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名称 主要业务

1
日医（ 北京）居家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

医疗相关事业、介护事业、保育事业、健康护理事业、教育事业、疗养
犬事业、中国事业

2 大连维斯福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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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长谷川信托集团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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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UNCARE HOLDINGS株式会社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与对日劳务输出；日本福祉专门学校留学生招收；养
老设施运营管理，养老设施内外装设计，布局规划等一站式打包服务

5 日本松果公司
在京都开展到家护理，补助，送餐，上门护理，全身运动，康复训练，
沐浴辅助，身体翻身，进食辅助，娱乐及与洛阳护理医院合作

6 GREEN LIFE株式会社
以介护型自费养老院为中心，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都市型到地域密集
型等，运营各种类型的养老院

7 株式会社创心会
居家护理支援、访问看护、设施护理、访问护理、老人医疗用具租借・
住宅改造、认知症老人康养之家、短期入住服务、养老人才工作介绍・
教育

8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专门为机构养老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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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提供养老护理解决新系统，主要通过传感器和智能手机改善业务流程来
实现护理业务整体的效率化

10 三重（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排泄预知穿戴器，通过超音波感知膀胱的変化，告知排泄时段

11 株式会社久力制作所
带把手门锁、门用五金、拉门用五金、浴室配件、装饰品、扶手等产品
的生产与销售

12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销售高度清净空气净化型加湿器，主要客户为养老设施，医疗设施，幼
教设施等

13 西川家居用品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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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品等产品的销售

14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
村轮椅）

手动轮椅的生产及销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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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大连名兴金属有限公司 抗菌枕头、抗菌鞋垫等用品，环境改善机器的制造和销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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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东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经营方块地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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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本制纸集团 成人用失禁产品的销售

20 natulla国际贸易株式会社 老年人专用餐具、母婴用品、化妆品等产品的销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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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大连爱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登阶辅助用椅，介护用浴槽，介护用升降机等产品的销售

中日（沈阳）养老产业洽谈会参会日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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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洽谈内容 养老机构的委托运营，养老人才的教育培训

企业介绍

自创业以来约50年间，日医学馆在日本国内拓展了介护、健康护理、教
育、保育和医疗相关等多领域、多样化，密切关系人们生活的业务内容。
是一家综合生活服务支援企业。
在日本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在迎来老龄化的中国得到有
效实践，为此，日医学馆与熟知地域特性的当地生活支援企业携手，共同
建立合作体制。以“日医”为品牌，通过日本式养老护理--“介护”，为
中国养老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主要服务
或产品

医疗相关事业、介护事业、保育事业、健康护理事业、教育事业、疗养犬
事业、中国事业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目前，我司在中国国内开展的主要业务是各类养老机构的委托运营服务。例如：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民营养老机构以及地产背景的配套养老机构。养老机构同时也分
为入住式养老机构、日间照料机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等。委托运营的主要含义就是
我司进行机构运营管理的对外输出，最终目的是通过我司对养老机构的运营管理，达
到投资方与我方共同获利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我们利用日医成功的机构运营管理经
验，为投资方所投资的养老机构获取资金利益做保驾护航。此外，我司还为社会各类
组织、社会养老机构提供培训养老介护人材的服务。通过我们的培训使参加培训人员
学习到真正的日医养老介护技术，补足或提高各类人员的养老护理技术。
    现在，我司在管辖区域（沈阳，大连，天津，北京，济南，青岛，成都）内，已
经承接了数个养老机构委托运营项目，并逐一落地。培训方面，通过我司的日医（廊
坊）职业培训学校培训了多批掌握了日医养老介护技术的服务人材。并且，与同仁
堂、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等企业或社会组织达成合作协议，长期进行日医养老介护技术
的授课。

员工人数 20,393名
http;//www.kawamura-

cycle.cn/

宣传照片

注册资本金 119亿3,300万日元 2,837亿日元

企业名 日医学馆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973年8月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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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680万日元 50万元

企业名 大连维斯福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9月 大连市

员工人数 16名 www.wis-china.cn

宣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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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跨境医疗
日本商品跨境通

