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管理系统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管理系统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管理系统

建筑材料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

康复医疗

人才培训

建筑材料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

养老管理系统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服务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服务

福祉器械/用品

养老管理系统

福祉器械/用品

J-18 日立建设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J-14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

J-15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J-16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
（中国公司：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派尔刚木制品
（上海）有限公司）

J-24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蕾亚      

J-8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法人）

J-9 昆山富耐安全门有限公司

J-10 爱丰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J-11 美邸养老服务公司

J-12 FB介护服务株式会社

J-13 相澤（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J-17 BAU株式会社

福来愛総研株式会社

J-22 大连祥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J-23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中日（北京）老龄产业交流会 日本企业名录

J-7

J-19

沈阳熙康阿尔卑斯科技有限公司

J-27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J-25

富士通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

啓明軟件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J-6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

J-20 爱得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J-21

企业号码 企业名称

J-28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J-26

J-1

J-2

J-3

J-4

J-5 株式会社 钟化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1

企业简介 日本长生集团（ロングライフグループ）成立于1986年，总部在日本大阪。业务范围涵盖养老院、福祉用
品、在宅朋务、度假村、老年食品等。日本长生集团海外事业遍及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华锦长生
养老运营有限公司是由新华锦集团和日本第一家养老上市公司长生控股株式会社联合投资成立，所在
地山东青岛。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设立日期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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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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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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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华锦长生养老运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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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航 7人

300万美元

2016年1月 www.hikinglonglife.com

遠藤　良太 副総経理

http://www.hikinglonglife.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2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从1918年起作为三大纺织之一的“大日本纺织”，一直支撑着日本的纤维产业，1969年与「日本人造丝股
份公司」合并，尤尼吉可股份公司由此诞生。在日本大阪及东京都设有总部，尤尼吉可贸易有限公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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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优势是，可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有技术含量的各种差别化商品。在越南，
印尼，巴西，中国都设有工厂或办事处。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金绪 课长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竹歳　寛和 约330名

资本金 25亿元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本公司在北京，上海，大连设有分公司，以高机能素材为中心，销售纤维，面料，成品。产业资材用途方
面，工业用薄膜，活性炭，无纺布，养老用品等有广泛涉及。本公司为生产销售兼具的生产型贸易公司。

尤尼吉可（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大阪市中央区本町二丁目５番7号　（メットライフ本町スクェア）

550亿日元

设立日期 1942年4月1日 http://www.unitrade.co.jp

使用高机能素材，采用日本技术生产的防水床单。此外，滑动布·护具等全部为日本制品。不仅有老人用
品，还有护理人员用或患者用制朋等也有所涉及。

http://www.unitrade.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企业名称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1号楼22楼

代表人名 今福 正教 250名

J-3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公司名称：株式会社安川電機
　　　　　YASKAWA Electric Corporation
成立时间：1915年（大正4年）7月16日
总部地址：福岡県北九州市八幡西区黒崎城石2番1号
注册资金：306亿日元
从业人员：14,319名 ※包括临时员工
销售额： 4,113亿日元（2015年度*）
主要事业：・运动控制事业（伺朋、变频器）
　　　　　    ・机器人事业
　　　　    　・系统控制事业
海外展开 ：中国， 韩国， 美国， 加拿大， 苏格兰， 德国， 印度， 巴西etc（15个国家 ）
习近平副主席（时任）参观考察日本北九州市高新科技企业

业务范围

「下肢康复器ＬＲ２」
下肢康复训练器是一种在急性期康复医疗机构进行下肢运动疗法治疗的康复设备，能够改善意识障碍/
身体残障患者的水肿。下肢三关节的医疗用康复机器人对于外科患者，可以预防关节挛缩及训练活动
范围的扩大。
LR2作为一种新型设备，成功实现了将物理治疗师的徒手治疗转变为机器人的自动化操作，大幅度减轻
治疗师的工作负担的同时，也弥补了康复机构治疗师不足的现状。

联系人姓名 李　晔

资本金 3110万美元 37亿人民币（2015年）

设立日期 1999/4/1 http://www.yaskawa.com.cn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在中国国内有4处事务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医疗福祉部门现面向医院经营贩卖下肢康复训练器LR2。
今后将针对老龄化社会，面向护理福利施设进行展开。

http://www.yaskawa.com.cn/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沈阳熙康阿尔卑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75号

