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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龄产业线上洽谈会

日本企业名单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1 爱志旺（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 ● ●
养老机构委托运营，辅具租赁和销售，居家适老化改造，
培训业务，咨询服务等

2 CARING.,Co.Ltd ● ● ● ● ● ●
步行辅助拐杖、养老护理支援业务，养老福祉用品租赁及销
售，护理看护医疗业务管理软件开发销售，养老机构运营
综合咨询等

3 LONG LIFE GROUP ● ● ● ● ●
养老院运营、居家养老运营、护理用品、卫生・护理学校、医
院等，养老健康产业关系

4 诚晃贸易株式会社 ● ● ● ●
在家庭看护服务中不可缺少的为促进并支援老年人自立的
恢复机能训练的日间护理服务等

5 株式会社Mediva ● ● ● 认知症友好环境设计和护理

6 株式会社 AYA控股 ● ● ● 日本式养老一站式咨询服务，介护人才开发

7 Japan Healthcare Tourism Inc,. ● ● ● ● ● ● ● ● 医疗行业的医疗咨询

8 凯乐易生(无锡)养老服务有限会司 ● ● ● ●
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机构护理院运营，辅
具销售及适老化住宅改造，认知症障碍早期干预，培训业
务

9 美邸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 认知症机构 养老机构 社区型机构等相关介护事业的运营。

10 社会福祉法人木犀会 ● ● ● ● ● ● 咨询服务,人才培养·进修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 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11 日本松果公司 ● ● ● 日式照护实践教育和人材养成

12
日本元气集团（共生（大连）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 ● ●
养老机构的运营支援服务，护理人才培养研修，在日本接
收中国的研修生(特定技能签证等)，日语教育事业等

13 三信化工株式会社 ● ● ● ● 养老餐具

14 株式会社SGW ● ● ● ● ●
提供日式体检和女性医疗相关技术的合作服务，以及日式
医院运营管理技术的合作服务

15 株式会社创心会 ● ● ● 康复养老服务体系咨询、人才培训、运营咨询

16 SUNCARE HOLDINGS株式会社 ● ● ●
介护类机构的运营，介护职员的资格培训，介护人才介绍，
中国人介护职员及介护留学生的接收等

17 Hakken Beaute Co., Ltd. ● ● 护肤产品，护发产品，面向高龄者的洗护产品

18 株式会社礼爱 ● ● ● ●
在日本有三大主营业务，养老、餐饮和长租公寓 。礼爱养老
提供日间照料、入住机构型服务、认知症照料、居家上门护
理服务等。

19 福来爱总研株式会社 ● ● ●
抗衰老产品、康复设备、护理产品、康复中心联合运营、护理
人员教育，医疗专业人员的福利教育，福利工作坊的运营
等

20 Sun" Healthcare Institute ● ● ●

・日本介護福祉・康復領域専家为養老、康復領域提供专业人
材教育及培训服務等
・健康促进支援（医疗、福祉設備、康復機器的销售和出
租）等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21 一般社团法人 日中人才育成协会 ●
日式介护教育培训，介护资格培训

22 一般社团法人 JWC康复管理协会 ●
康养服务的指导和咨询、康养业务人员人事相关的咨询·招
聘·人才介绍、康养服务的体系搭建

23 中部学院大学 ● 提供养老护理职业人才培训课程

24 爱史科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 ●
面向需康复人群所用的复健轮椅车及肌电生物反馈仪（电
刺激器）

25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 ●
医疗器械，康复设备，护理助浴设备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以及相关联的指导培训介绍服务等

26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
医用电动床、手摇床、ICU用床、 护理电动床、婴儿床，康
复辅助器具，同时提供各种医疗、养老附属产品

27 COSMOTEC ● ● ● ● 升降轮椅 不倒翁助行器，不用电的自动门

28 大佳株式会社 ● 自立支援型移位辅助机器人

29 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 ● ● ●
主要商品是轮椅、助行器、护理床、扶手等康复器具的清洗、
消毒、干燥

30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 电动床 床上用品 高级家具等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31 建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健康与福利设备

32 KIC Global Co., Ltd. ● ● ● ●
转动式椅子、可升降桌子、老人专用无障碍商品，老人专用
拭擦屁股用品以及擦身体用品。

33 利利安大冢股份有限公司 ● ●
Lilium-SPOT2：用于护理市场的膀胱超声设备（尿量测量，
非医疗设备）

34 NeU Corporation ● ● 根据脑科学见识、提供一下解决方案。

35 日本伊藤超短波株式会社 ● 理疗仪（家庭用的超短波治疗仪等等）

36 三贵控股株式会社 ● ● 轮椅及护理用品的制造，批发

37 上海鹰野商贸有限公司 ● ● 褥疮预防坐垫，挪移君 等

38 松永福利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
轮椅、助行器、拐杖、入浴辅助器具、移动病床担架系列

39 松六株式会社 ● ● 扶手，扶手端头五金，福祉用品

40 TERANISHI SHOJI CO.,LTD ●
强力小型按摩器，强力足底按摩器，手提按摩器
各种基于振动器的按摩器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41 丸菱工业株式会社 ● 护理椅，轮椅坐垫

42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河村
轮椅）

●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43 株式会社山下 ● 康复辅具租赁业务

44 株式会社托普岚 ● 康复用低频治疗仪、护腰仪

45 奥威尔 / O'WILL ● 一次性卫生 (1)洗发手套 (2)牙齿清理手指套

46 Daiya Industry Co., Ltd. ● 护腰，护膝等护具

47 大连板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 ● ● ●
爱苾奥牌钙铁多种维生素片
爱苾奥牌钙锌多种维生素片等

48 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 成人护理用品,婴幼儿护理用品,家庭护理用品,女性护理用品

49 helcoschiba ● 除臭袜、压缩袜、骨盆带、【长期护理油巾、洁面水】

50
Hoko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 ● 老年人保健品和化妆品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51 HP股份(有限)公司 ● 假发企画/贩卖