企业介绍

大连维斯福祉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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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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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跨境医疗
5）日本商品跨境通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2012年9月日本养老集团WISNET在大连设立企业，并通过与市政府合作培养日式护理人
才。
2014年12月『维斯之家』1号店开业，是中国第一家小规模多功能养老机构。
* 通过与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合作，以公建民营方式设立了大连市首家日式社区+居家养
老模型。
2015年10月居家养老服务开始。
* 中标大连政府试点养老工程项目-菜单式居家养老服务。
2016年7月日本WISNET将大连维斯福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株式会社日
中医疗福祉支援机构（日本A·Y·A集团子公司）。
2017年6月『维斯之家』2号店（复合型养老机构）开业。
* 通过与大连市甘井子区政府合作，建成医养结合社区养老示范中心，
2017年11月『维斯之家』3号店开业。
* 再次与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合作，运营和管理居家养老服务综合示范中心。
2018年7月维斯魅力门诊部开业预定。
* 日式门诊部开始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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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亿日元 100亿日元

企业名 长谷川信托集团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2016年10月 东京都

员工人数 550名(截止2017年2月) http://hasegawa-tg.com/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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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投资・咨询顾问・运营管理

主要服务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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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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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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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亿9701万日元（集团下各事业所总

和）
约50亿日元・年（集团

下各事业所总和）

企业名 SUNCARE HOLDINGS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2009年9月 石川县金泽市

员工人数 800余人
http://www.suncare-

life.com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共同商谈护理人才培养及派遣，设施运营管理，设施设计等业务合作。
欢迎业界人士垂询洽谈。

企业介绍

集团总部位于石川县金泽市，以日本北陆地区为中心开展医疗・护理・残
障人士就业・人才派遣・研修・福祉用具租赁・调剂药局・房地产投资顾
问・房地产中介・建筑工程，及以上业务的市场营销，运营・经营咨询等
业务。此外，集团旗下有可接收外国人技能实习生的协同组合。目前遍布
在日本北陆地区的护理事业所共39处，集团下总职员800余人。同时，集团
正在亚洲各国筹备设立分事务所，将来欲拓展在亚洲地区的养老护理人才
培训・派遣业务，以及养老设施运营等业务。SUNCARE集团愿像阳光一般照
亮和温暖身边的你我他。

主要服务
或产品

养老护理人才培训（包括赴日本养老机构内培训，国内机构培训），中国
养老护理人才向日本的劳务输出；日本福祉专门学校留学生招收（零费用
入学，毕业保工作）；养老设施运营管理，养老设施内外装设计（日籍设
计师团队），布局规划等一站式打包服务。实现立项与设计施工（包括养
老器具的设置）同步进行，进而减少重复施工产生的资金和时间浪费。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至今举办过中国养老机构管理人员的赴日实训项目，日本介护专家到国内
养老机构内现场指导培训，以及派遣9名中国养老护理人才赴日留学及工
作。多年前开始中国养老市场调研工作，与多家养老地产开发商就设施运
营合作达成友好共识。与中国国内多省市民政局、社会福利中心、卫计委
等部门进行信息互换，协商医院及设施里在职护士的老年基础护理培训合
作项目。
已与中远海运（广州）有限公司，北京养依乐养老服务发展有限公司，日
心企划（大连）有限公司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今年将重点开展养老护理
员赴日就业・留学项目，配合中国国内养老机构进行介护人才储备，以及
帮助运营中的养老机构进行运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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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50000日元 13000万日元

企业名 日本松果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7月 京都府京都市

员工人数 30人
https://pinecone2017.am

ebaownd.com/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希望就日式护理的实用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福祉设备的销售进行合作

企业介绍
在京都开展护理，补助，送餐，上门护理，全身运动，康复训练，沐浴辅
助，身体翻身，进食辅助，娱乐并与洛阳护理医院合作。

主要服务
或产品

与日式护理的实用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福祉设备的销售合作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与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河南润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开展培训（介护
入门讲座及认知症基础讲座）、 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购买的“六助”
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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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5,000万日元
18,270百万日元（2018年

