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

企业名称 主要业务

1 大连维斯福祉贸易有限公司
社区+居家+养老机构的经营及连锁加盟，日式养老咨询
指导，护理人员培训，销售日本护理用品，开展赴日体
检治疗等。

2 FB介护服务株式会社
各类养老机构运营、居家护理、辅具租赁及销售、营养
配餐、药房运营等。

3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从不动产的考察、设计、建筑到养老院运营，提供一些
列项目的技术支持、指导、辅助养老院事业的运营。

4 日本合德有限公司
养老行业人员培训，护理管理软件研发及设备销售，养
老机构建设设计及运营。

5 大连鹏成富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面向医疗或养老机构提供膳食服务。

6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养老机构运营，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居家养老上门服
务，护理用品及设备代理商，前期筹备咨询等

7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轮椅） 高品质手动轮椅的生产销售。

8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电动护理床、多功能轮椅、健康按摩床、床垫、羽绒被
等高品质养老福祉产品及居家・保健器械等产品的销
售。

9 大连岩谷贸易有限公司 进口保健食品和冷冻即食食品、老年食品的开发销售。

10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蕾亚 成人用失禁产品的生产销售。

11 光星骨科復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手杖，拐杖，助行器，便器椅，洗澡椅，四轮车，手动
轮椅，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等生产销售。

12 酒井医疗株式会社 针对老人的康复器械及护理浴缸的生产销售。

13 雾的池内（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用于养老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大型加湿器的生产销
售。

14
希格玛（湖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医疗、健康、养老相关护具的销售。

15
奥绩技研株式会社
（上海奥绩医疗机器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康复器械以及入浴护理浴槽等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

16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手摇床、医用、护理电动床、ICU用床、婴儿
床，养老护理床，并提供各种医疗、养老附属产品。

17 （株）工房利匠 生产销售护理用病床及超小型空气净化器。

18 株式会社福德达五叶 老年食品及低盐调味品的生产销售。

19 冈田水产株式会社大连北食 便于老年人食用的鱼类产品的销售。

20 日本株式会社泰已科
生产销售防褥疮床垫，定位垫，轮椅坐垫，滑动布，护
理手套等。

21 株式会社　SHOOWA 协助茨城县多家养老企业推介其养老产品及服务。

中日（大连）养老产业洽谈会（9月7日）参会日本企业

*公司概况及详细洽谈内容请参照后页



主要服务内容

1）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经营及连锁加盟
2）日式养老一站式模型的咨询指导
3）介护人才教育培训
4）日本护理用品开发销售
5）赴日精密体检及治疗

企业名 大连维斯福祉贸易有限公司

宣传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大连维斯福祉贸易有限公司是日本维斯福祉株式会社于2012年9月在大连设立
的日本独资企业，目的是将日本养老产业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引入中国。经过
几年的努力，已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日式护理人才，并将日本的居家养
老模型成功引入社区，在中国创立了著名的养老品牌『维斯之家』。2016年7
月通过股权转换，成为日本A·Y·A医疗养老集团下属株式会社日中医疗福祉
支援机构的全资子公司。今后继续将已取得成功的养老模型在大连，东北乃
至全国进行推广。并将更多日本先进的养老服务带到中国，为中国老人的晚
年幸福尽一份力。

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服务特色
第一家由外资企业与政府合作，以公建民营方式建设和运营社区医养结合中
心的企业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2012年9月公司成立，并建立人才培训中心，与政府携手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日
式优秀护理人才。
2014年12月与西岗区政府合作，以公建民营方式设立大连市首家日式社区+居
家养老模型-『维斯之家』，开业以来不断得到老人及家属的好评，还得到了
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肯定和赞誉。
2016年8月与甘井子区政府合作，建设甘井子区首家医养结合示范中心。魅力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于2017年3月先行开业，魅力门诊部已将在近期开业。
2017年8月与西岗区政府再度合作，区政府将新建成的云峰社区医养结合示范
中心全权委托大连维斯福祉贸易有限公司管理和运营。
目前与其他街道政府合作建设医养示范中心的项目也正在进行。

