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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设施的管理•经营及养老
设施的建设和养老服务的咨
询服务业务。

株式会社松鶴主要从事养老设施的管理•经营及养老设施的建设
和养老服务的咨询服务业务。現在、在日本国和歌山、经营着
养老设施2设施。并且养老设施建设和养老服务的的顾问有多的
经验。

2014年、大连松鹤健康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設立。現在、
開始养老设施的管理•经营及
养老设施的建设和养老服务
的咨询服务。

养老设施的管理•经营及养老
设施的建设和养老
服务的咨询服务。

97名
291,000,000

日元

养老
服务

介护服务、设施运营咨询，
员工教育

主要擅长痴呆老人护理，以及小规模护理设施的运营　20名3

4
养老
服务

有限公司合德
茨城县日立市东
成泽町1-13-4

　300万日元

株式会社松鹤
和歌山県和歌山
市狐島５９０

１２００万日
元

2013年2月

1995年

理爱（北京）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住友林业株式会
社

1

2

N
O

企业名称

日本东京都千代
田区有乐町1-7-1
有乐町电器大厦

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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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2百万
日元

10350万日
元

1980年

1948年

3284名

17,413名

10306百万
日元

972,968百
万日元

http://www.rie
i.co.jp/compan
y/profile.html

http://sfc.jp/c
hinese/

1亿日元 　www.gh-utopia.jp

礼爱的咨询并不只是理论知
识，而是凭据40年来以人材
作为商品的服务事业基础，
以及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经
验技术。
加上北京、上海的机构运营
过程中根据中国需求所构筑
的服务体系。我们真诚地等
待您的咨询！

养老院的经营、规划、设计
及施工、咨询服务

株式会社礼爱创业超过40年， 2000年起在日本开展护理事业，
现于日本开设43家各种模式的养老机构、并分别在泰国，北
京，上海成立了分公司。
2011年成立理爱（北京）分公司，2012年开设了小规模多功能
型的样板设施“礼爱老年看护服务中心”。
2013年开设238床位的“上海礼爱颐养院”。

住友林业创办于1691年，约有320年的历史。
现在在日本，中国，北美，澳大利亚开展不动产开发及设计，
施工等业务。
每年约有12，500栋的设计、施工等成绩。
在日本除了养老院的企划、设计、施工等成绩之外，还开展了
10所养老机构事业。住友林业是从养老院的企划、设计、施工
的硬件设施到运营软件方面有着综合性经验的为数不多的企业
之一。

北京运营社区式小规模多功
能认知症机构近两年。上海
的238张床位的养老机构运营
近一年。另外在其他地区已
经有了1个项目，进入了策划
阶段。

1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
工
2 养老院的经营
3 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装
修设计、绿化设计等各种设
计业务
4 室内装修施工：公寓、独
栋建筑、办公室及店铺的室
内装修施工
5 建材销售：木材・建材的
销售

在日本积累的养老服务基础
之上，结合在中国实际提供
养老运营服务的经验，根据
中国的社会制度，
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等因
素，为投身于养老行业的朋
友提供一条龙式咨询，运营
服务。

养老院的规划、设计及施工/
养老院的经营

本年度将在中国国内设立当
地法人，在中国国内开展老
年人护理设施的咨询和委托
运营工作。目前正与两家企
业进行合作商谈中。

介护服务、设施运营咨询，
员工教育

营业额 网页
主要产品与

服务
地址 资金 成立日期 企业介绍

在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的内容）

希望与中国企业
合作的内容

类别 员工人数

养老
服务

养老
服务

http://www.riei.co.jp/company/profile.html
http://www.riei.co.jp/company/profile.html
http://www.riei.co.jp/company/profile.html
http://sfc.jp/chinese/
http://sfc.jp/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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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营业额 网页
主要产品与