代表人名 卢朝霞

J-4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企业名称

资本金

设立日期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现阶段是已中国国内为主要市场。

监测睡眠，基于监测结果提供睡眠解读及睡眠改善意见。

20

建设中

300万人民币/2015年

部长

现上市产品为”iSleep 优睡宝”（非接触式睡眠仪）及提供相关朋务。

沈阳熙康阿尔卑斯科技有限公司是东软熙康（中国）与阿尔卑斯电气株式会社（日本）合资成立，出资比
例为55：45。注册资金为200万美元。主要事业领域是健康，老人关爱机器设计，制造及销售。

沈载荣

200万美元

2012.8.15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杜颖珺 新规事业开发部　经理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 钟化

地址

设立日期 1949/9/1 http://www.kaneka.co.jp

大阪本社　〒530-8288　大阪市北区中之岛2-3-18
东京本社　〒107-6028 东京都港区赤坂1-12-32

代表人名 角倉　護
(连结) 9,376名　 (单独) 3,400名
（2016年3月31日现在）

资本金 330億46百万円（2016年3月31日現在） 5552亿日元

J-5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KANEKA扩大在中国的独资，主要表现有以1998年设立钟化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现为：钟化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为开端，还设立了青岛海华纤维有限公司、苏州爱培朗缓冲塑料有限公司、钟化（佛山）化
工有限公司、钟化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迄今为止在中国共设立了5个当地法人和4个当地法人分
公司。

钟化髋关节保护内裤，是为了防止老年人跌倒髋关节骨折的保护型功能内裤。
在内裤的髋关节部分，配置有KANEKA公司特别开发的抗缓冲材料。可以有效
起到跌倒时的抗缓冲力的效果。

本公司从１９４９年创立以来，生产并销售化学产品，功能性树脂，发泡树脂产品，食品，生命科学，电子
材料，合成纤维等材料。除日本以外，在美国，比利时，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巴西
均设有工厂或事务所等分支机构。

目前，以化学制品、功能性树脂、发泡树脂、合成纤维为核心，产品涉及多个领域。其中健康产业是公司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针对日益深刻的老龄化，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市场为中心，不遗余力的提供
相关朋务，且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商品。

http://www.kaneka.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cn.fujitsu.com/frdc/

陆应亮 副主任研

富士通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2号盈科中心裙房3层355单元

代表人名 佐佐木 繁 100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J-6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资本金

企业名称

业务范围

联系人姓名

株式会社富士通研究所
设立： 1962年
本社所在地： 〒211-8588 川崎市中原区上小田中4-1-1
事业领域：ICT关联技术的研发
海外分支：富士通美国研究所，富士通欧洲研究所，富士通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中国）

1.森林防火监控
2.图书馆古文献扫描设备
3.人口普查中表格数据自动识别
4.卧床老人的起床与离床监控（准备中）

US$4,400,000

设立日期 H10.2.1

http://www.fujitsu.com/cn/frdc/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内藤　誠治 70

J-7

企业名称 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

地址 爱知县北名古屋市宇福寺长田73

联系人姓名 長瀬　雅利 取締役

资本金 60,000,000円 1,400,000,000円

设立日期 1959年9月 http://www.tokaisun.com/

・海外据点：宁波东海工业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区高橋鎮高橋南路315号　TEL:0574‐88421071　FAX:0574-88421064

有销售过机器的实际业绩

企业简介

・成立年月：1959年9月
・总部所在地：爱知县北名古屋市宇福寺长田73　　　　　　　　　　　　　　                                 　・日本国
内据点：东北营业所､东京营业所､总部营业所､大阪营业所､中国营业所､九州营业所
・经营范围：榻榻米机械の制造及销售、榻榻米制品的制造及销售、福祉机械的制造及销售
・海外销售：中国、台湾、韓国
・海外据点：宁波东海工业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