洽谈内容
社区+居家+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的经营及连锁加盟；
介护人才教育培训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 FB已在中国大连、北京和台湾台北设立了办事处和子公司，由深入理解日
式介护的中国籍社员和有丰富从业经验的日籍专家组成的养老业务推进团
队，针对养老项目前期策划、机构设计、辅具设备选择、介护职员培训和机
构运营管理等多方面,开展综合性养老项目咨询业务。FB已经以咨询顾问的形
式，参与到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养老项目策划、设计工作中。并且接收过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多次参观、实习。
◆ 此外，我们正在积极地与多家有志进入养老行业的企业洽谈合作，希望与
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开设养老机构，为当地长者提供细致专业的介护服务，
提高长者生活品质。我们秉持着一站式养老的理念，综合应对老人的各方面
需求，尤其重视并擅长对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提供刚需性介护服务。我们
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一定可以为中国长者提供安心、安全、舒适的养老介
护服务。

洽谈内容
养老机构合作运营、养老项目咨询策划、养老专业人员培训、各类养老项目
设计咨询

公司所在地 长野县佐久市

主要服务内容 各类养老机构运营、居家介护、辅具租赁及销售、营养配餐、药局运营等。

企业名 FB介护服务株式会社

宣传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FB介护服务株式会社自1988年创业以来，以提供优良服务为基础，成长为以
介护设备、用品的销售、租赁到养老介护设施运营等，多角度发展的综合性
介护服务公司。在公司不断壮大的同时，我们本着使服务融入每位老人生活
中的理念，以「更多的笑容」、「更多的感谢」为服务宗旨，创建了「24小
时365天为了所有用户」的服务模式。将独树一帜的服务体系传递到每一位需
要我们的老人身边。
目前，FB介护服务株式会的介护设施遍及日本5个县，员工数超过1200人，资
本金1000万日元。到2016年为止，接受公司服务的顾客将突破25000人。
FB本着重视“个性化关怀”、“失智症关怀”、“团队式服务”、“本地化
社区式服务”的介护方针为基础，已发展成为本地区最值得信赖的介护服务
商。



企业名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宣传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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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内养老院的运营管理、养老人才培训、咨询业务。

洽谈内容 养老院运营管理、设计咨询、养老人才培训等。

所在地 青岛市

主要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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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特色
专门做日式高端养老院，将日本的养老运营技术完美落地中国，有在中国成
功的项目经验。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第一家高级私人养老院长乐居于2012年3月在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开业，27层
建筑160室。现在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主要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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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 日本合德有限公司

宣传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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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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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在广东省中山市开设了认知症照护型养老院。

洽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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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在地 茨城县日立市



主要产品
提供美味的菜品是必要前提，另外我们更加重视健康的菜谱计划，厨房内安
全管理及食品卫生管理等，由中日双方的专业团队进行全方位的援助。

企业名 　大连鹏成富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大连鹏成富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位于大连开发区以日资企业为中心展开食
品•餐饮服务的公司，它是由鹏成食品集团和在日本国内受托经营500个以上
的食堂事业所（公立学校约150所）的富士产业株式会社共同出资成立的中日
合资企业。
中日双方发挥各自长久以来积累的餐饮服务优势，提供更加高水平、放心、
安全、卫生、细心且健康的餐饮服务。
本公司通过中日厨师、营养师、卫生管理人员的互相交流及研修派遣，努力
实现共同研究•提高技术，尊重中日文化、传统、习惯，通过【饮食】为中国
健康的饮食文化和餐饮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我们的使命。

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品特色

每天的膳食对老年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摄取身体健康所需的重要营养成分，
也是为了寻找生活的乐趣。本公司可以做到考虑每一位客户的健康情况以及
嗜好，提供以味道・质量・营养价值・卫生管理等为基础烹饪的美食。