服务
地址 资金 成立日期 企业介绍

在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的内容）

希望与中国企业
合作的内容

类别 员工人数

5
养老
服务

FB介护服务公司
长野县佐久市长
土吕159-2

1000万日元 2000年10月 800名 42亿日元
http://www.fb
-kaigo.co.jp/

各类型养老机构、居家养
老、辅具买卖租赁、老年人
餐饮服务等，综合养老服
务。

FB 看护服务株式会社自2000年日本介护保险实施以来，以提供
养老服务为基础，成长为从介护设备和用品的销售、租赁到多
种养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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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积极融入到每个人生活中的理念，以
“更多的笑容、更多的感谢”为服务宗旨，创建了“24小时365
天全天候服务”的服务模式，将独树一帜的服务体系传递到每
一位需要我们的人们身边。
FB本着重视个性化介护、认知症(俗称老年痴呆症)介护、临终
介护、本地化介护的介护方针为基础，以成为本地区最值得信
赖的介护服务商为目标不断向前发展。
目前，FB也在中国北京设立了分支事务所，正在中国各地大力
推进综合性养老业务。我们有由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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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养老机构设计、日式辅具设备选择、介护职员培训和机构运
营管理等多方面,在中国国内开展养老产业综合咨询业务。

从2013年开始致力于养老机
构设立咨询服务，今年4月开
始以咨询顾问的形式，参与
到中国知名房地产企业的养
老机构设计工作中，致力于
打造中国最适宜高龄老人居
住的养老机构。与此同时，
我们也正在与数家有志进入
养老行业的企业洽谈，准备
深入参与养老机构和老年服
务的运营当中，希望与志同
道合的伙伴共同为解决中国
养老产业作出贡献。

1，希望双方能以一个落地的
项目进行洽谈。
2，日方希望能深入参与到养
老机构的运营当中。合作模
式也希望以介入机构管理运
营的模式来构建。
3，目标机构希望以平民化路
线打造，强调优良的服务品
质。

株式会社
Community Net

1.在中国已开展业务的区域
　北京市、深圳市、苏州
市、宁波市
2.项目类型
　医疗、护理联合型示范养
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设施；产学协作研究型示范
养老设施；中短期及长期入
住型示范养老设施及家政业
务。

东京都千代田区
有乐町1-7-1　有
乐町电气大厦南
馆5层

1.自理及失能老人养老设施
的企画、设计、项目开发、
召集入住者、宣传、培养人
才、运营等
2.第1项所有内容的咨询业务
及委托业务

1.经验及成绩
　・代表高桥于日本各地成功建设经营了40处养老机构。
2.优势及特点
  ・会在项目实施地长期居住，深入了解当地政策、生活、相
关企业及老人的真实情况，在细致的市场调查的 基础上进行项
目设计及服务规划，可以实现符合需求的养老机构。
　・具有城市型、郊区型、农村型；自理型、失能型；新建
型、旧房改造型等多种实用性或示范性养老机构的开发及实际
操作经验。
　・多数日本企业是在日本护理保险制度开始之后发展起来
的，但本公司具有无护理保险制度时代的经营经验，可以针对
所开发项目提供宝贵的特有的经验。

1998年

・养老设施方面，希望与重
视老人需求、市场调研及项
目开发的投资法人或养老设
施经营者合作，本公司可以
提供咨询及接受业务委托。
・并寻求在养老设施相关的
医疗、护理、人才培养等领
域可开展共同研究及实践的
伙伴。

http://c-net.jp/
994,797,000

日元
130名

50,000,000日
元

6
养老
服务

株式会社
日医学馆

日医集团在日本，秉持从培训到就业的经营理念，从医疗、护
理领域的人才培养开始，到开展实际的护理事业及支撑医疗机
构运营的医疗关联事业、保育事业等。
集团整体营业额约为2700亿日元即165亿人民币，其中护理事业
展开的营业额约占52％1400亿日元即85亿人民币。是在日本提
供护理服务的民间企业中经营规模最大，在东京证交所一部上
市的企业。
日医集团将要在中国展开的事业，以【至护】为品牌，提出
【三优】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三优】是我们的事业理念，其意为培养优秀人才，提供优良
产品，提供优质服务。我们要展开的【至护】品牌，将致力于
【三优】的事业理念，构建在中国的品牌形象。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
广州都有常驻的日本团队，
为了在中国展开护理人才培
养、产品、居家·社区领域
的护理服务等业务，在各地
区寻找事业合作企业。