福祉用具的消毒・洗净系统　　　　　　　　　　　　　　　　　　　　　　　　　　　　　　　　　　　　　　　　　　　　在设施
内（病院内）的感染问题被受重视的当今，[燦]不只是致力于对感染的防止对策，並且在消毒处理过程中
不使用有毒性、有副作用等对人体、环境带来坏的影响的药品。我们愿为使用和被使用双方创造出一个
清洁舒适的环境而尽我们之所能。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tokaisun.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徐 庆黎 115人

J-8

企业名称 ベストスキップ株式会社 BestSkip Co.,Ltd.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法人）

地址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人形町１－２－３　日本橋DOLL３F

联系人姓名 李 海龙 营业部长

资本金 3000万日元 5.8亿日元

设立日期 2011年4月 www.bestskip.com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名   称：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 Beijing BestSkip Technology Co., Ltd.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辉煌国际东6号楼375   

設　 立；： 2011 年 6 月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所在地：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人形町一丁目２番1３号 日本橋DOLL１ー３F
設立月：  20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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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康管理和福祉朋务管理等方面有较深的经验积累。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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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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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estskip.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9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产品及服务照片

昆山富耐安全门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

久米德男

395万美元

H20.6.1

沈佳莉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日本富耐株式会社于1974年1月31日成立于日本德岛吉野川市，是一家以制造·销售钢质门为主，兼产销
窑业、环境制品的日本企业。公司在日本德岛县设有3个工场，全国有8个营业点。公司拥有50多项专利，
产品品质高、性能好。2015年我司产品在日本国内公寓市场的占有率是42%，为业界第一。我司在专注进
户门市场的同时，也致力于学校、医院、福利设施等机构的移门、平开门的研发生产。基础中国市场的良
好远景，我司于08年在中国投资设立了昆山工场，我们希望以精湛的工艺和良好的朋务为您提供您所寻
求的门。

业务范围
 中国：进户门、防火门及面向学校、医院、福利设施的移门、开关门等产品的供货安装

 日本: 住宅进户门、学校、医院、办公大楼用门等的供货安装

设立日期

110名

5800（2015年度）

www.funen.cn

营业担当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我司中国总部设立在江苏昆山，同时在江苏南京、山东青岛、辽宁沈阳均设有办事处。公司拥有8家实体
代理店（马来西亚、上海、杭州、苏州、盐城、长沙、哈尔滨、长春），1家天猫网络代理店（上海和亚家居），
营业点遍布沿海区域。我们主销沿海区域并逐步辐射全中国，近期还将进一步开拓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市
场。

http://www.funen.cn/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J-10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产品及服务照片

爱丰通信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怒江北路427号 曹杨经贸大厦3楼

丰田 繁太郎

1000万人民币

2008/5/9

野村　義樹   　　　　　　　　白雪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我们是专业的电话沟通公司，本社成立于2006年，在日本，上海共设有8个分公司。基于长期服务于日
本，中国市场的丰富经验，致力于将日本在居家养老、老人心理关怀领域的先端技术产品和服务引入
中国市场。

业务范围

【人生映象】把饭桌上未讲完的爸妈一生的故事留传给儿孙们，延续一家人的感情。
【智能排泄器】尊重老人，解决卧床老人大小便失禁、排泄问题，减轻护理人与老人的身心负担。
【极简爸妈智能手机】让爸妈体验科技之美。帮助忙碌的你提醒爸妈按时用药、你不在家的时候也能
告诉视力不好的爸妈不舒服的时候该吃哪种药。爸妈和你都放心！（另附带健康咨询）
【次氯酸杀菌除臭液】【消臭纤维】为老人阻挡看不见的危险，守护爸妈健康，绿色无毒、强效杀菌
除臭。

设立日期

150

inet-support.co.jp

高级经理　　　　　　一般职员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在上海设有150名专业客朋人员的呼叫中心，专业提供客朋业务。与此同时，我们更加关注中国的养老市
场。我公司提供的「人生映象」关怀呼叫&传记制作朋务提供养老行业里还未被重视的精神护理朋务。我
们的使命是关注老年人精神护理，让爸妈带着对自己人生的自豪感自信而有尊严的前行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设立日期

