决方案

希望对接的内容
1.认知症项目运营管理咨询
2.介护人才培养

http://www.accord.co.jp/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京大道89号

URL https:// www.jsfb-nt.com 

日本FRANCE BED集团创立于1949年，是集高级家具、医疗养老辅具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服务、适
老化改造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企业，拥有覆盖日本全国的营业网点和租赁服务中心，8处生产基地。公司为更
好服务中国市场，于2012年设立中国子公司，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和销售，更带来了先进的租赁服务经验。

企业介绍

电动护理床、床垫等养老辅具的生产及销售；各类养老辅具的配套适配提案；
租赁服务；
适老化改造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公司及工厂于2012年6月成立于江苏南通，通过总公司的技术指导，我们一直秉承日式品质及服务理念，与
各地经销商一起，为中国的长者们，我们不仅提供高品质的养老辅具及家居产品，努力推广自立尊严的养老
理念，更将日本法兰西床集团在日本首家推行租赁服务积累的宝贵经验带到国内，并落地实践。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既是厂家，也是租赁服务商。我们希望和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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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接内容

保持日本设计和日本品质的情况下，不断推进电动护理床等系列产品在中国本土的制造。
此外，积极引进更多法兰西床集团销售和租赁的来自日本企业的高品质护理用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A-105号地块
E-mail:gaofeng@paramountbed.com

八乐梦床业(Paramount Bed)初创于1947年，是全球知名的医用床和居家护理床专业生产商，年产30万张，
年销售金额为7亿美金市场涉及到亚洲、北美洲、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介绍

产品线涵盖手摇床系列、高中档电动床系列、ICU重症监护病床、婴儿床，并同时提供各种医疗附属产品。
八乐梦在全球范围内共拥有六家工厂，八乐梦床业中国工厂生产线全部采用新一代的技术和工艺，确保产品
品质更优。尤其是八乐梦中国的涂装线是全球同行业所装备的新一代备。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八乐梦床业（中国）公司有限由日本八乐梦床业株式会社于2004年3月开始投资兴建。生产工厂位于江苏无
锡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2000万美元，2005年4月试生产，6月正式投产。已经有1500家医
院和养老院在使用八乐梦的产品,用户口碑极好。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各养老机构，经销商代理商，宣传品牌等

希望对接内容

八乐梦中国延续了日本八乐梦“用先进的技术和稳定的品质，创造舒适的医疗环境”经营理念，以“热诚、
品质、创新、关爱和产能”作为八乐梦中国的使命。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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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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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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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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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谷川信托集团株式会社

企业介绍
**********************************************************************************************************
**********************************************************************************************************
**********************************************************************************************************

地址:日本东京池袋丰岛区3-1-1 sunshine city60   10层
联系人: 後藤美帆
TEL：080-9357-6227
E-mail: goto@hasegawa-tg.com

主要产品及服务
**********************************************************************************************************
**********************************************************************************************************
**********************************************************************************************************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
**********************************************************************************************************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
**********************************************************************************************************
**********************************************************************************************************

希望对接内容
**********************************************************************************************************
**********************************************************************************************************

长谷川信托集团株式会社成立于2016年10月，地址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池袋，注册资金1亿日元，是一家集投资，咨询顾问和运营管理的专门公
司。

「舒适生活服务」、「养老、福祉、人材、配餐」服务、
「酒店」「餐饮」「农场」「网络」服务等。

养老产业咨询顾问服务、养老机构运营管理服务、养老护理员培训服务、日式快餐特许加盟等。

2015年，在四川省绵阳市，与长虹电器合资成立家事帮公司，全国范围内开展高端家政业务；
2016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春夏秋冬投资集团共同投资、运营管理黑龙江省内最大的养老项目：乐活医养家园，
2018年，在北京市与惠佳丰健康产业集团共同投资成立惠佳丰长谷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以北京为中心，全国范围内开展养老业务。