52 Kurun Co.,Ltd ● 牙周护理滚刷（牙刷+口腔护理）

53 株式会社开米表明技术 ● ● 除菌清洁电解碱性离子水

54 纸商事株式会社 ● 成人纸尿裤

55 日本制纸集团（日本制纸珂雷亚） ● 成人纸尿裤

56 株式会社 斯美乐 ● ● 固体飲料（增稠食品）、口腔护理产品

57 SPLENDEUR股份有限公司 ●
通用医疗器械“袜子”、燃烧支撑顶部和短底部、女性体型服
装

58 株式会社冈部洋食器制作所 ●
硅胶勺子、硅胶叉子、不锈钢餐勺、不锈钢餐叉、水杯、舌苔
清洁等

59 山月优丽奇（苏州）空间装饰有限公司 ● ● 壁纸、地板、窗帘、椅子面料等，所有室内装修材料。

60 株式会社IAO竹田设计 武汉事务所 ● 高龄者设施的全部设计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61 株式会社日建住宅设计 ●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及咨询业务

62 大建阿美昵体（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 室内门 收纳 地板

63 株式会社堀内制作所 ● CCFL抗菌灯

64 牛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 业务用空气净化,除臭杀菌等

65 优昵蓓乐株式会社 ● 窗帘、墙纸、地板、椅子蒙皮等室内装饰材料

66 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 ● 跃达养老管理系统

67 Liquid Design Systems, Inc. ● ● 身体运动传感器 "护理log"

68 八幡物产株式会社 ● ● 拥有60多种健康食品和10多种化妆品。

69 C.L Network co.,LTD ● 巧克力，糖果，固体冲饮，冰淇淋

70 Deila.Inc ● 抗衰老、与美容和健康有关的补充剂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71 恩納氢源 ● 富氢钙 （富含氢气的健康食品）

72 宏信株式会社 ●
健康食品（包括納豆青汁，桑青汁、黑糖系列，姜黄系列和
泡盛酒等）

73 S.S.I Co., Ltd ●
仙生露，利康命（面向中老年人，提高免疫，以及心血管健
康的健康食品）

74 有限公司 赛菈 ● 酵素等老年人保健食品的制造、企划和销售

75 OCO SPACE Co.,Ltd. ●
碳酸温泉（足浴·泡浴·淋浴）健康设备，水素水（富氢水）
生成器

76 Olive Union Inc. ● 智能声音收集器

77 VIGO MEDICAL CO.,LTD. ● 高浓度制氧机

78 白象醫藥株式會社 ● 醫療耗材

79 jounetsu farm ●
除臭剂生物液体
厕所的气味让你停下来喘口气

80 長野集団 ● 自己品牌 美佐代化粧品 SAMSOIN化粧品



No 单位名称

分类

主要商品・服务

设施运营居家服务人才培训
康复辅助
器具

老龄用品
设施建设
设计

设施建筑
相关材料

设施运营
守护服务
系统

保健食品
介护饮食

健康科技 其他

81 TOMBOW CO.,LTD ● 护理・医疗服装

82 Triple W ● ● 排泄预测装置

83 旭化成贸易株式会社 ●
立体三明治：养老行业用床垫，坐垫和移位垫产品和相关联
的面料

84 幸福美恵子株式会社 ●

能减轻卧床不起的病人换衣服时的困难。可将换衣服的时
间缩短到1/3。
「功能性需护理人使用的睡衣」是主打产品

85 神光株式会社 ●
β-NMN 助力永葆青春
提高新陈代谢，回复疲劳，预防生病，防止老化



爱志旺（上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爱志旺是由日本著名的养老服务集团-爱志（EARTH SUPPORT）株式会社与旺旺集团于2016年1月在上海成立的专业养老服务企业。
2016年底爱志旺作为上海首批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开始提供居家照护服务。除了2016年在上海市徐汇区自建自营了完全体现日本高品质服务模式的日托式养护中
心之外，还有作为上海市民政局指定的“辅具租赁服务商”为9个街道提供“辅具租赁”服务、日本母公司45年前发明的“到宅沐浴”服务、“养老机构代运营”、
“认知障碍早期干预和专业照护”、“居家适老化改造”等服务。让来自日本的专业照护技术，通过爱志旺的落地实践和服务，在中华大地得以生根发芽，实现本
土化。

地址:
联系人: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到宅沐浴服务及器械销售，辅具租赁和销售，居家适老化改造，认知障碍早期干预，养老机构委托运营，培训业务，咨询服务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ARTH SUPPORT株式会社是日本居家养老专业公司。在日本拥有8000多名员工、500个服务网点(包括养老院，附带服务型养老公寓，短期入住养老院，小规
模多功能型机构，日间照料中心，到宅沐浴服务，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服务计划的制定和管理，福祉用具的销售和租借等27项服务项目)，日本权威媒体（日经
MJ）发布的业界排行榜上到宅沐浴服务在日本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居家养老服务市场占有率排名第八。在养老服务品质管理以及经营模式构建上，拥有
丰富的管理经验。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爱志旺在国内投资的第一家“日间照料中心”引进日本的养老服务理念，通过日间照料服务的方式，为从轻度到重度的需要照顾的老年人提供日式日间照料服
务。同时开展居家上门服务（上海市政府长期护理保险指定服务单位），到宅沐浴护理服务、辅具销售及租赁服务（上海市政府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项
目的服务商），认知障碍早期干预专案服务以及专业照护服务（爱志旺受托上海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3年试点项目里两个街道），机构代理运营，专业
人员培训等服务。逐步奠定适合中国的在地养老的服务模式。

希望对接内容1）有协助地方政府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体系构建的经验，希望与有意引进长期护理保险体制地方政府合作，协助地方政府建立长护险的培训体制
和护理服务标准。
2）希望与各大医院，诊所，以及康复医院合作。
3）可以承担各大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委托运营，培训与运营咨询业务。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1887号101室，108室1