考虑《吃着容易》，我们通过提供有选择的餐点・特色活动餐・公司活动餐以
及生日餐等，导演出愉快的吃饭时间，帮助利用老年设施的各位通过饮食加
深相互之间的交流。
我们通过提供有选择的餐点・特色活动餐・公司活动餐以及生日餐等，给老年
就餐者打造愉悦的就餐时光，提供温馨的交流空间。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本公司是给客户提供团体膳食服务的企业，总公司设在大连开发区。在本部
管理体系下，以日资企业客户为中心，现在经营政府机关食堂、工厂食堂、
员工宿舍、幼儿园等约30余家（一日就餐人数约2万人次）。

*关于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的供餐服务：
现在在日本，受15家医院和63所养老机构的委托，正在提供供餐运营服务，
为入住者、从业人员提供膳食服务。

洽谈内容

今后在中国，养老机构的增设是必然趋势，依据老年人、设施利用人员的健
康状况，提供合理膳食（易吸收的膳食及特别膳食等），依据日本标准进行
卫生管理，为他们提供美味、愉快、营养均衡的健康、放心、安全的膳食。



主要产品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企业名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轮椅）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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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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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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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漳州市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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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市场的趋势必定是像我公司生产的安全高品质的产
品。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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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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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

江苏芙兰舒床秉承法兰西床集团“为了实现丰富多彩、舒适安乐的生活，不断
创造革新，做出贡献”的经营理念，诚心诚意地为中国市场提供电动护理床、
多功能轮椅、健康按摩床、床垫、羽绒被等高品质的养老福祉、居家・保健器
械等产品。同时，面向老龄化加速的中国，积极推广以人为本的日本介护理
念，提供细致的养老解决方案，及福祉用具的租赁服务、适老化改造等新业务
模式的咨询服务。

企业名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作为日本法兰西床集团的中国法人，于2012年成立于江
苏省南通市。
日本总公司法兰西床集团成立于1949年，经过65年的发展，不仅拥有覆盖日本
全国的国内基地，而且构筑了海外基地网络，已逐渐发展成为集高档家具·寝
具、医疗福祉用具的制造、销售及租赁事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
集团早在1963年上市于东京证券交易所1部，并于1983年在日本首家推出了护
理床的租赁业务，这一创新性的商业模式逐渐被消费者所接受，极大地推动了
护理床及福祉器械在一般家庭的普及，并于2000年成为日本政府开始实行介护
保险制度的重要支柱。

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南通市

产品特色

基于日本法兰西床集团多年以来积累的生产和销售经验，面对不同的客户需
求，提供家居型、护理型、认知障碍应对等多种电动床及系列产品供选择。人
性化的安全设计，高品质、多功能的产品，融入温馨家居风格，为使用者营造
自立、安心、安全的生活起居环境；并有效减轻照护者的负担。

随着年龄的增长，长者的身体也处于变化状态，对于辅具的需求也随之而改
变。因此在日本，辅具的租赁模式早已是主流，租赁服务使顾客在必要的期
间，支付较低的费用，就可以使用到最适配的高性能产品，不需要的时候还能
及时返还。辅具回收后经过彻底地消毒、维护，使下一位顾客可以安心使用。
我们希望在中国国内，也将此服务大力推广下去。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江苏芙兰舒床保持日本设计和日本品质的情况下，推进电动护理床、床垫、轮
椅等产品在中国本土制造，并积极引进更多日本法兰西床集团在日本本土制造
的高档家居产品。
同时在中国市场，通过与国内企业合作，推行在日本国内积累了30多年经验的
福祉用具的租赁服务，营造一个能便捷地使用高品质福祉器械的社会环境，为
帮助长者实现更有尊严・健康・自立的生活，贡献力量。

洽谈内容

我们希望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企业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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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竭诚欢迎您的垂询和指导！