J-11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①南通瑞慈美邸护理院
从医院出院之后的患者可以在瑞慈美邸护理院（江苏省的医疗保险定点单位）接受安心、安全的医
疗服务，并享受到与日本老年公寓同等品质的生活护理服务。护理院能够接纳医疗需求较高的出院
患者，并且可以接纳需要长期护理的老人。2014年12月开业，2016年6月末入住率为100%。
②养老院项目
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地区陆续会有项目开业。广州养老院项目计划2017年天春开业。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护理工作中最困难的是认知症老人的护理。为了给认知症老人提供专业的照护服务，我们从1999年
11月至2016年8月为止已在全日本27个都道府县建立了266家养老机构,其中243家认知症照护老人之
家。近年来，我们还积极开展养老公寓、小规模多机能照护机构和居家护理服务机构，并且积极开
拓海外业务。我们在中国江苏南通已经开设了带有医疗服务的护理院；在广州正筹建着2017年春天
开业的养老院；在马来西亚，我们正在为开设护理院做准备。

业务范围

①护理人才教育、教育专家派遣
②咨询业务
　养老机构设计（新建、改建）
  市场开拓战略支援
　运营体系构筑（组织图、人员配置、运营管理等）
　项目企划支援（服务理念、业务收支管理等）
③委托运营（养老机构、上门护理、日间照料）

美邸养老服务公司（Medical Care Service Company Inc. ）

埼玉県埼玉市大宮区大成町1-121-3

高橋　誠一 約5,409名

1亿日元 241.9亿日元

1999年11月 URL http://www.mcsg.co.jp/

李　国東 中国事业部　经理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设立日期

J-12

企业名称

地址

代表人名

资本金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产品及服务照片

联系人姓名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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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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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已在中国北京（北京福至养老）、烟台（烟台国和养老）、大连（大连福至养老）和台北（亚
洲福祉）设立了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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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活动。

业务范围
・以多种方式展开合作，开设并运营各种类型的养老服务机构。
・提供养老项目的设计、规划、定位、培训、运营的全程策划咨询服务。

・已在北京（北京福至）、大连（大连福至）、烟台（烟台国和）设立子公司。
・预计2017年初在大连、烟台开设两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机构养老）。

FB介护服务公司

长野县佐久市长土吕159-2

栁泽秀树 1200人

1000万日元 46亿日元

2000年10月 http://www.fb-kaigo.co.jp/

尹训正 海外事业推进主任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熊﨑　博司 3

J-13

企业名称 相澤（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

资本金 ― ―

设立日期 2015年3月1日 http://aizawa.cn/

联系人姓名 盧　玟裕 部長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中国現地法人：相泽（北京）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基点：北京市
・事业展开状况
　①康复部门的运营管理、康复师人才培养：北京市内2设施　②日式服务支援：北京市内1设施
③赴日治疗咨询支援：北京市内1设施（赴日治疗咨询室）

企业简介

本公司的出资公司、社会医疗法人慈泉会相泽医院拥有、急救中心、急性期病床（460床）、癌症集
学治疗中心（质子治疗中心）、体检中心、地域居家医疗支援中心（访问看护、访问康复、门诊康
复）的地域性中核医院。
・建立年：1908年
・本社所在地、日本国内地址：長野县松本市本庄２－５－１
・经营范围：医疗及养老事业
・海外展開（海外基点）：中国北京市

业务范围

・中国国内康复设施的经营管理（不包含诊疗）及人材培养
・日式服务支援
・赴日治疗咨询支援
・翻译　等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aizawa.cn/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石桥 克崇 33人

J-14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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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金 500万

设立日期 H26.11.1 http://guiyang.u-can.com.cn/

联系人姓名 侯梦霄 主任

产品及服务照片

我公司已与北京，宁波，沈阳等多家大型养老机构，以及政府下属单位签署了合作意向。通过本次
洽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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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

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隶属的日本 U-CAN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通信教育服务集团。经过60余年
的发展，已有超过2000万人次通过U-CAN学习。
自2013年在成都开设总公司（成都生涯科技有限公司）以来，又相继在北京开设了分公司，并在贵
阳与当地政府合作开设了独资子公司。
我公司一直致力于与工信部等政府机构合作，开发了多项与国家资格类考试课程。并与多家大型国
企与外资企业保佑密切的合作关系。