株式会社Caring

企业概要
Caring以“向更多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为宗旨，我们维持以董事为首的全体员工积极学习、研究的同时，“一切为客户”为主题，支持老年人的自立，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可提供综合性护理服务企
业。在21世纪的高龄社会中，验证提供护理服务效果是服务机构的使命。这个使命即任务，也是Caring的经营理念。以“护理服务机构的顶级品牌”为目标，我们将日夜为实现该目标而奋斗，为让更多的
老年人能过上富裕的人生，开辟福利护理服务的新时代。此外，在多年积累的海外业务成果的基础上，为实现亚洲共同标准化的“护理服务”与“护理用具的提供”，我们想作为全球性的护理公司飞跃发展。
请多关照并和大家一起前进。
主要产品及服务
产品：步行辅助拐杖：Caring拐杖，Caring多点拐杖，Caring超多点拐杖，Caring康复拐杖，Caring冬季拐杖等。
服务：访问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支援业务，护理管理服务，访问护士站，复合型护士机构，小规模多功能居家护理，日间照料机构，阿尔茨海默症专门机构，养老福祉用品租赁及销售，护理用力量康复机销
售，医疗器械销售及售后管理，护理器具及理化学器械销售及租赁，护理看护医疗业务管理软件开发销售，养老机构运营综合咨询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产品：拐杖主体采用易站式把手，与一般拐杖相比，接地面更宽，不易滑动。具有高稳定性和步行推进力，切实感受步行改善的效果，提高康复效果的拐杖。
服务特点：基于护理业务科学依据的护理服务供给体制。
以自立为目的，以提供高度服务和“维持及降低需要护理成度”为目标，以健康服务为目标。在本公司实际使用，直接提供优质商品开发和成功模式的技术诀窍。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Caring已在中国为“上海爱照护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慧享福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大连金光博爱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等众多养老服务公司提供咨询业务。
在种类繁多的养老市场中具体新业务主要是建筑基础设施的改建占了大半，因此改建时，为更适合养老服务的房间布局、设计、卫浴等布局、家具配置、设备、生活用品的选定、室内装饰的选定等，与“大
生设计室 吉川博邦设计师”一同提供日本的养老运营经验的形式，并提供“设计方案”和“设计指导”。另，在中国开设养老机构时，也负责提供在日本及当地的“护理员工资格研修”和“护理现场实
习”等资格证书。
以“短期商务签证”和“工作假期”的滞留资格，一边实践着从三个月到一年的“护理现场实习”实现了取得日本的护理资格“初任者研修”和“福祉用具专门咨询员”、“福祉居住环境管理者”等研修资
格。讲师阵容由专业性很高的Caring员工及从事医疗・福祉相关业务的讲师负责。
另，新设立了由Caring Care Clarification（CCQ）公司认证的资格制度，为在亚洲导入“日式护理”而开展事业。
希望对接内容
1.招代理商：我们将向日本及中国的养老护理公司介绍更好的“护理产品”。“日本品质”的各种护理产品的制造与销售，今后将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提供日本的“护理相关产品”，向全球出口销售。
2.咨询服务：提供Caring护理业务成功模式的“建筑・设计基础设施”、“机械装置、护理器具硬件等”、“理念・哲学、护理服务的品质等”、“提高员工技能等人力资源”的综合建议。

地址: 〒812-0044 福岡県福岡市博多区千代3-6-3 2F
联系人: 福岡 洋明，高（中文）

会社ロゴ貼付2



长生集团（LONGLIFE GROUP）

企业介绍
日本长生集团(LONGLIFE GROUP)是1986 年创立，在日本最早从事养老业务的民营专业企业。日本知名上市公司，30余年专注于养老产业，已拥
有14分公司。2010年开始国外业务，先后与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企业展开了战略合作。

地址: 日本大阪府大阪市北区中崎西2-4-12 梅田中心大厦25层
联系人: 石桥段
E-mail: ishibashi@longlife-holding.co.j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日本高端养老服务领域具有30余年丰富经验。已拥有24家高端养老院，护理学校，200多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专门的老年餐饮公司以及护理用
品公司等，成功打造了链状的日本养老体系，得到中国人的青睐。
(养老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养老咨询，养老业务开业支援，护理用品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关于养老健康产业，我们什么都可以提供。特别我们提供的优质服务受到高评价。另外，关于护理用品，代理销售几家日本和德国厂商的产品。我
们作为日本高端养老产业领军企业，在不断的为老人的“第二人生”提供着高端的综合养老平台。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在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进行许多项目。大部分的项目是养老院运营或养老咨询，在很多地方每天提供我们方式服务。今后还要在中国国
内广泛开展日本长生集团方式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院运营公司、居家养老运营公司、护理用品公司、卫生・护理学校、医院等，养老健康产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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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晃贸易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成立年份：1984年成立。 本部：大阪府堺市
事业概况：作为亚洲-日本的食品贸易公司开展事业。

作为集团公司，运营为促进老年人自立的恢复机能训练为主的日间护理服务。
发挥本公司长年的运营及贸易经验，计划在中国市场开展对老年人自立支援的服务并对中国市场出口日本的护理用品（福祉用具）

地址:
联系人:

主要产品及服务
在家庭看护服务中不可缺少的为促进并支援老年人自立的恢复机能训练的日间护理服务 根据当地需求出口相应的护理用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运营以科学根据为基础的恢复机能训练的日间护理服务正在探讨导入必要时进行咨询的线上服务
面向中国老年人的宣传点
能自己吃饭，能自己洗澡，能自己购物，能出行旅行
我们会提供恢复机能训练的日间护理服务来支持您实现珍贵的梦想

在日本由于长期利用本设施，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均有所提高，程度虽因人而异，但我们提供的恢复机能训练服务是有效的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今后有开展事业的计划通过本次线上商务会谈，我们希望能进行以下的商谈
能够与家庭护理为主的日间护理服务公司或相关经营公司协作，并向其提供日式恢复机能训练的公司或开发满足当地需求护理用品或销售相关产品
的公司

希望对接内容
同上

大阪府堺市堺区宿屋町东2-2-33
江田 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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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Mediva

企业介绍
株式会社Mediva是成立于2000年的以健康产业为主的咨询公司，也是医疗、养老服务等的运营公司。日本国内有着超过400件的咨询案例，并自
主运营着15家医疗、养老机构。
我们也正在扩大海外的事业。我们和中国、越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当地医院、企业、大学等共同合作，进行了多项项目。为了项目的成功，我
们不但和当地的组织合作，也和日本政府、医院、医学院、企业等共同协作，将日本高品质的医疗和养老的经验带到各个项目中。

地址: 东京都世田谷区用贺2-32-18-301

主要产品及服务
・医疗/养老服务机构的开业、运营咨询
・医疗、康复、养老相结合的社区的建构咨询（地区统合型护理体系）
・对政府、企业的咨询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我们在医康养结合服务以及认知症友好环境设计及护理方便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优势。
在中国，我们运用在日本以及在其他国间的丰富经验，为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提供因地制宜的策划、开业、运营支持。另外，我们不只是咨询，
我们深入现场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行动。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2015年开始了在中国的业务。目前为止主要业绩有体检中心设计策划、医疗机构的业务改善建议、远程医疗体系的构建、养老机构
的开业咨询等。
在2017年，对天津的当地企业提供养老机构（以机能训练为主的日间照料）的开业和运营咨询，于同年11月开业。