1、养老事业相关的咨询顾问服务；
2、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服务

商品・サービスの写真をここに添付してください



興和株式会社
地址 名古屋市中区錦三丁目6番29号

URL http://www.kowa.co.jp/

兴和株式会社创立于1894年，总部在日本名古屋。东京和大阪都有分公司。海外公司中国有北京和上海，
深圳。亚洲有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欧洲重要城市以及南美都有分公司。

企业介绍

兴和株式会社主要分医药和贸易二大产业链。医药方面主要生产万特力护具，口罩，胃药等。贸易方面涉及
化学建材机械纤维等。

主要产品及服务

现在国内主要以上海和北京分公司为主要据点，积极开展周边城市的产品宣传以及销售。万特力护具现在是
从日本进口，口罩一部分日本进口一部分在常州工厂生产。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主要想把我司万特力护具产品（护膝，护腕，护踝）介绍给高龄老人。

希望对接内容

兴和医药在中国积极开展万特力护具以及口罩等产品的宣传以及销售。在国内知名的药店同仁堂，国际连锁
超市7-11，lawson都有销售。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http://www.kowa.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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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朗乐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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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朗乐集团（LONGLIFE GROUP）在中国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
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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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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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非常幸福快乐的在长乐居度过他们
的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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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式会社创心会
地址 岡山県 倉敷市 茶屋町

URL http://www.soushinkai.com

⚫ 成立于1996年，总部在日本冈山县，现有员工700人，经营各类福祉设施48家，年营业额超30亿日元。
⚫ 以“康复理念和技术”为突出特色的养老服务机构，日本最早在养老机构内引入“康复”服务的业界先驱。

在2000年日本引进护理保险之前，已经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综合康复护理服务体系。
⚫ 开展以康复训练为主的老年日托中心服务，针对活力、高龄、术后、认知症老人，都有细分的服务设施和服务内容，在康复业界享有盛誉。

企业介绍

① 老人日间照料中心 • ② 访问看护、访问护理 • ③ 辅具租赁、住宅改造 • ④ 认知症老人护理之家 •  ⑤ 短期康复入住设施
•  ⑥ 长期入住型养老机构 • ⑦ 养老人才培训 •  ⑧ 儿童康复日间托管中心 •  ⑨ 残疾人康复、再就业培训及指导 •  ⑩ 康复诊所

主要产品及服务

战略合作：与睿好咨询共同开拓中国业务，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与国投集团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研究养老课题，推进服务落地。
康复养老理念和技术传播：在2019年6月份上海CHINA AID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获得好评。
咨询和培训：与北京、上海、湖北、四川、山东等地多个项目洽谈中，很快开始落地实施。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为养老运营机构：提供服务和管理培训、服务体系导入、运营咨询等。
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康复养老整体解决方案、社区养老商业计划、及相关咨询及培训服务。
为行业管理部门及养老企业：提供老人评估培训、日本养老深度考察研修、康复养老模式分析和咨询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赴日短期研修】开设课程：康复养老运营及实操高级研修课程——日本、1周；高级养老运营管理研修课程——日本、1周。定制日本
考察研修5-10天。
2.【养老人才培训】创心会康复护理技术培训（康复课程体系）、日式护理技术培训（5-7天）、养老机构运营管理培训（面向中、高层管
理人员）。
3.【康复养老服务咨询】为社区和居家养老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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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客设施提供特色的服务，提高设施盈利能力。
4.【养老机构运营咨询】提供养老机构运营和服务改进咨询，设施初期开业规划、收益改善计划、培训体系改进和运营指导等咨询服务。



山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静冈县静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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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通过养老用具的租赁，销售，住宅适老化改造业务，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辅助老年人的生活自理，减
轻看护人员的压力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养老机构运营企业 养老住宅服务企业 养老服务企业 民生部

希望对接内容

通过养老用具的租赁，销售，住宅适老化改造业务，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辅助老年人的生活自理，减
轻看护人员的压力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成立时间 ..    1963年 销售额 .. 216亿日元(2018年3月)
资本额 ..    1亿日元 公司地址 ..    静冈县静冈市