产品特色

进口保健食品主要以日本岩谷产业株式会社（IWATANI)自有产品为主，现在
进口的酵素，青汁等，我们是选择在日本市场销售量靠前的几款。
冷冻调理即食调味菜及各种冷冻食品，是完全按照日本的加工工艺及产品质
量要求加工的产品，并且现在也是往日本出口的。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日本风
味，方便使用，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按照日本的要求检测化验合格后才能使
用，成品也会按照日本的要求进行各项检测化验，绝对安全，可以放心使
用。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进口保健食品和冷冻即食料理的销售，老年食品的开发销售。
我们公司在日本一直向老年看护中心提供各种冷冻食品。我们利用日本的商
品知识几经验，寻找中国国内的向老年看护中心提供食品及护理设施的合作
伙伴。另外、向注重健康的各位介绍推广我公司品牌的日本存等手工酿造黑
醋，我司特有配比的青汁等。

洽谈内容 向老年看护中心提供冷冻食品及保健食品的可能性。

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主要产品

进口保健食品有酵素2款，青汁、传统酿造黑醋三款。
冷冻调理即食调味菜有黄秋葵芝麻煮、带汁小松菜煮、鸡肉牛蒡煮、五木羊
栖菜、和风凉拌菜等50多个品种。
出口品质的鸡肉火腿肠，冷冻披萨，冷冻炸鸡块，各种冷冻鸡肉串等。
日本工艺的各种调味料。

企业名 大连岩谷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进口保健食品 冷冻调理即食料理

企业介绍

大连岩谷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是日本岩谷产业株式会社所属的
独资子公司。日本岩谷产业株式会社成立于1945年，是以液化气产业气体、
矿产、食品等为主的大型综合商社。本公司依托总公司在食品等各领域的优
势，致力于将日本安全、放心的健康食品引进国内，同时将出口日本的冷冻
调理食品进行国内市场的开发销售。
健康食品的进口以岩谷产业（IWATANI）自有产品为主，日本纯植物酵素、
青汁已经在国内占有一定市场，在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一线城市的各
大商场超市销售，我们在扩大酵素销售的同时积极的将出口日本的冷冻调理
食品进行国内销售，主要针对料理店，大型食堂，航空配餐等，主要特点是
方便快捷，用料安全，品质安心。



主要产品 成人用失禁产品

企业名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蕾亚

商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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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在地 东京都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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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谈内容 逐步开拓代理经销商和养老机构



主要产品
手杖，拐杖，助行器，便器椅，洗澡椅，四轮车，手动轮椅，电动轮椅，电
动代步车

企业名 光星骨科復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本公司成立于1981年，为国内最专业之复健器材生产制造厂商。成品98％外
销。外销至全世界32个国家。并于美国，德国，越南设有分公司。跟日本有
名公司也有30多年业务提携。为业界提供设计，生产，制造，行销及客制化
一条龙专业服务，产品领域从行动补具跨足至卫浴安全设备，是台湾少数通
过欧盟认证的专业补具制造大厂。品质方面通过ISO13485，ISO9001～2000
国际标准认证。导入ERP体系。

公司所在地 琦玉县

产品特色

本公司的手动轮椅通过ISO7176国际标准认证，可承受150KG荷重的路况与落
地测试。是台湾唯一通过标准之手动轮椅车种。全车模组化设计提供6个座
宽及4段可调座高，可随身形变化更换车体组件，更加贴近使用者的需要及
减轻看护着的负担。电动轮椅采用的24V／11.5Ah锂电池更通过UN38.3飞航
运输安全测试。双电池后背带的设计更加轻巧方便上飞机。是台湾唯一可折
合的高效能电动轮椅。可全面提升使用者高品质的生活与外出旅游之便利
性。本公司的产品之外还可以定做贵公司的模式。并且除了台湾以外，产品
也可以从本公司的越南工厂直接运到国内，可以减轻运费。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本公司是首次在中国国内发展事业

洽谈内容 欢迎希望跟制造厂直接合作的公司！合作愉快！



产品特色

◆主要向国内机构提供针对老人的康复训练手法/器械以及适老浴缸。
◆康复训练手法器械主要指帕维尔康复系列，由评估、训练、成果包含软件
硬件的整套产品。
◆适老浴缸主要提供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洗浴系统，向养老机构提供最适
合其机构的洗浴届决方案。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在中国已经有总代，在部分地区也有销售业绩。不过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
企业协助产品推广。