希望对接内容 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的运营方、有计划开始新项目的运营方、开发新商品的企业。制定养老政策的相关政府和机构。

商品・サービスの写真をここに添付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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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A医療福祉集团

企业概要
2003年成立，本部在埼玉県埼玉市。
*在日本， 1、运营养老，幼儿等福祉机构。 2、 从设计到运营，一站式养老咨询。 3、介护人才开发提供

地址:

主要产品及服务
1、日本式养老咨询。 2、介护人才培训 3、介护用品开发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在大连建设了3家社区养老中心，进行日本式养老服务
2、1家社区门诊
3.、介护人才基地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1、日本式养老一站式指导
2、中国介护人才培养

希望对接内容
1、日本介护机构的并购
2、日本式养老咨询
3、介护人才

埼玉県埼玉市北区吉野町6



Japan Healthcare Tourism Inc,.

企业概要
我公司自2015年在日本创立起，致力于为海外赴日医疗客人提供医疗咨询，医
疗翻译服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中英日医疗咨询
・中英日医疗翻译
・医疗匹配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为客户提供海外发展战略咨询
・为客户提供医疗匹配咨询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的日本客户想了解更多中国养老设施的情况。

希望对接内容
・ 想了解更多中国养老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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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care21集団

企业概要
我集团在日本是一家专业性极强的养老行业的知名企业。横跨福祉，医疗，文化，教育四个领域，领航型综合福祉企业。我集团在日本本土的养老项
目的数量达到452家，同时经营100个福祉人才培训学校。事业范围包括实体机构运营，社区养老，医疗入户，人才教育培养，幼儿教育，残障人士
服务等，涵盖了日本的整个大健康产业，拥有完整产业链。拥有康养产业的完整产业链，日本综合排名前三，人才教育市场占有率No.1。凯乐易生集
団是我集团在华的唯一全资子公司。旨在打造在华地区养老专家的运营品牌。采用直营形式向中国市场导入最先进的运营核心能力。同时完善在华地
区的教育培训，社区养老等板块。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机构护理院运营，辅具销售及适老化住宅改造，认知症障碍早期干预，培训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如何把核心植入中国市场，一直是康养产业中中日合作方面的课题，我司为了克服这个一难题，做了3方面的努力。
第一，在跟国内建立我司百分百直接运营的护理院兼养老机构项目。第二，我司将导入完整教育系统体系，保证产业上游的力量补给。第三，我集
团抱着改变中国养老现状的理想，打破对运营经验，人才教育的过度保护的商业惯例，愿意真诚地与中国本土行业进行深入积极地合作。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嘉兴市直营护理院150床、河南省焦作市医院护理型床位200床、江西省CCRC康养大盘策划/企划/运营（项目占地700亩）
今后：机构护理院的直营店开发、对应居家养老服务开发、各种委託運営・顾问指导、人材培训业务等

希望对接内容
各类日间照料，社区养老，养老机构、康养配套服务的咨询规划、运营合作，护理管理人才教育培训,各大医院，诊所以及康复医院。

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长江路21-1号创源大厦1102
竹松普华
13348102363
snailtake@care21.cn



美邸养老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日本美邸，成立于1999年11月，在养老护理行业深耕20余年，截止目前在日本共运营319家护理机构，机构类型包含养老院、认知症专门机构、社
区嵌入型机构、居家上门等。其中286家为认知症专门照护机构，认知症床位数日本排名第一。
日本美邸于2011年来到中国，是日本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养老企业。目前已在南通、广州、天津、成都等地落地多家机构，日本20余年的机构
运营经验+中国多项目本土化落地经验，在业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主要产品及服务
1、各类养老机构（护理型、自理型）的运营 2、养老相关咨询业务 3、护理人才培训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①提供机构养老、居家养老、日间照料等服务，为全年龄段长者提供细致的日式养老服务。
②管理咨询业务涵盖了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几大业态模式，其中核心业务包括市场调查、服务定位、服务理念及内容的设计、服务体
系与组织体系的设定、收益测算、设备及器具清单的制作、平面布局和内装方案等个性化定制服务。
③结合日本专业护理经验和中国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经验，为解决中国养老护理现场的实际问题，打造出适合中国养老护理行业中不同岗位人员的专
业教育培训课程。
④日本经验结合中国市场，多产业融合，打造养老+地产、养老+旅游等更多满足中国老人需求的养老产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美邸目前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地区，与国内企业合作在南通、广州、天津、成都等地落地多家机构。机构类型涵盖认知
症专门机构、全龄社区康养服务、高端综合型养老公寓、大型文旅项目康养配套、医养结合型护理院等。合作企业有央企、国企、上市公司和民企
等，合作接纳度高。除已落地项目以外在西安、济南、北京等地有多个项目同时推进中。
希望对接内容
各类型养老机构开设咨询、运营合作，护理人才教育、培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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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祉法人木犀会

企业概要
1996年2月 社会福祉法人 木犀会 创立
我们木犀会集团的理念是（丰盛充盈 生存价值 自立） 我们充分尊重每个人作为人的尊严，并且带着利他心强有力地支撑起更多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
的人生。我们把在日本培养累积起来的能力（利他心·知识·技能·经验·网络等等），回馈给全世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过上更优质的幸福生活，为此我
们愿意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把日式护理的优势和贵公司的地方优势相结合，协助贵公司的福利事业能够更好地促进地方发展建设。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式护理经营咨询服务，人才培训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从护理基层工作做起，作为把木犀会集团逐渐发展壮大到现有规模的经营者，理事长木村秀树亲自为大家提供咨询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计划在中小城市开展咨询业务服务，同时也诚招代理商

希望对接内容
想与有计划参与日式护理服务的中国护理公司进行商业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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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松果公司

企业概要
設立年月2004/7/30。本公司在日本国内经营；以护士为中心的上门访问居家照护机构、以及小規模多功能型的居家养老机构。提供康复训练，身体
护理，健康检查、专业化意见，专业护理人员的培训教育等。

地址:
联系人: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式照护实践教育和人材养成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在中国河南省，设立中日合资项目，提供专业化的照护交流平台。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河南润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开展认知症老人照护讲
座、居家照护服务、以及小規模多功能的居宅养老的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中国河南省，设立中日合资项目，提供专业化的照护交流平台。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河南润松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积极开展认知症老人照护讲
座、居家照护服务、以及小規模多功能的居宅养老的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联合开发「日式照护实践教育和人材养成、以及福祉用品的销售」