日本医疗健康产业株式会社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区岩本町３－８－８中和秋叶原大厦4楼

联系人:  李 国东 微信: gdstory888
TEL： ＋81 90－9719-5436
E-mail: gdstory888@hotmail.com

日本医疗健康产业株式会社，总公司设立在日本东京，中国的办事处在北京、天津、沈阳。
公司主要从事医疗，养老项目的开发运营管理及养老人才培训，老年产品，康复器具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介绍

1，医疗，养老项目的开发运营管理及咨询 2，日本医疗福祉类学校的交换留学，人才教育培训

3，老年产品，康复器具的进出口 4，中国日本医疗・养老项目对接

主要产品及服务

1，在中国的养老项目的开发及运营管理
2，医疗・养老人才教育培训

与日本医疗福祉类学校合作开办长期短期培训班以及赴日留学和赴日工作前培训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中国日本医疗・养老项目对接、 老年产品・康复器具的进出口，赴日留学和赴日工作

希望对接内容

1，养老项目的开发及运营管理 2，医疗・养老人才教育培训

3，中国日本医疗・养老项目对接 4，老年产品・康复器具的进出口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TANOTECH ＣＯ.,LTD.
所在地：神奈川県平塚市宮ノ前1-4パーレン平塚5F
URL ：http://tanotech.jp/

企业介绍
TANOTECH株式会社是多年来致力于开发适合老年人及残障人士运动和康复训练程序的公司，为把TANO平台走向国际化，通过
TANO产品把教育和福祉事业连接在一起，2018年7月正式以TANOTECH注册于日本神奈川县平塚市。
TANO平台是具有肢体康复训练和大脑训练等多功能康复训练的平台。TANO采用最新高科技手段，吸取医疗护理教育机构的建议，

并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大学合作研发，产品受到日本、韩国、欧洲、中国大陆和台湾各界的好评。成为康复业界的一款明星产品。
目前在日本100多家养老机构展示产品，并获得了“かわさき标准2016 认定”及“RE-CAREWARD健康科技部门 铜奖”。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TANO康复训练内容主要分为肢体运动、发声训练、大脑训练及身体测量等。
共有80多种训练程序，在快乐中进行康复训练及健身运动。
・『肢体运动』可以一个人到多人进行训练
・『发音训练』可以一个人到多人进行训练
・『身体测量』通过测量可以对训练的结果进行评估。

还包括反射神经等多种测量评估。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TANO中国：亿阳集团北京新海樱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 号A座
联 系 人：尹海淑
电 话：18500087820 / 09065676958
邮 箱： yin@tanotech.jp 分销商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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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1949年在日本冈山市创立，是生产康复器械，护理助浴设备等产品的综合性制造厂商。遍布日本各地的
18个分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高质的产品以及相关服务。公司自主品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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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并提供上述产品以及相关的各种咨询和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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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
国上海成立的全资销售服务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正逐步在中国各地建立起销售和售后服务
体系。我们还将一如既往继续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专业性的，更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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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系列产品，在提供产品的同时，还配套提供各种售前、销售和售后等各种
咨询，设计以及专业性的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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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1996年11月4日
董事长・总裁：塚本 武 资本金：RMB 13.5亿（2019年3月末）
员工总数：关联公司 19家 1965人（2019年3月）
分支机构：北京（总部）、上海、广州、天津、西安、桂林、重庆、深圳、青岛、济南、香港、台湾、韩国、日本

➢ 企业介绍

日电(中国)有限公司 NEC (China) Co.,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外交办公楼D2座7层
URL:http://cn.nec.com/

运营商网络业务、IT解决方案业务、IT/NW平台业务、显示产品业务、研究与开发、软件开发销售、研发、地区业务统括职能

➢ 主要产品及服务

NEC自1899年创立以来，始终秉承“为世界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的理念，在ICT领域为客户提供世界顶级的产品及可信赖的服务与支
持。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城市生活面临着众多挑战，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极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
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在此前提下，NEC将业务重点聚焦在中国养老领域，面向中国市场提供多样化的智能产品以及成熟的解决方案。