业务范围

我公司根据日本U-CAN的王牌课程及养老护理服务标准，根据中国养老产业实际需求开发出[初级养
老护理师课程]，[高级养老护理师课程]。课程内容注重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为各护理机构，政
府机关等培训养老护理人才提供帮助。
U-CAN采用讲义与视频搭配的形式，配合线上提问，内容简单易学。在WIFI环境下，学员可以通过个
人终端，利用零碎时间反复学习，直至牢牢掌握。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guiyang.u-can.com.cn/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山田　雄二 25

J-15

企业名称 北京奥利连拓建筑装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58弄18号楼506室

资本金 USD1,230,000 28,173千元（2015年）

设立日期 2004年4月 http://orient-china.net/ 

联系人姓名 宫鹏 部长

产品及服务照片

我司在中国经营HISHI WALL（可移动式隔断板）、连锁便利店（设计、监理与材料供应）、工业产
品等业务。我司本着中国国内能够得到和日本同样服务和支持体制而成立，通过工期短、降低成
本、品质管理等实现资源材料稳定供应

企业简介 日本总部：东方商事株式会社，创立于1948年，公司位于日本东京，目前日本国内有2处分支机构。
在中国和泰国各有1家海外子公司。在日本国内主要经营销售金属产品、工业产品、树脂产品、建筑
材料，信息设备，全程物流及租赁、出租等业务。

业务范围

HISHI WALL可实现短期施工；材料环保，无任何刺激味道，避免对人体造成伤害；重复利用，避免
材料的浪费，在任意部位可进行拆卸、重装；通过不同颜色和样式的设计，可随意组装，营造出多
样的空间。还有我司与7家日本企业携手创立了“樱花会”，本会推崇日式一条龙服务，以安全便
捷、环保舒适的理念，为在华企业提供用心、优质、高效率的服务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orient-china.net/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市川 晃 17,001名(2016年3月）

J-16

企业名称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中国：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派尔刚木制品（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大手町一丁目三番2号（经团联会馆）

资本金 27,672百万日元
1,040,524百万日元
(2016年3月）

设立日期 1948年2月20日 http://sfc.jp/chinese/

联系人姓名 见馆　雅寿
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住友林业株式会社创业于1691年，起初以为采矿业提供坑道支护的木构件及恢复矿山的森林生态为
目的。在之后的32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成为了以建材贸易、森林产业、房地产业、绿化事业、
养老产业等为主的多种经营的综合性居家生活企业。在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这10年中，我们凭借着
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海外资源优势，为中国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
赞誉。
住友林业的注册资本为276亿7千2百万日元(大约17亿人民币)，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和大阪证券
交易所第一部上市。截至2016年3月住友林业集团拥有员工约1万7千名。
住友林业在中国开展的事业如下:
 1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工、经营咨询
 2 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绿化设计等各种设计业务
 3 室内装修施工・・・公寓、独栋住宅、办公室、酒店及店铺的室内装修施工
 4 建材销售・・・木材・建材的销售

北京金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商贸，住友林业，三井物产，3家公司的中外合资公司。资质
是内装设计专业甲级和建筑内装工事承包资质一级。
派尔刚木制品（上海）有限公司：98%住友林业投资公司。木结构别墅的设计及施工指導、内装修的
设计及施工。
现在考虑的新的事业是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工/养老院的经营

企业简介

业务范围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海老原望

J-17

企业名称 BAU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东京都港区芝大门一丁目15番10号冨井楼4F。

资本金 2,400万日元

设立日期 S62.3.1 http://www.bau-co.jp/

联系人姓名 勝田宏 总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北京海老原建築設計有限公司

企业简介 建筑设计事务所（专业领域：老年人护理福利设施）
1987年3月成立
资质：一级建筑士事务所　东京都知事登记49016
成立“北京海老原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兼“东京事务所”

业务范围

以普及日本养老事业为目标，成立北京海老原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提供老年人护理设施的建筑设计支持
・提供设施运营支持
・提供护理人才教育支持
・提供护理器械的引进等支持
・提供面向护理设施的IT引进支持
・提供光触媒等预防感染对策等支持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bau-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NAKAMARU YASUO 14