京都府京都市北区鷹峯旧土居町三番地八
MICHINORI MATSUK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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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大连）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元气集团成立于1974年，总部位于日本埼玉县。以“共生”“感动护理”“家族主义”为经营理念，集团旗下有各种形式的养老机构约100家、床位
4500张以上；有医院(美容整形医院、牙科医院)、专科学校（介护福祉士养成校、看护师养成校、临床检验师养成校）综合高中、幼儿园及日语学校
等；6家法人医院，1000张床位；在大连有一家直营的养老机构、上海有一家美容整形医院，此外在上海、广州、沈阳、吉林等地也有很多合作项目。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养老机构的运营支援服务(包括开业前的设计指导，事业计划书的制作)，护理人才培养研修，在日本接收中国的研修生(特定技能签证等)，日语教育
事业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养老机构的运营事业； 护理人才研修及培养；赴日学习专业的护理技术；人才派遣事业里工作(特定技能)。把中日不同的养老经验和技术结合在一起，
创造出富有元气集团特色的运营及管理模式，协助中国的合作伙伴活用日式的养老技术，培养优秀的护理人次啊。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中国大连有一家30多张床位的小规模多功能的公办民营养老机构，在上海有一家日式美容整形医院。
沈阳、长春、上海、广州等地有与中国伙伴共同运营管理的养老机构和人才培训项目（包括到日本研修）。
今后将在中国开展特许经营式养老机构，并计划接收大量的养老人才到日本的机构里工作(特定技能

希望对接内容
1. 共同开展养老机构的运营事业
2. 护理人才研修及培养
3. 赴日学习专业的护理技术
4. 人才派遣事业

大连市中山区五五路12号良运大酒店2602室
许妍妍（总经理） 中日文
0411-82701260 13942668072  
xuyanyan@gong-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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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化工株式会社

UNIBOWL由日本三信化工株式会社提供，是一家致力打造高品质餐具65年的老牌公司。
三信形形色色的碗盘餐具，外餐盒，托盘等，均广受各地幼儿园，学校，医院，养老院或公司食堂的安心使用及好评（拥有日本国内60％以上的学校配餐餐具市场）。
三信化工，竭诚与食为友，全力与时俱进！感谢您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

企业介绍

三信养老餐具为在家的健康老人、认知症以及住院老人开发的产品。主要特征在形状（防滑餐盘等）、视觉效果（为认知症老人）、食品接触安全性的3个。
日本医院、养老院以及介护在家老人的用户较多，这次三种产品特征如下：
① “防滑餐盘” 「扶手辅助」「容易捞取」「防滑防倒摔」 注重研究了，人体基础动作的常销商品
② “守护杯” 一眼看得出老人的饮水量。设计了从外面看出容量，横线每条刻在50毫升的计量。
③ “柔软勺子” 因采用了「软性树脂」制造，材质柔软，不易伤到老人口腔。

产品/服务介绍

三信养老事业，中国大陆目前主力于上海市的养老辅具产品行业、上海养老行业组织合作。除此之外在香港合作养老院集团，使用率日渐扩张。
在全球来看，澳大利亚以及日本是养老市场先进国家，三信在日本养老行业约50年的历史，设施运行流程以及相关硬件、食品相关卫生水准、老人介护阶段基准
等，不止在餐具上，许多方面的合作在进行中。欢迎任何咨询，谢谢！！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以及今后开展情况

BtoB：幼儿园、小学中学、配餐中心、医院、养老院、等等设施顾客的任何需求
BtoC：网络以及实体销售（类别：幼儿产品、厨房产品、生活产品、养老产品）

希望对接内容

地址 日本东京都港区西新桥1-10-2
URL https://www.sanshin-kako.co.jp/13



株式会社SGW

企业概要
我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公司已取得旅游业注册（鹿儿岛县知事注册第3-249号）和访日医疗滞留签证的担保机构许可（外务省管理注册号码A-017）。
「业务内容」

为包含中国人在内的外国患者介绍最适合的医疗机构
为接受治疗的外国患者提供医疗以外的支持服务
承接日本医疗机构的宣传业务委托（为吸引外国患者做贡献）
日本的医疗机构的海外拓展支持

所在地：鹿儿岛县鹿儿岛市樋之口町3-28  
海外拓展：相良耘泰大连医院的开院准备中

主要产品及服务
提供日式体检和女性医疗相关技术的合作服务，以及日式医院运营管理技术的合作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日式体检和女性医疗相关技术以及日式医院运营管理技术的日本提供方是相良女性健康管理集团，该集团下在日本拥有6家医院，1家远程影像诊断中心，1家幼儿园，2家关
联机构，其中作为核心医院的相良医院实施日本数量最多的乳腺癌手术。
相良医院的特色是实现了从预防、体检到诊断、治疗、术后支持、姑息治疗的一整套的医疗体制。通过紧密连接各个环节，可以纵向管理疾病症状的各种阶段。
另一个特色是具备乳腺科、甲状腺科、妇科、整形外科、妇女内科、体检中心，多方面致力于女性医疗。横向结合每个科室，可以提供更准确的医疗。
相良医院于2014年8月日本首家在乳腺癌领域被认定为「特定领域癌症诊疗合作基地医院」。
另外，相良医院是亚洲首家德国西门子总公司的参考站点。配备了从MR-PET等的影像诊断到血液检查等的检验，全球级别开展知识交流和临床研究传播女性医疗。并与西
门子合作设计并制造了乳腺癌检查的体检巴士。
相良医院创建至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进行远程诊断，利用整个集团的病例数进行共同研究和临床试验，为提高每个地区的医疗质量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相良女性健康管理集团应国内各方投资方的邀请，将女性医疗技术带到中国，以求造福更多的女性。目前已启动的项目是在大连建设的女性专科医院——相良耘泰大连医院，
计划于明年春季开业。另外，南宁，徐州，杭州，哈尔滨等地的投资方也接连发来邀请开展体检中心、女性专科医院或医院管理等项目。
希望对接内容
在向中国引进日式体检、女性医疗相关技术以及日式医院运营管理技术方面，有意愿合作的医疗机构或企业。