洽谈内容 希望能接触到能在东北地区销售的企业。

公司所在地 东京都

主要产品 针对老人的康复器械，针对老人的护理浴缸

企业名 酒井医疗株式会社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酒井医疗创业于1881年3月，致力于融合了医疗・福祉・保健领域的最新康

复训练。向医疗・介护福祉第一线的各类机构提供各种康复训练器械，护理

浴缸以及产品运用服务，面向家庭提供居家护理浴缸・福祉器械祉器械等，

为长者们能够实现｢符合自己意愿的老年生活｣提供后台服务。



养老院是否有加湿器的意识，想要培养养老行业的从业者了解到加湿的重要
性。

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主要产品 潤霧、加湿系统，凉雾系统，喷嘴，喷枪

洽谈内容

产品特色

润雾作为一款专门用于养老，学习等公共设施的针对大空间进行有效进行湿度
管理的加湿器。
利用润雾进行室内加湿，使室内的相对湿度维持在40～60％RH的话，可以预防
微生物的繁殖
并且一台加湿器是约可覆盖100～150平米的大空间强力加湿器。也可以，减轻
人力，水罐超大容量18ℓ（三瓶6ℓ），
每日的滤芯无需清洗，可以大幅度削减人工费。

在中国业务开
展情况

池内在2001年进入中国市场，成立了上海事务所，到2006年正式注册中国公
司。至今已为2000多家中国本土及国外在华客户提供喷嘴及加湿器的销售及维
护服务。目前以“润雾”为中心积极对养老行业进行市场推广。

企业名 雾的池内（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雾的池内作为日本国内顶尖的工业喷嘴制造商，有着60多年的历史，一直坚守
为社会提供高精度具有独创性的产品。
作为”雾的工程师“的池内，结合长年积累的经验并通过的科学的方法及独自
的技术，开发各种雾的发生系统来对应各户各种各样的需求并以为产业界的发
展作出贡献为目标。主要应用于钢铁，汽车，环保，电子，印刷，医疗等行业



主要产品 本公司以汉语教室（教育，翻译口译，交流活动企划）以及高度外国人才事业（育成，实习，就职）两个事业起步，之后又延伸到促进中日企业交流、合作等方面的业务。

企业名 希格玛（湖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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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在地 东京都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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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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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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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与广大医疗，养老机构以及相关企业的医护工作者，相关行业教育机构
的
   专家，技术人员进行商谈，对 OG WELLNESS 品牌产品进行介绍和说明。
2）与国内养老康复器械以及养老护理设备经销商洽谈产品销售代理事宜。

公司所在地 冈山县冈山市

主要产品

物理疗法：　电刺激疗法、牵引疗法、水疗、热疗、按摩疗法
运动疗法：　站立/步行运动、上肢/下肢运动、全身运动、力量训练、移动
辅助、   测量设备
入浴护理浴槽：　辅助移动入浴系统、轮椅入浴系统、卧姿入浴系统

洽谈内容

产品特色

我们以优异的产品质量，高度化的人性设计和周到的安全配置，为广大的医
疗，护理工作者
提供高效率，轻负担的自动化设备。为患者或老年人提供全新概念的安全・
舒适的服务。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我们通过中国经销商在中国的市场开展业务已有近30年。
为更好地为广大的中国用户和伙伴提供优异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于2016年5
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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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和医养结合机构提供为患者・老人提供物理治疗，康复训练以及护
理服务的设备和平台。

企业名 奥绩技研株式会社（上海奥绩医疗机器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总公司位于日本冈山县冈山市。拥有近70年历史，是集研发和生产为一体
的制造厂商
◆产品包括医疗器械・康复器械以及护理设备等覆盖了物理治疗/运动疗法/
以护理浴槽为代表
  的护理用品等多个领域
◆几十年来我们在日本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持续名列前茅
◆多项专利产品，持续获得质量管理·开发设计等多种奖项
◆我们在日本国内有18处销售事业所，遍布全国。在13个国家有销售代理
商，
  近年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成立了全资现地法人。