希望通过与中国企业之间成
立合资企业等方式，致力于
在优秀人才的培养、优良产
品的销售、及居家、社区领
域的养老护理服务等方面全
面展开事业。

http://www.ni
chiigakkan.co.j

p/

约2700亿日
元

15,998名1973年
119亿3,300

万日元
东京都千代田区7

养老
服务

100名

我公司下辖营业所3家、1家福利服务中心和1家居家护理服务中
心。我公司所属于的集团内，还有医疗法人：社团主体会；社
会福利法人：青山里会。集团内有医院、康复疗养院、机构护
理院和日间护理院、居家护理服务系统、护理器械和设备的销
售・租赁服务，以及护理人员培训教育机构等，统一领导，各有
分工，相互提携。在关爱护理领域经过努力于1991年获得了全
日本评定的“老年护理信得过单位”，至今已保持了20余年，
积累有丰富的经验和know-how（技术秘密）。

自2012年起我公司与江苏省
无锡市的有关单位合作，为
其培养专业的护理人材，并
对机构进行运营、管理方面
的技术指导。同时期望能在
其他省份地区也找到合作伙
伴。

培养专业的护理人材，对机
构进行运营、管理方面的技
术指导

日间护理，居家护理，康复
护理等老年相关用品的销售
与租赁

www.jcs-
jcs.com

90000万日
元

8
养老
服务

1989年 1000万日元
三重县四日市市
常盤2-12-23

日本凯尔关爱护
理株式会社

http://www.fb-kaigo.co.jp/
http://www.fb-kaigo.co.jp/
http://c-net.jp/
http://www.nichiigakkan.co.jp/
http://www.nichiigakkan.co.jp/
http://www.nichiigakkan.co.jp/
http://www.jcs-jcs.com/
http://www.jcs-j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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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资金 成立日期 企业介绍

在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的内容）

希望与中国企业
合作的内容

类别 员工人数

帝人株式会社
大阪府大阪市中
央区南本町1-6-7

帝人大厦

江苏芙兰舒床
有限公司

9

10
江苏省南通市崇
川区通京大道100

号

70,816百万
日元

1918年

1,000万
（RMB）

2012年

15,756名

18名
RMB1,600
万元（2014
年预估）

http://www.tei
jin-china.com/

www.jsfb-
nt.com

高性能涤纶纤维的生产和销
售。
成品（床垫、垫子、被子、
枕头）的生产和销售。

高档家居电动床、手摇兼用
电动护理床及相关配套产
品、多功能轮椅、折叠式全
身指压按摩器等。

自1918年成立以来，一直运用高端的化工技术，在全球开展高
性能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电子材料与化工产品、医药医疗、纤
维产品与流通及IT等多项业务。
为社会提供具有节能节源、安全安心和舒适性等价值的产品。
此次博览会展出的床垫，作为护理产品在日本国内持续保持着
良好的销售业绩。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作为FRANCE BED集团的中国现地法人，
秉承日本总公司的，以“为了实现丰富多彩和舒适安乐的生
活”为方针的经营理念，诚心诚意地提供电动护理床、健康按
摩床、多功能轮椅、防褥疮气垫等高品质的健康･福祉･护理产
品。
    将来，公司计划开展电动护理床，以及其它福祉用品的租
赁事业，以实现资源的节省，环境的保护，并给更多需要护理
福祉产品的广大客户提供高品质低价格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给养老设施、医院、以及普通家庭，提供优质的产品
及满意的服务，并为了给中国的广大群众带来舒适、优质的生
活我们会不断努力。

7,844億日
元

・涤纶功能性纤维（原丝）
的销售
・出口日本生产的特殊涤纶
靠垫和床垫，通过中国的代
理商面向大众家庭销售。
・为今后加强在中国的销
售，希望找到在护理产品领
域拥有强大销售渠道的企
业，能够合作共同开拓销售
市场。