地址：日本国鹿儿岛县鹿儿岛市樋之口町3-28 4F

相良医院外观 相良医院候诊区 相良医院手术室 相良耘泰大连医院外观设计图相良医院11楼休闲休息区相良医院1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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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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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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4种细分的服务设施，每种类型针对特定人群配置不同的服务内容，在设施环境、器械配置、人员安排上也各不相同。
⚫ 创心会以“日本最不亲切的亲切”理念，在养老服务业界独树一帜，在同业中享有盛誉，多次接待日本厚生省的考察和交流，获得电视广播媒体的大量宣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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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6月上海CHINA AID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获得好评。
• 2019年12月成为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智慧养老与技术研发服务分会的理事单位，积极参与推进智慧养老进程以及养老行业标准化。
• 2020年9月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2采访创心会总部，向中国观众介绍特色康复养老日间照料服务。
• 全程顾问参与的高端养老机构项目将于2021年下半年在中国西南城市开始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业务开展的成绩：

1.【养老运营/ 投资机构】康复养老服务体系、人才培训、运营咨询、赴日考察业务的沟通交流，
深入讨论合作内容及方式。
2.【学校/ 养老培训机构】创心会特色康复养老技术及日本养老服务技术的培训课程合作。
3.【地产开发/ 物业服务企业】社区养老康复整体解决方案及商业模式的介绍，合作模式商谈。

希望对接内容

1.【康复养老服务体系咨询】为养老机构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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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养
老机构打造服务特色，提高设施盈利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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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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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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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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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CARE介护集团

企业概要

SUNCARE介护集团成立于2010年，总部位于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在日本国内多地开设介护机构，及介护相关产业链，如诊所，药局，辅具租赁，介

护培训中心等。已在中国上海和菲律宾马尼拉设立海外分社，海外业务以外国人介护职员培养和接收为主。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介护类机构（日间照护，喘息服务，长期入住型等）的运营，介护职员的资格培训，介护人才介绍，中国人介护职员及介护留学生的接收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介护留学生，介护劳务人员的接收 2.中国养老机构运营咨询及培训 3.中国养老机构设计及监理

针对养老机构的初期企划，建设，运营，品控等软硬件服务双结合，提供一站式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司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唯一日方合作伙伴，另受国内多家国企／央企，上市企业委托在机构养老的运营和员工培训方面合作；

已接收中国介护留学生及介护劳务人员数十名。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在中国介护人员送出，养老机构运营，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对接。欢迎各方伙伴的咨询。

石川县金泽市入江3丁目160-1
于跃
+81-70-1569-1347
u.yaku@suncare-lif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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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妍の美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公司坐落在北海道室兰市，成立于2018年。以化妆品的研究开发为中心，开展OEM以及自主品牌的贩卖。

主要产品及服务
护肤产品，护发产品，面向高龄者的洗护产品的制造生产，以及批发于零售。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高龄者用洗护系列。免水洗香波，免水洗沐浴露。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希望通过代理点或者跨境电商，出口到中国。

希望对接内容
批发商，电商，代理店

17 Hakken Beaute co.,Ltd



株式会社リエイ
株式会社礼爱

地址 日本千叶县浦安市入船1-5-2 prime tower1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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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爱集团（株式会社リエイ）成立于 1980 年，总部位于日本千叶。礼爱养老在日本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岛，共运营超过 50 家养老机构，和 94 家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站点，其中有4家认知症专护机构。2003 年开始在泰国设立实体养老机构，目前养老业务遍布泰国、缅甸、尼泊尔、中国等国家。

企业介绍

礼爱是一家专注于生活服务的企业，在日本有三大主营业务，养老、餐饮和长租公寓 。礼爱养老提供日间照料、入住机构型服务、认知症照料、居家上门护理服务等。餐饮主要
面向自营养老机构、企业的员工食堂、学校、运动员提供服务。另针对企业、学校提供运营员工宿舍、疗养所等。

主要产品及服务

礼爱是最早一批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养老企业，2011 年在北京设立全资子公司-礼爱（北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12 年礼爱在北京独资开设礼爱老年看护
服务中心。礼爱是率先在中国探索出成功模式的外资养老企业， 2013 年在上海成立的上海礼爱颐养院在开业 2 年 10 个月时全面实现盈利。礼爱截至目前在中国已经开

设了北京、上海、成都和南通四家实体养老设施，还有一批在建项目将陆续开业。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市场调研与前策、养老咨询业务、养老护理人员培训、养老机构委托运营

希望对接内容

礼爱是率先实现高水平日式养老服务在中国本地化的外资企业，广泛为中国企业提供符合中国市场需要的高水平日式养老理念、管理和技术等方面的服务。服务内容有：市场
调研与前策、养老咨询业务、线上线下培训、养老机构委托运营等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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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来爱总研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2,000年本公司在千叶县成立。霞会館（前贵族会館）成员愛宕通基和前皇族的李玖殿下担任首席顾问，他成为了一家为前贵族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司。
从千叶县政府，我们将“福利学校”的课程编制和指导培训业务委托给县内的医务人员，并开展老年人福利业务。社长才木浩子被任命为“老年福利
设施评价研究员”（厚生劳动省批准）。2,008年 日本代表出席“中国老年产业峰会”。2,010年、老年人问题项目获奖，并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
2,017年“内閣府首相官邸亚洲健康構想協議会“成員。2,018年“海南国际健康卫生产业博览会峰会”日本代表和演讲。2,019年“西安老年人产业
博览会高峰会”的日本代表，演讲。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抗衰老产品、康复设备、护理产品、康复中心联合运营、护理人员教育，医疗专业人员的福利教育，福利工作坊的运营、舞蹈康复（公益财团法人
日本交际舞联盟合作）、音乐治疗（目白大学合作）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我们接受一个原始项目的康复设备订单，但作为“康复中心”，我们将从每个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方面提出整体建议。 舞蹈康复和音乐疗法是
我们与专业大学共同开发的独特产品，因此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陕西省，与医学院校、养老协会等合作，主要从事教育部门与康复中心的联合运营，以及护理用品租赁业务。 目前，生产基地为
仅在日本，但我们也在考虑未来在中国生产。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院、养老协会、医学院、大学、医疗器械制造商