1、和有意向销售电动护理床、护理辅具等公司（代理店）进行合作和洽
谈。
2、面向养老机构、居家护理等整体解决方案的合作和洽谈。
3、养老机构等电动护理床采购的合作和洽谈。
4、电动护理床租赁事业的合作和洽谈。

公司所在地 东京都

主要产品
手摇床、医用、护理电动床、ICU用床、婴儿床，养老护理床，同时提供各
种医疗、养老附属产品。

洽谈内容

产品特色
1、世界一流的品牌与品质（特别是电装品与涂装的技术）。
2、符合亚洲人体形的设计理念。
3、不仅限床的销售，对于护理现场的环境改善也有很强的提案能力。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在中国众多的3级，2级医院里都有八乐梦的产品，且同中国的医院已有10年
以上的业务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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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八乐梦是全球最大的医用床、护理床生产商，是世界医用床的领导者。年产
27.4万张医用床和居家护理床，年销售金额约7亿美金，产销量居世界第一
位。在日本医院用床的市场占有率为70%以上，养老院市场占有率为70%以
上，居家护理床占有率为60%以上。



主要产品
1、护理老人的左右翻身
2、护理老人的排泄物自动处理
3、超小型轻量PM2.5富有细菌的过滤装置

企业名 ㈱工房利匠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1、生产贩卖护理用病床
2、生产和贩卖超小型PM2.5空气净化器

公司所在地 茨城县

产品特色
2014年9月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新合乡松山村132号设立了桐庐工房利
匠环保用品有限公司。
在中国生产贩卖并外销日本，今年开始与阿里巴巴合作，在网络上销售。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在中国国内全面展开贩卖业务，代理店方式发展在华业务。同时发展与中国
国内的养老事业的友好合作关系。

洽谈内容
全面发展中国业务招聘总代理店和各地区代理店，发展和中国养老设施的合
作关系。



(A)【养老中心】：提供给老人食用。
(B)【批发行业】：专售老年人用品的批发公司或冷冻食品的批发公司。
(C)【食品连锁店】：可以专设“孝敬老人专柜”。
(D)【高级百货】：可以专设“孝敬老人专柜”。
(E)【配餐工厂】：可以配餐给老人中心/学校/飞机等大型配餐企业。
(F)【网上销售】：网上销售-专业配送公司。
(G)【希望洽谈】： 共同合作，开发市场，代理销售。

公司所在地 熊本县熊本市

主要产品

本次展会 主要推荐产品
①【老人食品系列】（炖菜类）：炖菠菜慕斯/煮胡萝卜慕斯等15种蔬菜慕
斯。
　　　　　　　　　（甜品类）：红薯苹果慕斯/南瓜慕斯/小红豆慕斯等。
②【减盐调味料】：减盐酱油/减盐柚子醋等。

洽谈内容

产品特色
【适合群体】： 一般消费者 / 一般老年人 / 注重营养老年人 / 喜欢日本
食品的老年人 / 失去咀嚼呢能力的老年人 / 小学校低学年的儿童配餐/飞机
配餐等。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进入中国】1995年在大连设立独资企业，开始销售日本食品。
【现在状况】2007年将销售公司本部转移到上海。目前，在上海和大连有销
售人员和仓库，批发销售来自日本本部的日本食品。
【老人食品】今后，希望在中国，销售老人食品。

企业名 株式会社　福德达五叶 （食品制造）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①【公司所在地】　 日本九州熊本县内
②【工厂及产品】 4个工厂。生产酱油类/味噌类/醋类/沙拉汁/面汁等数百
种调味料，老人专用食品（吞咽食品），水果酱蔬菜泥等。
③【公司历史】　从1869年开始生产调味料至今已近150年。
④【产品专利】 近年自主研发，专为失去吞咽能力的老年人而制造的食品，
其制造方法，已经在日本申请了专利。
⑤【老人食品】 老年人食品的原料，使用日本熊本县的农产品。是高品质安
全放心的产品。 在中国还没有开始销售。
⑥【生产与销售】农作物原料栽培⇒工厂加工製品⇒出口国外⇒中国销售＝
均为本公司自行运作
⑦【中国子公司名称】百思福食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大连有办
公室和仓库。
⑧【国内联系方式】　158-4087-5667 王先生。