J-18

企业名称 日立建设设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1108室

资本金 3500万日元
6,489百万日元
（2014年度本社）

设立日期 2011年8月10日 http://www.hae.co.jp/

联系人姓名 金舟 主管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上海的分公司是在2011年成立。接中国的项目是在2003年开始

企业简介
・株式会社 日立建设设计
・1965年（昭和40年）9月1日成立
・建筑设计、施工管理
・海外业务(项目)：美国、英国、墨西哥、俄罗斯等。海外分公司：上海

业务范围 建筑设计、内装设计、施工管理、PM＆CM业务、建筑物诊断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hae.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徐健軍 約500人

J-19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VSC

地址 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小伝馬町12-2東屋ビル４階

资本金 1000万円 約1億人民元

设立日期 S63.11.1 http://www.vsc.co.jp

联系人姓名 俞玉娟 事業部長(新規事業社長)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中国的上海、济南、成都、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目前正在准备设立北京事务所

企业简介 启明软件成立于1988年。是一家致力于以软件服务为主、为用户提供高质量全面解决方案的企业。
2000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2010年通过CMMI5认证。目前在日本的东京、大阪，中国的上
海、济南、成都、深圳设立了分支机构。

业务范围
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涉及三大领域的IT方案服务：公共服务（养老，食品安全，教育，社保），
移动互联网（嵌入式，O2O服务，云服务），金融（银行，金融衍生品），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vsc.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柳屋隆 6名

J-20

企业名称 爱得卡（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中山西路1277号海螺大厦1号楼205室

资本金 美元 600, 000 非公开

设立日期 2003年9月28日 www.erecta.co.jp

联系人姓名 华俊为 营业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销售配餐车（面向全国医院，养老院及关联设施）。招募各地域代理商。

企业简介
在日本国内从1970年开始，信赖和实际成果的爱得卡（ERECTA)配餐车。

业务范围 保温配餐车及不锈钢厨房制品（货架，工作台，推车）。 进出口，内销。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erecta.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才木浩子 １０名

J-21

企业名称 福来愛総研株式会社

地址 渋谷区円山町６－７渋谷amufuratto２０３

资本金 １，０００万円 ２億３千万

设立日期 2001年 http://www.fureai-souken.com

联系人姓名 才木浩子 代表取締役

产品及服务照片

与专门学校的联合，抗老化疗法系商品实体店销售

企业简介
抗老化疗法系杂志社代理，医疗·护理教育系统，产学官联合事业业绩多.老人福利院第三者评价调
查者（厚生劳动省），护士，护理福利师在册。

业务范围
抗老化疗法系産品，gerontology教育，护理营运者支援，护理教育。干细胞化妆品，医疗应用氢发
生器。面向老人的手机应用软件智育游戏「谜道场」。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fureai-souken.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新井幸枝 7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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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ライフサポート（生命之光）　大连祥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岛根县出云市荒茅町3501

资本金 三千万日元 三亿日元

设立日期 2007年 http://youlife-n.com

联系人姓名 新井智統 董事专务 （总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目前在中国吉林，辽宁，上海，浙江展开中业务。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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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颐商务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大连祥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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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youlife-n.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加来裕生 约70人

J-23

企业名称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东京都台东去三筋2-8-11

资本金 3,500万日元 约14亿日元

设立日期 1993年 http://www.sat.co.jp/

联系人姓名 加来彻平 海外事业推进室 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我们在上海有一家总代理，但是在北京等北方目前没有签订的代理商，希望开拓几家可以合作的中国北
方代理商。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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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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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自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营销活动，“URUORICH润利奇高度清净空气净化型加湿器”是最主要的产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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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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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南里　泰徳 718人（2016年4月1日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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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日本制纸珂蕾亚株式会社

地址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駿河台4-6-７Ｆ

资本金 30億67百万円

设立日期 1963年（昭和38年）4月2日 http://www.crecia.co.jp

联系人姓名 塩出 章志、陳 宇鑫 代表

产品及服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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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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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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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http://www.crecia.co.jp/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今桥 孝司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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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合德介护（长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麓谷大道658号（麓谷信息港）3楼C007号室