3月期）

企业名 GREEN LIFE 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994年5月 东京都

员工人数 2,398人（ 2018年3月31日当前） http://www.greenlife-inc.co.jp/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通过听取来场参加活动的企业的需求，找到我们公司可以提供的支援。即
使是在小的方面，期待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企业介绍

我们GREEN LIFE集团作为东证一部上市的SHIP HEALTH CARE HOLDING株式
会社的介护业务部门，在全国有介护型自费养老院、住宅型自费养老院、
小型居家养老院、提供服务型老年公寓、还经营各种居家养老服务业务。
GREEN LIFE提供的是「一年365天同质同量」的介护服务。我们运营的养老
院考虑的不是医院或养老机构，而是「居家的延续」、能「安心・安全・
舒适」生活的居住环境。首先以回归家园为目标，重视康复期的居家支援
的强化，充实一直到生命终结为止能安心度过的临终关怀等，力争投入满
足利用者的各种需求的设施建设。

主要服务
或产品

以介护型自费养老院为中心，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都市型到地域密集型
等，运营各种类型的养老院。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面向在中国打算开设养老院的企业、或已经开设养老院的企业，希望能够
给予在运营方面的支援，特别是可以提供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研修或介护
现场的OJT，认知症的理解，老年人的娱乐活动等领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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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3千万日元 27亿日元

企业名 株式会社创心会

成立日期 1996年 日本冈山县

员工人数 http://www.soushinkai.com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1.赴日短期考察、研修业务
 面向对日本的介护工作有兴趣，想要学习日本的先进介护理念、设施运营
管理技术、康复护理服务技术的国内养老设施的经营、管理层人员。
2.设施运营咨询、培训业务
 面向想要开展养老项目，初期需要制定项目运营企划、服务体系、设施运
营方案等需求的涉老企业。
3.赴日留学就业/技能实习生接受业务
 面向想要赴日留学、就业的养老人才，以及护理相关专业的学生、学校相
关人员。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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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居家护理支援、访问看护、设施护理、访问护理、高龄者医疗用具租借・
住宅改造、认知症老人康养之家、短期入住服务、养老人才工作介绍・教
育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1.赴日短期考察、研修业务
 通过参加创心会旗下设施与短期研修来了解日本介护工作现场，学习康复
训练理念为中心的康复护理服务体系、社区嵌入型养老护理设施的运营体
系。由持有日本介护业界多年工作经验以及设施运营经验的资深讲师授
课，使学员们能够多方位深入了解“介护”工作与设施的经营管理。
2.设施运营咨询、培训业务
 帮助客户制定项目企划、构建康复护理的服务体系、经营体系、人才培训
体系。培训从基础的康复护理理念的理解着手，使员工能够提供完整、成
熟的日式养老服务。
3.赴日留学就业/技能实习生接受业务
 输送养老人才到日本进行留学和技能实习，培养国际养老人才。后续提供
日本与中国国内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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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洽谈内容

1、了解当地养老政策
2、了解当地养老机构智慧化、信息化发展的状况。
3、向当地养老企业介绍跃达智慧化养老平台的发展情况和使用功能。
4、介绍跃达智慧化平台配套使用的适老化硬件产品等。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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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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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入住者生活的质
量和尊严。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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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北京/广州项目养老机构
          （国投颐康（北京）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国投悦康美邸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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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北京市右安门翠林敬老院
         15、宁夏第五人民医院-大武口医养服务中心

员工人数 115人
http://www.bestskip.com/

index.html

宣传照片

注册资本金 3000万日元 5.8亿日元

企业名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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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37,519亿日元 10,313亿日元

企业名 柯尼卡美能达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936年 东京都

员工人数 43299人
https://www.konicaminolta.c
om.cn/cn-zh-cn/index.html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洽谈此“养老护理解决方案系统”在中国护理市场引进的可能性及需要改进
之处。