東京都渋谷区本町3－43－10、902
愛宕浩子
09032179146
ｆureai99jp＠yahoo.co.jp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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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公司所在地東京、从2010年陆续开始了健康増进支援・国际康养产业综合整体的专项咨询…推荐、対接服务…国際人材交流及老年長者的国内外养老・养生、医療体检、旅游
休闲等业務…养老人材育成、教育及普及健康増进・老化予防运动动等业务。无论是在介護福祉教育方面还是在人材交流・咨询…推荐、対接・健康増進等方面都取得应有的
業績。公司本着誠実守信！合作共赢的理念。期待与您的精诚合作！
経営方針・目標：発揮日本業界做为专家才具有的知识・技术等精髓融和海外諸国国情需要，提供贴心的最优质的保健・医療・福祉以健康長寿为核心的３大領域的综合性的、
专业性的健康・養老服務！

主要产品及服务
１）教育・培訓～介护、康复
２）人材交流：包括但不限于健康・養老、所有领域人材全面交流服務‘～《実習》，《留学》，《就职》～技能実習生 特定技能～

３）健康促进支援：聚焦保健、医疗、福祉三大领域以健康长寿为主题的全面和专业的健康促进支援～实施老化（介护）预防教育・培训；医
疗、福祉、康復機器的销售和出租；保健食品等的开发、销售、进出口。
４）咨询…推荐・対接服務：康養（健康・養老）产业综合整体的专项咨询…推荐・対接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言語面：日本専家可以以日本語・中国語・英語等多种语言服务于以上教育・培训及咨询…推荐・対接等所有項目。
２）安心面：人材交流全程服務。保証完全安心。
３）咨询…推荐・対接服务項目全部為弊社の合作学校・企業法人等。
保健・医療・福祉以健康長寿为核心的３大領域的综合性的、专业性的健康・養老服務！一条龙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从２018年在中国山東省学校开始了日本式介护教育。曾担任中等职业教育康养技能比赛评委。2019年成功圆满的完成了首次中国介护教师培训。以全心全意実施《養老
人材育成・教育》及大力普及《健康増進・介护，老化予防運動》
為高齢者社会做出应有貢献的同時…発揮國際康養（健康・養老）交流橋梁作用…积极推進日中为主（包括海外諸国）介護、康復等所有領域人材全面交流。積極的推進
老年長者的国内外养老・養生、医療体检、旅游休闲等業務。全力以赴开展以健康长寿为主题的健康支援工作。

希望对接内容
1）健康長寿為主題的老化・介护预防项目的合作
２）介护、康复人材育成的合作
３）人材交流的合作
期待与体育施設、学校、養老院等理念、业务一的伙伴合作共赢。

太陽健康管理研究所20



一般社团法人日中人才育成协会

企业概要
一般社团法人日中人才育成协会于2017年成立，主要作为在日外国人才的教育机构，以日语教育为主，并提供相关职业的礼仪培训。今后还将开展
介护相关资格培训、以及工业、食品加工方面的培训。
并且我们将日本的介护教育引进中国以及亚洲各国，今后还将持续扩大在海外的事业。
中国分支机构「上海智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日式介护教育培训，介护资格培训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本协会主导开发的“日式介护课程”得到了众多日本养老行业知名专家与养老设施的协助，包含了教材、指导大纲以及视频，不仅提供介护知识的
学习，还提供现场实践的机会。不单学习介护工作者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还提供了成为管理层、养老院院长所需要的经营管理等内容，为外国人才
提供了未来职业发展路径。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我们的本部与培训学校设在奈良县，在东京和大阪均有事务所，负责协会的整体运营。在中国开展的日式养老教育业务主要是由我们的中国
窗口、上海智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

希望对接内容
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今后在养老、医疗、教育领域的需求逐渐提高，在日式介护教育、介护实践等人才培养方面，请与上海智伦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東京都中央区新川１丁目24番12号 SHビル8階
板垣贵宏
03-6275-2883
itagaki-t@lpc-ac.co.jp

中国窗口联系方式
上海智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468号中欣大厦38楼096室
电话：15821863585  联系人：胡彬 E-mail:  hubin@lpc-ac.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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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法人 JWC康复管理协会

企业概要
本协会的本部株式会社WITHCARE PARTNERS，作为日本最早开展居家上门康复机构之一成立于2007年。目前拥有三个上门康复服务中心，一个日间康复中心，并承接日本
各大康养机构的各种康复咨询服务和福祉用品的销售业务。2013年设立康复咨询业务的海外事业部门，为加快在中国的康复咨询业务开展速度和加大理论普及力度，2020年
3月成立了本协会。我们的宗旨是充分发挥团队专业的康复技术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服务中日康养事业。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①康养服务的指导和咨询②康养业务人员人事相关的咨询·招聘·人才介绍③康养服务的体系搭建④针对康养机构机构的策划和市场调查⑤对康养机构员工的技术指导⑥在校学
生的教育培训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根据各个康养机构的需求，本协会提供服务方案，服务内容包括不限于 # 1. 康复服务体系搭建的相关咨询 # 2. 康复技术的培训 # 3. 康复相关器械的研发·销售 # 4. 护理用品
的研发·销售# 5. JWC培训课程考核过关的日本技术人员输出。另外根据在中国国内3年的经验，目前在中国已经申请了康复和介护服务体系的相关专利 ①洋登式６×６康复
训练等级表【认证号码 No.００８０２６５１】②洋登式６×６自立支援介护等级表【认证号码 No.００８９４６７５】），接受本协会咨询服务的机构可以无偿使用。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本协会至今在中国国内已经有3年的经验，目前已经和中国国内多家机构合作，青岛复健康复医疗中心、爱博智能、北京美儿脊髓性肌萎缩症关爱中心等。为了更好的拓展

在中国国内业务的推广，2020年12月中国青岛成立办事处。

希望对接内容
·技术服务咨询：康复以及护理团队的人员培训，康复科·康养服务体系·居家康复体系以及适老化改造方案制定体系的搭建。
·福祉用具的研发指导以及相关培训

日本东京
赵桂梅
15166013505
kebai05142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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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学院大学

企业概要
我学园于一九一八年创立，并于一九九七年成立四年制大学。长年立志于养老、护理、幼教、
健康管理等职业人才教育。本大学还特设了日语预科，为来自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各
国的留学生提升日语水平。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提供养老护理职业人才培训课程。养老留学日语教育（即在日本老人院里边打工边学习）。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预计中国的老龄化将在今后会急速发展，确保护理人员和提升护理专业质量是当务之急。
尤其是对于认知症老人的护理及为防止病情恶化的预防护理、高品质的护理服务，都离不
开专业的高级领导人才。
三十五年前日本已经迎来老龄化社会，在不断完善各项养老服务过程中，总结出来了一套
日本式护理经验。传授该经验，培养更多中国式高级护理人才。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与中国的职业学校、大学、公司等合作，培养护理专业领导级人才。教学方法有在中国
开设培训基地或到日本留学等各项交流合作项目。双方协商而定。