➢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Step1】通过统合养老管理系统，不仅可以对多家机构、社区、居家服务中心进行健康・养老行业数据收集，并且可以将NEC独立研发的养老解
决方案收集的现有数据，进行整合分析。
【Step2】通过统合养老系统收集的健康・养老行业数据，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对数据进行整合、清洗、分析，更好的为健康・养老服务行
业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附加价值。

➢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与国内政府及养老相关企业对接养老相关信息化解决方案

➢ 希望对接内容



三協AIR TECH株式会社
地址：日本大阪市

URL：https://www.sat.co.jp

企业介绍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是一家专业研发与制造环境相关设备的企业。
成立于1993年，主要致力于除臭、杀菌、空气净化、空气加湿等专业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保养维修等一系列业务。
主要客户：医院、养老院、幼儿园、酒店、公寓、工厂、办公室等
经营范围：
·空气净化器、加湿器设备等
·空调、消毒、杀菌、防病毒传染设备等
·除甲醛、除烟、VOC气体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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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主要以养老、医疗、幼教、酒店、办公设施等场所室内空气改善处理为中心、经营以下类产品：
润利奇高度清净空气净化型加湿器：具有强大的空气净化、防病毒传染、杀菌、除臭、加湿多功能复合机、全面解决空气问题。
此外，还有专用除菌、除臭、除霾、除甲醛、除烟等专用设备的销售与售后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公司自2016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现在主要以牛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为总代理，在华东/华北/华南/华西 布置据点展开营业活动。
此外也通过各类展会、商谈会等寻求合作伙伴。

主要产品



共荣集团 （大阪）&               怡康福祉实业（大连） 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181号

URL:https://www.ik-care.com

KYOEI GROUP是在日本大阪府与奈良县管理与运营15家养老机构的综合型介护服务管理集团。

企业介绍

提供医疗护理、康复理疗、疗养休闲、日间照料、上门医护与护理、护理设施与器具租赁、护理型养老机构
设计与经营、护理人才培训咨询等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共荣与怡康在大连投资运营4家日式养老院或公寓，3家日式日间照料中心，1处养老服务综合体（内设：康
养型老年公寓、智养型老年公寓、国际异地康养休旅接待中心）。同时，在沈阳正在设计建设4家小规模多
功能养老服务中心。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1）日式介护培训与赴日介护实习/留学/就职派遣或推荐；（2）日式介护服务养老机构加盟或运营委托；
（3）老年长者国内外异地康养休旅与医疗体检

希望对接内容

2012年集团开始在大连进行日式养老机构经营模式创建与介护及质控流程构建，不断打磨本土化的日式上
门护理（居家）、日间照料（日托）、长托（养老院）养老服务等模式，也同时也开展日式介护人才培训与
海内外派遣及推荐、老年长者的海外医疗体检与养老养生深度体验旅居等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企业名称:株式会社 日医学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商务楼705室

URLhttp://www.nichii.net.cn

・创业时间：1968年12月・成立时间：1973年8月
・总公司所在地：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2丁目9番地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1部上市企业（9792）
・主要事业：医疗相关事业・介护与健康护理事业教育事业・保育事业
・海外事业开展：

中国：日医（北京）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企业介绍

养老机构委托运营 / 养老咨询 / 养老人才培养（培训）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大型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现在已在运营中的养老机构、将来计划投资养老产业的企业或个人等。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机构委托运营
在养老先进国家-日本取得丰富的机构运营和人才培养知识和经验，将为养老机构带来独一无二的附 加价值
・养老咨询
为企业提供专业的日本养老机构考察学习、机构设计、机构经营、人才培养、机构运营等服务
・养老人才培养（培训）
提供面向一线服务人员和机构管理者（机构主管、楼层主管等）的培训课程，为您独立运营管理给予帮助。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http://www.nichii.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