日式优质产品在国内的销售

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

主要产品
针对于高龄者便于食用，我公司可以加工出口日本标准的去刺鱼片及酱煮的
即食鱼片产品。根据客户需要，提供优质的鱼类产品

洽谈内容

产品特色
公司具有QS生产许可及日本企业的管理体系。而且，每个月日本检验机构到
厂进行检验。因此，我们的产品可以放心食用。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2015年，冈田水产株式会社在大连成立了大连北食贸易有限公司，专门负责
各类优质产品在中国国内的销售。

企业名 冈田水产株式会社   大连北食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大连冈田水产有限公司于2005年3月正式成立，是冈田水产株式会社在大连
设立的独资加工企业。公司拥有700名员工，自成立以来，在日本技术和管
理体系的指导下进行生产。公司本着以下理念，进行多样化模式、以优先取
得商品需求等、满足客户需求。
追求美味与健康的食品加工企业
以安全，放心为宗旨的加工企业



主要产品
防褥疮床垫，定位垫，轮椅坐垫，滑动布，护理手套，等的销售。

企业名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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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据点；北京代表处，泰已科（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泰已科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东莞大华广泽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丘比克（天津）转印有限公司。
在中国具有1个代表处，1个销售公司，3个工厂。

公司所在地 东京都

产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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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寿命很长。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在上海有当地法人 泰已科（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是预防压疮床垫，轮椅坐垫，定位靠垫，滑动布，护理手套等，护
理产品的开发，委托生产以及销售。

在北京有代表处，主要业务是开拓养老市场， 开拓新的
经销商，代理商,以及收集有关养老产业方面的消息和动向。

洽谈内容

地区；中国东北地域。    ( 东北三省等)

洽谈对象；护理器具的经销商，养老机构，研究机构。

销售方式；经由经销商进行销售。



企业名 LIFE　SUPPORT　Co.,Ltd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商品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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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谈内容
软实力（优质的服务，人才）为主，能创造新时代的中国式养老服务机构，
能协助合作有长远角度的战略策划规定，同样展望的企业洽谈

公司所在地 岛根县

主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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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特色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目前在中国吉林，上海，浙江，天津，四川展开中业务。

相关养老机构项目的经营者，设施运营管理人员，介护（护理）人员三位一
体的
软实力为主真正的养老开发专家集团。



企业名 株式会社　SHOOWA

商品照片

企业介绍
本公司以汉语教室（教育，翻译口译，交流活动企划）以及高度外国人才事
业（育成，实习，就职）两个事业起步，之后又延伸到促进中日企业交流、
合作等方面的业务。

洽谈内容
在福祉方面，对日本的什么服务有兴趣（福祉关联器具，老人院，访问福祉
等等）

公司所在地 茨城县

主要服务内容

【茨城县和辽宁省（大连）福祉事业】是本公司今年的一个新项目。在这个
项目中，本公司的自我定位是辽宁省和茨城县的桥梁，借此来推动辽宁省及
茨城县的福祉产业的交流，促进辽宁省福祉产业的发展。茨城县是一个适合
养老的县，所以福祉产业也相对比较完善，县内有福祉器具公司，养老服
务，健康养生保健，养老住宅等等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福祉产业。我们希望
把这些对中国有用的技术，服务，器械等带到辽宁，促进辽宁的福祉产业。
内容包括：福祉器械等的输出输入，福祉服务的引入（短期赴日研修等）等
等。具体内容当日详聊！

产品特色 茨城县和辽宁省（大连）的福祉促进交流事业

在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因为老板是中国辽宁省出身，来日已经10几年。一直想要为自己的家乡做些
贡献。正好一直都关心的福祉事业在中国正是成长阶段。所以希望把日本的
一些好的服务，器具等引进辽宁省（大连），并期待通过福祉关联事业，带
动辽宁省和茨城县的交流，促进中日友好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