主要生产销售电动护理床及
相关配套产品、多功能轮
椅、健康按摩床等产品。

寻找针对护理用床垫或靠垫
等产品拥有销售渠道的企
业，并与之合作。

福祉
器械
用品

福祉
器械
用品

50,253名
2兆9,271亿
8,600万日

元

寻求积极创新，能够参与并
支持本公司安心·安全事业
的合作企业，或者对面向中
国的守护服务有创新意愿的
企业。

为了实现中国智慧城概念中
的安心·安全的城市生活，
夏普将通过健康支持/ 信息
（HMS）/教育等多种解决方
案以及各类先端技术，推进
面向中国的，基于云平台
的，家庭守护服务。该服务
以HOME概念为中心，致力于
消除现有中国家庭中的各种
不安，从健康和防盗两个方
面出发，构建多方合作的新
型商业服务模式。

夏普作为一家综合性国际企业，致力于多种设备和商业应用的
全球发展，其中包括数字信息家电，健康和环境，太阳能电
池，产品商务解决方案以及LCD等电子设备的制造及销售。其中
特别是市场开发本部，除了传统业务开拓以外，更加以云计算
系统为核心，推动信息（HMS）/节能减排/健康支持/农业支持
等各类BtoB或 BtoC的解决方案。以建立EnjoyLife/
SecureLife为目的，展开基于化学/生物/光・热/电力/信息等
的核心技术的安心·安全保障和对应。

大阪市阿倍野区
長池町22番22号

１，０００万日
元

12
福祉
器械
用品

1,218億8,400
万日元

1935年5月

８名

http://www.sh
arp.co.jp/

11
福祉
器械
用品

夏普株式会社
(Sharp

Corporation)

株式会社Unity
Network

东京都新宿区若
叶一丁目6番1号

１０，３００
万日元

kakegawa@uni
ty-

network.co.jp

老人院院管理系统《安心之
链》
http://www.ansin365.com

本公司于２０１１年开始生产销售用于福利院管理系统《安心
之链》。本系统利用IT技能对福利院各内容进行综合管理并已
被日本内８所设施采用，后续已经和４所签约。最近通过感应
器（远红外传感器，门窗开放传感器，传感脚垫等）过对在老
人院里除了入住者自身按呼叫铃呼叫护士外，浴室中的摔倒，
从门窗及大门出走，无法起床或摔倒等紧急事态进行监护通
知。本系统目的是本着在紧急事态发生前帮助看护人员做预警
管理的作用。根据目前的市场的扩大需求来看，中国市场的开
拓是必要的

寻找负责《安心之链》在中
国市场销售，安装及售后服
务的合作企业

寻找负责《安心之链》在中
国市场销售，安装及售后服
务的合作企业

2003年4月

http://www.teijin-china.com/
http://www.teijin-china.com/
http://www.jsfb-nt.com/
http://www.jsfb-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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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老龄产业交流会（北京）日本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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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营业额 网页
主要产品与

服务
地址 资金 成立日期 企业介绍

在中国事业开展情况
（包括目前考虑的内容）

希望与中国企业
合作的内容

类别 员工人数

14
福祉
器械
用品

株式会社
PACIFIC WAVE

京都府舞鹤市京
田187-1

3,000万日元 1994年 30名 ２億日元
http://geltron.
jp/

皆乐顿（GELTRON）素材的轮
椅靠垫，防止褥疮床垫，体
位变换器，枕头等

1990年推进日本水床高潮。得到京都府颁发的创造技术研究开
发费辅助事业认定。
在2003年福祉器具展及国籍福祉器具展中针对防止褥疮用具进
行过演讲。
床垫订单处理系统《e-MOS》取得商务模型特别许可3581087号
2007年在韩国取得《皆乐顿产品》的特别许可。
2008年《皆乐顿产品》新案注册。取得中国，香港，台湾《皆
乐顿产品》的特别许可。
2009年与PARAMOUNT BED株式会社签署枕头产品的开发合作项
目。
2011年与NISHIKAWA LIVING株式会社签署销售合作项目。
2013年在Asia Pacific Panasonic Open的日本人正式团选手
中皆乐顿产品的使用率占66%。
平成25年（2013年）获得京都中小企业技术大奖。