企业介绍

●在经营理念“创造新价值”的引领下，我们柯尼卡美能达正努力通过自身的商业活动为社会
福祉作出贡献。以唯有柯尼卡美能达才能做到的方式创造并提供“新价值”，为我们的客户和
社会带来更大的利益。
●我们一直致力于在自身商业领域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具有吸引力的服务与解决方案，其
中包括办公设备，例如MFPs（彩色多功能一体机，在全世界企业用户中非常受到欢迎）和数字
印刷系统（其在商业印刷行业中的应用正逐步递增）；各种品类的工业原料，例如TAC薄膜（属
于液晶面板不可或缺的部件）；不同类型的光学产品以及仪器，例如基于我们最先进的光学传
感技术而研发的测量仪器；医疗保健类产品，例如数字X射线诊断成像系统。
●在当今世界，我们身边的“价值观”正日益多元化并快速转变。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我们
正努力把握客户和社会正在寻求的“价值观”，并精确地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新的成
长机遇。在商用科技业务，我们提供针对个别客户业务需求的云服务和工作流程解决方案，以
及彩色多功能一体机。在医疗保健业务里，我们提供结合了数字诊断成像系统和信息技术的服
务，协助并促进医疗机构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换。此外，我们正在加快发展有机发光二
级管（OLED）照明系统的实际应用，这将可能给社会带来显着的变化。同时并致力于进一步扩
大天文馆的业务，为大众提供振奋人心和愉悦的体验。
●养老护理解决方案系统自2015年开始销售以来，顺利被日本护理机构采用，订购件数逐渐增
加。2017年被入住人员与护理人员双方评价为在减轻护理负担，提高护理品质方面做出了卓越
贡献，并荣获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设计振兴会主办的优良设计奖。2018年在政府未来投资会议中
被誉为健康延寿的尖端技术案例。

主要服务
或产品

养老护理解决方案系统：
●主要通过传感器和智能手机改善业务流程来实现护理业务整体的效率化。实现目前为止单靠
呼叫器、床垫传感器以及护理记录系统未能实现的护理业务整体的效率化。可实现降低全体业
务时间的28%、信息处理作业时间的40%、夜间呼叫对应次数的35%、护理人员夜间的移动量（步
数）的26%。
●提供价值：提高护理业务的劳动生产性；增加收益；提高入住率；提高护理品质；增加护理
人员的工作便利性（降低离职率）
●主要功能：被呼叫时，可通过画面来确认现场状况判断可否立即奔赴现场；胸部的细微变化
也可从被子上方探测到，确认是否安好；可作为摔倒、跌落时的证据，采取合适的处理方案，
避免与患者家属之间产生纠纷；可用智能手机现场做护理记录；可用智能手机实时、准确地共
享信息；即使不去入住人员的房间也可以通话；保护隐私（设计成如没有起床、离床、摔倒、
跌落、呼叫等情况，在手机上无法确认入住人员的样子）。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此次所要介绍的养老护理解决方案系统为日本国内刚开始推行的新系统,在中
国的具体推行日程还没有决定。首先,想要了解一下本系统是否符合中国护理
行业人员的现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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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20,000,000RMB N/A

企业名 三重（日本）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2月 东京都

员工人数 30人
https://dfree.biz/en/in

dex.html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为扩大业务，计划在以下领域积极推进与民间企业（公司・金融机构）的合
作
1. 下一代排泄预知穿戴器（DFree）的研发
2. 国内销售支援
3. 全球市场开拓支援
4. 与健康产业关联的新型业务的创生

企业介绍
2015年2月成立公司。排泄预知穿戴器（DFree）等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公
布商品化构想后，以照护行业为中心有50多个国家垂询此产品。

主要服务
或产品

通过超音波感知膀胱的変化，智能设备告知排泄时段。
排泄预知穿戴器的功能：
・小腹部超音波传感器
・对入住者管理
・显示各时段数据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计划2019年开始正式在中国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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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800万日元 / 100万美元 17亿日元 / 4200万人民元

企业名 株式会社久力製作所 / 天津久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70年11月 / 2003年3月 日本茨城县

员工人数 75名 / 175名
http://www.kuriki-

ss.co.jp/ch/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寻找有意销售我公司五金产品的中国客户。