资本金 1000万日元 100万

设立日期 2015年4月23日 http://www.accordcare.net/

联系人姓名 朱公权 总经理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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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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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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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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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集生产，销售，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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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务。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本着“优质、诚信、协作”的朋务理念，愿与各界朊友交流合作，以最快的速度、最
优的质量，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方位的朋务，不断拓宽中国市场。

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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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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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姓名 陶林 部长

资本金 800万 3920万

设立日期 2013年10月 http://www.gbt-c.com/

代表人名 金子弘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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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金橋贸易株式会社

地址 日本国东京都台东区浅草2-19-7浅草永谷大厦304A

http://www.gbt-c.com/


员工人数

销售额

网页

联系人职务

代表人名 小林茂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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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

资本金 - -

设立日期 2011年 http://www.hitachi-systems.cn/

联系人姓名 王婷婷 营业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株式会社日立系统成立于1962年，总公司位于日本东京品川区。我们致力于在IT生命周期的所有领域提
供广泛的行业业务解决方案。从业务咨询设计企划、系统构架、系统导入与设置、以及后期维护。我们以
「Human＊IT」的理念提供惊喜与感动的朋务，超越IT和国境的界线，全面支持客户的挑战。我们的据点不
仅覆盖日本全国，而且遍布全球，包括中国，东南亚，欧洲，北美地区等等。

业务范围

我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业务设计企划，基础架构设计到系统开发集成，实施导入，后期运维扩张的IT
一站式朋务。我公司借鉴日本的福祉行业的经验和理念，设计并开发的面向中国的照护朋务管理系统产
品。同时面向CCRC持续性照料养老综合社区，从整体运营管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并设计整体智能化
系统规划及后续一站式IT朋务。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日立系统（广州）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系株式会社日立系统的中国子公司，本部位于广州，在上海拥
有分公司。立足于创造出将世界上的人才和先进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独创性朋务，以能够满足客户所以需
求的全球朋务企业为目标。主要业务包括基础平台构筑运用（IT infra/网络构筑，系统运用、维护朋务），
全球化客户和解决方案，以及面向中国健康养老照护市场的整体解决方案。

http://www.hitachi-systems.cn/


従業員数

売上高

ウェブサイト

担当者役職

产品及服务照片

企业简介

日本株式会社泰已科成立于1948年，至今已有近七十年历史。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并在札幌、仙
台、名古屋、大阪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公司致力于多功能材料α GEL的研发与曲面印刷领域。其中多功能
材料α GEL拥有国际专利，触感柔软、具备卓越的压力分散性能，与世界知名品牌合作，广泛应用于跑
鞋、精密仪器、电子产品等领域。同时，将α GEL用于针对长期卧床人群的防褥疮床垫中，深受医院、养
老机构好评。
2002年泰已科开始进军中国市场，至今已在苏州、东莞、天津开设工厂，并在上海及北京设立了贸易公
司和代表处。

业务范围

自2002年起，本公司开始面向中国市场，开展健康护理用品、多功能材料的推广及营销。其中以铃木防
褥疮静态床垫为代表的防褥疮系列产品，提倡重在预防的先进理念，从褥疮的发生原因入手，全面解决
褥疮隐患，同时确保患者及老年人睡眠舒适、活动便利。得到了中国医疗、康复专家的高度评价，目前已
广泛应用于医院、养老机构、居家护理领域。该系列产品目前包括：防褥疮静态床垫（无需充气插电）、定
位垫、轮椅座垫、翻身移位滑动布、护理手套。未来，我们还将引入更多优质护理产品，为老年人及患者
创造舒适的高品质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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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业务情况

泰已科（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2003年本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业务范畴为健康护理
用品、多功能材料及曲面印刷。其中健康护理用品领域的防褥疮系列产品，面向全国广泛开拓市场，目
前多家三甲医院、养老机构、居家领域均已采用本公司产品，口碑良好。2013年设立北京代表处，配合上
海营业部门，通过展会及邀请日本知名专家授课等方式，推广产品理念及使用方法、提高公司品牌的知
名度。
泰已科公司非常重视中国养老护理市场。

联系人姓名 山村伸介 北京代表处 首席代表

资本金 100百万日元 200亿日元

设立日期 38869 http://www.taica.co.jp

代表人名 铃木大登 2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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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日本株式会社 泰已科 

地址 日本国 东京都港区高论2-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