现在虽然有一家代理店，但
不是专门做福祉相关的公
司。

希望与专门做福祉相关的代
理店合作。

16
福祉
器械
用品

株式会社礼百邸 岛根县松江市东
长江町902-58

300万 2013年4月 20名
http：

//www.librty-
s.co.ｊｐ/

《自动排泄处理装置》《简
单洁净装置》《简单沐浴装
置》《除菌消臭水》《多功
能纤维》《高机能特殊床
垫》

为了让老年人，残障人以及被护理人，家族可以享受安全舒适
的生活，本公司倾力于福祉器具的研究开发和生产销售等事
业。

2014年7月在上海注册分公
司，在中国国内签约3万台的
自动排泄处理装置销售合
同。

2014年30百万日元
山东省青岛市市
南区香港中路20
号

主要向养老院、福利院等机
构的消费者推销我们的护理
用品。

以青岛为据点逐步向山东省
的主要城市发展。

青岛长乐护理用品有限公司是日本长乐集团的下设公司之一，
向中国市场提供纯粹的具有日本式护理技术的护理用品。

护理用品的销售以及租赁事
业

http://www.lo
nglife-
holding.co.jp/l
onglife_china/

成人用纸尿裤向设施，医院
销售的相关业务合作。

599,455百
万日元

1,264名
尤妮佳生活用品
(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娄山
关路533号金虹桥
国际中心26楼
日本：東京都港区
三田3-5-27住友
不動産三田ツイン
ビル西館

日本：
http://www.un
icharm.co.jp/
中国：
http://www.un
icharm.com.cn
/

中国事业：婴儿护理事业、
女性护理事业、成人护理事
业、宠物护理事业

15
福祉
器械
用品

青岛长乐护理用
品有限公司

尤妮佳是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有展开纸尿裤、生理用品的事
业，专门致力于吸收体相关商品事业的企业。在中国，大家对
尤妮佳的妈咪宝贝的婴儿纸尿裤、苏菲的生理用品也越来越熟
悉。我们公司推出的‘乐互宜’品牌的成人纸尿裤，在日本以
及海外都展开了事业，尤其在日本，份额占了日本家庭护理的
使用纸尿裤的50%以上，占了在护理机构的30%以上，是NO.1的
品牌。在中国，乐互宜在上海和北京的HM/SM渠道，也已成为总
体份额NO.1的品牌，在中国的品牌地位上升了许多。乐互宜秉
持着“帮助人们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理念提倡
更换更方便并用使用方法以及支持仍残存活动能力的病人进行
康复的的内裤型纸尿裤，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排泄护理。

在主要城市使用幼儿用纸尿
裤和生理用品的销售渠道，
进行成人用纸尿裤的销售。
并考虑向设施，医院销售产
品。

1661年
15,992百万

日元
13

福祉
器械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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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港区高轮２
－１８－１０  高论
泉岳寺大厦3楼

17
福祉
器械
用品

1948年10月
67000万日

元

18
福祉
器械
用品

株式会社泰已科
相关护理及康复方面的销售
公司及厂家。

在上海有产品销售方面的贸
易子公司，在北京有代表
处。

日本静态性床垫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名。
在中国经常举行相关护理及康复方面的研讨会。

护理/康复辅助器具。
www.taica-
sh.com.cn

887000万日
元

1400人

2008年4月165万美元
希比希（北京）貿

易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陽区東
三環北路丙2号天
元港中心B905-A
室

在医疗・福祉领域，正在摸索
和中国企业在业务和资本上
的合作

在医疗・福祉领域，我司正通
过日本总部和日本国内的合
作企业构筑“从医院・介护设
施的设计到资材・设备的导入
以及运营”的一贯的事业体
制，并且正在检讨成立居家
介护、介护产品网络销售公
司。

作为综合型供应商，我司具有从世界各地采购和调集各种原
料、商品的“贸易功能”；
作为综合型制造商，我司又具有生产医药、医疗・介护产品、光
学产品、汽车部件、IT机器等产品的“制造功能”。
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并在海外35个国家和地区拥有生产和销售
据点。其中，在中国有2个工厂（北京、东莞），6个销售据
点。最近、我司将医疗、福祉事业视为最重要的项目开展。

医疗・介护产品、光学仪器、
化工产品、食品等的销售

www.cbc-
china.cn

2億元25名

http://www.taica-sh.com.cn/
http://www.taica-sh.com.cn/
http://www.cbc-china.cn/
http://www.cbc-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