企业介绍

我公司作为建筑用品生产厂家已经有48年的历史。主要生产单门，推拉门
用五金部件，以及浴室，厕所用各种部件。
在我公司日本的客户里，有多家都是日本著名的建筑商，无论是新建房
屋，还是后期再装修，都会用到我公司的各种产品。
我公司尤其在推拉门用五金方面，拥有多种质量高，品种齐全的产品，在
日本国内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另外，我公司开发研制的产品中，已经
有四款产品获得GOOD DESIGN AWARD(日本最佳设计奖)。
我公司也在看护业需要用到的无障碍产品方面下力度进行开发研究，尤其
在缓冲门方面成绩显著。
现在，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介绍，我公司已经陆续在东南亚各个国家
及地区设立了代理店，寻找到了代理商。今后也希望能在为高龄者和儿童
提供更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事业中贡献力量，继续开发研制新产品。

主要服务
或产品

带把手门锁、门用五金、拉门用五金、浴室配件, 装饰品、扶手等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我公司于2003年，在天津市设立子公司---天津久力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现
在以上海为中心，已经拥有7家国内客户。
现在，下大力度争取将我公司的产品在看护业和养老院等设施中推广开
来，在中国寻找更多的客户。近期可喜的汇报，2017年，天津的养老院将
引进我公司的推拉门系列产品。今后我公司也将致力于开拓中国市场，寻
找更多需要我们产品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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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6900万日元 约14亿日元

企业名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993年 日本

员工人数 约70人
https://www.sat.co.jp/
http://uruorich.cn/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三协AIR TECH.株式会社是环境相关机器的制造商，主要从事包括除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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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以医院、养老院为主，此外
工厂相关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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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用途广泛。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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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北京，深圳
              韩国，台湾，新加坡

主要服务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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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我公司从2016年开始在中国开展营销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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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通过各类
展会、商谈会来作营业宣传，寻求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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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4亿日元 233亿日元

企业名 西川家居用品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1566年 大阪市

员工人数 376名
http://www.nishikawa-

living.co.jp/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关于在机构里使用的家纺用品， 关于老人家纺的销售， 关于健康睡眠的
家纺。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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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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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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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给中国的高端养老机构提供配套家纺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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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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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310万美金 1亿元

企业名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轮椅）

成立日期 2001年2月 福建省漳州市

员工人数 370名 www.kawamura-cycle.cn

宣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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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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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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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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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2010年5月开始中国销售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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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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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企业名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6月 江苏南通

注册资本金 RMB 2,000万 RMB 1,500万

员工人数 19人 http://www.jsfb-nt.com

宣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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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日本FRANCE BED集团建立于1949年，公司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
是开发制造高级家具、床上用品、医疗护理用品并提供销售、租赁服务、
适老化改造的大型综合企业，于1966年上市于东京证券交易所1部，并于
1983年在日本首次推出了护理床的租赁业务。
◆拥有覆盖日本全国的120多处营业网点，日本国内8处生产基地（海外1
处），日本国内30所租赁服务中心，覆盖日本全国的物流网，中国子公
司。

主要服务
或产品

◆保持日本设计和日本品质的情况下，不断推进电动护理床、床垫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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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希望和国内的经销商一起，将日本3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养老介
护的理念也带到国内，日本辅具体现的帮助长者自立生活的核心理念；日
式介护体现的人与人的关怀；以及日本居家养老普遍实行的辅具租赁模
式。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作为日本医疗养老护理行业的龙头企业，法兰西床集团高度重视中国市
场，于2012年6月在江苏省南通市成立中国子公司——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
司。秉承集团“为了实现丰富多彩和舒适安乐的生活做出贡献”的经营理
念，将日本设计、日本技术、日本品质带到国内，在国内已建立了电动护
理床等系列产品从生产、销售到售后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体系，并且，还
在不断扩充产品品项，希望让长者们可以安享自立、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并减轻照护人员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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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USD500万 1.5亿

企业名 大连名兴金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年9月 大连市

员工人数 270名 http://www.mx-metal.com

宣传照片 1枚目の写真 2枚目の写真

洽谈内容
养老院、康复中心的运营情况
高龄者日用品，养老设备以及服务的需求

企业介绍

大连名兴金属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作为新老顾客友好的合作伙伴，已经
确立很好的国际生产和流通机能。公司已经取得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名畑丰社长荣获了庄河市荣誉市民称号。未来的大连名兴金属
有限公司仍将秉承一贯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凝聚团队的力量，必定与你携
手共进，缔造辉煌的明天!让我们的企业服务遍布世界各地。名兴金属始终
以“使顾客及相关方满意”为经营宗旨，努力在环境、质量、成本和交货
期等方面做到最佳，符合新老顾客及相关方面的要求，力求取得共赢。

主要服务
或产品

高龄者日用品，环境改善机器的制造和销售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高龄者日用品的开发，Golf教室的经营，高功能的环保改善机器，工业产
品生活用品的加工与进出口

抗
菌
枕
头
（
高
龄
者
用
）

 

抗
菌
鞋
垫
（
高
龄
者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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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洽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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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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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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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据点：东京，札幌，仙台，琦玉，横浜，名古屋，大阪，高松，广
岛，福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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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服务
或产品

生产包括：适用于ICU病房的比较特殊需求的ICU病床,适用于VIP病房的区
别于传统医疗环境的木质元素VIP病床，普通病房的手摇床、电动床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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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生产床边桌、床
头柜、移动输液架、屏风、护理推车等医疗及养老相关的周边配套产品。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进入中国16年，目前在中国无锡设有总部和
工厂，同时设有上海，北京，长沙，成都，济南5个办事处，60人的销售及
维修团队，以其优质的产品迅速占领中国市场，销售范围遍布全国的31省
100多个城市，服务超过1500家医院及养老机构，同时面向居家个人，开展
居家电动护理床、辅具等的销售和推广。

员工人数 898名
http://paramountbed.com

/

宣传照片

注册资本金 65亿9,132万日元 77,220百万日元

企业名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47年5月 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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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洽谈内容 交换老龄产业信息、市场调查，寻求合作。

企业介绍

1919年，TOLI在日本乒库县伊丹开始了事业。主要生产地面材料、墙面材
料及窗帘等，是一家综合性室内装饰材料制造商。TOLI公司在日本拥有五
个工厂。销售网点分布全球各地，于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展事业。
TOLI作为综合性装饰材料工厂，致力于开发满足各类设施功能及创意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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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地毯及墙纸窗帘等。

主要服务
或产品

经营方块地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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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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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华北、华南及华东等地区分布有多家代理商。主要
以代理商模式进行销售及市场开拓。

员工人数 6人 www.toli.co.jp

宣传照片

注册资本金 40万美元 约34,000,000RMB

企业名  东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2月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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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30亿670万日元

企业名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蕾亚

成立日期 1963年（昭和38年）4月2日 东京都

员工人数 http://www.crecia.co.jp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面向全国招募省级代理商。希望渠道是养老设施，养老用品销售公司，零
售渠道，医院以及药房销售渠道。销售方式为代理店销售。

企业介绍

日本制纸集团旗下日本制纸珂蕾亚株式会社推出的安顾宜产品，为老年人
提供高品质晚年生活，满足失禁人群对日常的护理需求。日本制纸珂蕾亚
株式会社成立于1963年，是日本生活用纸行业的领航者，同年，在日本市
场首次推出厕用卫生卷纸，次年，又首次推出抽取式卫生纸。奠定了在日
本市场的领导地位。失禁护理方面自主创建了「Acty®」安顾宜品牌，以满
足轻度失禁和中重度失禁人群对日常护理的需求。

主要服务
或产品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在失禁护理方面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我们将日本制纸珂蕾亚的失禁护理用品品牌【安顾宜】引入到中国。该品
牌目前在华销售的失禁产品有搭扣式成人纸尿裤，内裤型成人纸尿裤，夜
用尿片，日用尿片以及护理垫。并且于2018年下半年新推出了安顾宜轻失
禁用尿片，以满足轻度失禁人群。至此在华销售产品覆盖了从轻度到重度
的各类产品，以满足不同失禁人群的护理需求。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安顾宜成人纸尿裤，为需要护理的人群提供更为舒适、安心的护理体验，
打造有信赖价值的护理产品，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老年生活，让他们健
康、舒适的度过每一天。日本制纸集团在中国拥有全资子公司日纸国际贸
易（上海）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安顾宜】在中国的品牌运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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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500万日元 1500万日元

企业名 natulla国際貿易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 2018.03.15 东京都

员工人数 １人
http://www.natullait.co

m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介绍面向老年人的日本产品,分享护理经验, 寻求合作伙伴。

企业介绍

提供对自然环境无害，可以让消费者感到安心的商品。
敝公司的使命是，经过锤炼的取之自然的商品，把它运输到世界各个角落
需要它的消费者手中。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不忘初心，共存共荣。
无论在任何一个角落做事情，都希望做一些有助于这个国家发展，不伤害
自然环境，有助于人文发展的事情。希望秉承这个理念还有初心能够不断
打开属于敝社的经营之路。

主要服务
或产品

老年人专用餐具、母婴用品、化妆品等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中国即将走向老龄化社会,我公司想要参观学习中国当地的老年人的系统管
理方法。在此方面,每个国家都有相对不完善的地方,如果能够掌握这些不
完善之处,做些有用的事,对于我公司来说就是个商业机遇,而对于中日两国
来说也能使资源利用更加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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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注册资本金 10,000万日币 120亿日币

企业名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机器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49年9月 日本冈山县

员工人数 500人 www.og-wellness.jp

宣传照片

洽谈内容

1） 与广大医疗、养老机构用户进行交流和商谈，对OG WELLNESS品牌的产
品和服务进行介绍和说明。
2)  为逐步扩大OG WELLNESS品牌的产品服务网络，与国内养老行业的销售
企业等进行深度交流和沟通。

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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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括医疗器械，康复
器械以及护理助浴设备等，涵盖了物理治疗、运动疗法、护理介护等多个
领域。在日本设立有18个分公司，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
们所生产的医疗器械以及护理助浴设备等系列产品，不仅在日本国内，在
海外市场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为更好的服务中国市场用户，还在中国上
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主要服务
或产品

物理疗法： 高频治疗、中频干扰波治疗、低频治疗设备。温热疗法、牵引
设备、水压按摩床等设备和仪器。
运动疗法： 康复设备、上下肢肌力训练器械、上下肢运动训练器械、综合
运动训练器械、各种关节训练器械。
护理助浴： 卧床助浴设备、轮椅助浴设备、老年辅助助浴设备等。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我们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致力于向中国的广大医疗、养老以及医养结合机构提供优质的设备销售和
相关的咨询指导服务。
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等各地有OG WELLNESS产品品牌的销售服务伙伴。
还将致力于逐步扩大我们产品服务网络，为用户提供更快更高质量服务。
在中国北京、上海、成都等各地有OG WELLNESS产品品牌的销售服务伙伴。
还将致力于逐步扩大我们产品服务网络，为用户提供更快更高质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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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在地

年销售额

网址

洽谈内容
对介护用浴槽和登阶辅助用椅进行说明，吸收意见和询问需求需要。通过
以上的商谈扩大销售。

企业介绍

大连爱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02月04日。为日本Bishamon（毘
沙門）的中国大陆总代理。日本Bishamon（毘沙門）主要经营物流器材，
养老器材等。爱知国际贸易还经营着工具，机床，作业服，磁石等为主的
进出口贸易。扎根于大连地区从此走向世界并持续发展强大下去。用贸易
给人们带去方便，笑脸和幸福。

主要服务
或产品

登阶辅助用椅，介护用浴槽（专用给水装置和专用轮椅），介护用升降
机，物流用的搬运器材，升降机，工业用工具，机械，工作服等。

中国业务
开展情况

Bishamon介护用浴槽、登阶辅助用椅从日本输入、普及、扩大为目标而努
力。

员工人数 http://www.greenlife-inc.co.jp/

宣传照片

注册资本金 人民币叁拾万元整

企业名 大连爱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 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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