希望对接内容
一、协助中方开设护理（介护）学校（或培训基地）
二、到本大学留学，在日本的老人院里边打工边学习日本式护理知识。取得日本国家护理
职业认定证书，回中国担当高级管理人才。

日本・岐阜県関市桐ヶ丘2-1
飯尾良英
0575-24-2211（代表）
iio＠chubu-gu.ac.jp

Tyuubu-Gakuin

https://www.chubu-gu.ac.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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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史科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光掩模的制造及销售，医疗器械的制造及销售
成立日期 ：2001年10月1日
公司地址 ：总公司）日本 京都市上京区东堀川路一条上竖富田町436番地2 日本拠点：京都工厂，滋贺工厂
海外子公司：台湾 ）总公司工厂 台湾 台南市 台北分公司 台湾 台北市 韩国 ）总公司 韩国 忠清南道天安市

主要产品及服务
运动型脚踏车，肌电生物反馈仪（低周波电刺激仪）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①运动型脚踏车
增强下肢机能及复健效果并安全有效的维持高龄者的健康的新概念器械
②肌电生物反馈仪
具有医院同等效果的高品质器械内涵IVES核心技术，日常生活中也可轻松进行康复的近未来器械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①运动型脚踏车：养老院，日间照护・上门介护等服务型设施中进行试乘
②肌电生物反馈仪：医疗器械注册证申请中。 以普及居家康复的普及为目标

希望对接内容
在日间照护、社区看护、上门介护及居家康复有兴趣及渠道的企业进行商谈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古北路666号1901A室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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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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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设立有18个分公司，
遍布日本全国为客户提供高效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自主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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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生产销售公司自主品牌OG WELLNESS系列产品，涵盖了物理治疗、康复运动疗法以及护理助浴等设备，并提供产品相关的各种咨询和培训服务。
例如：康复设备，运动训练设备，按摩水床以及疼痛治疗，牵引治疗等医疗器械。还有养老机构所需要的特殊护理用助浴浴缸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近40年的销售实绩。在医养结合型机构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市场，我们不仅仅提供医疗器械，我们还致力于推广代表[日式
照料]服务的护理助浴设备以及康复设备等。同时在推荐这些设备的同时，为了让我们设备能够物尽所用，也为了让客户更好的掌握我们的设备，我
们还组织提供专业指导和使用培训等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为更好的服务用户，我们在中国上海成立了全资销售服务子公司--上海奥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始逐步在中国大陆各地建立起销售和售后服务网
络，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专业的、高质、高效的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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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霞关大厦4楼
联系人：YANG MENG
TEL：819091548442
EMAIL yang-meng@og-giken.co.jp

奥绩技研有限公司25



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八乐梦床业创立于1947年。作为医疗床的专业制造商，此后，以高龄化的发展为背景，在养老机构和在居家护理领域一边扩大事业领域，一边开发
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近年来，以医疗、护理用床等的制造、销售事业为首，包括床等的检查、维护事业、康复辅具的租赁事业等，致力于在国内
外以保健领域为中心的事业的多元化。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医用电动床、 手摇床、 ICU用床、 电动护理床、婴儿床，康复辅助器具，同时提供各种医疗、养老附属产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世界领先的品牌与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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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全国有70名以上的销售和售后工程师，可以覆盖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由日本八乐梦集团全资投资的八乐梦床业(中国)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正式投产，产品线包含手摇床、高中档电动床、ICU用床和婴儿床等，同时提
供各种医疗附属产品。生产线采用日本设备与工艺，以确保产品品质。短短数年间，借助于全球医用床制造商的品质和品牌的优势得以在中国迅速
发展，目前已有3000家以上的医院（主要三甲医院）和养老院用户。八乐梦希望通过自身的产品和服务在“医疗”、“养老”和“居家”，以及
“健康”业务上发挥我们累积的技术和经验，为中国社会做进一步的贡献。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89号均瑶国际广场９A
崔哲光
０２１－５３８３－５１１１26



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 COSMOTEC  1990年成立于福岛郡山市，主要研发老人残疾人器械，升降轮椅，不倒翁助行器。

主要产品及服务
老人残疾人升降轮椅，不倒翁助行器。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在中国生产制造销售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日本独自研发的轮椅助行器等，预定在中国量产，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院及商品制造销售的公司

地址：福岛县郡山市喜久田町菖蒲池22-438

株式会社 COSMOTEC 27



大佳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成立日期：2017年7月
●总部所在地：滋贺县东近江市五个庄山本町664-1
●主要业务：・自动化设备设计，制造 ・福祉机器研发 制造 销售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

主要产品及服务
自立支援型移位辅助机器人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即使下肢完全不能支配也无须吊起，可以自己操作实现移位
日本首创的移位辅助机器人

・安放在卫生间，护理人员可由2人减少为1人，节省人员。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通过参加展会等正在提高认知度。
（预定参加第四次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第一次，第二次均已参加）

希望对接内容・养老院康复中心医院等机构（5台起销售）
・福祉机器销售（转让准独家销售权）（限定3家）

滋賀県東近江市五個荘山本町664-1
洪 翠玉
TEL  13501949561
EMAIL 1350194956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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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机器工业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成立于1959年，总部设立在被誉为【日本制造王国】的爱知县小牧市，是爱知县品牌企业。在日本东北、九州、中国等地都有驻点。1991年进军福
祉机器领域、寝具干燥【灿】发售。1995年宁波东海工业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宁波市成立，2000年取得ISO9001认证，2003年取得医疗用具的制造・
贩卖业认可。2009年出口韩国（福祉机器／韩国代理店）2015年出口中国（福祉机器／中国代理店）2019年出口泰国（福祉机器）。

主要产品及服务
主要商品是轮椅、助行器、护理床、扶手等康复器具的清洗、消毒、干燥机器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开发研究一系列的护理床垫、护理床、轮椅、拐杖清洁消毒机器。在看护养老机构内，感染问题严重，疥疮、螨虫等疾病一直困扰着人们。护理床
垫等寝具内部的真菌、霉菌、虫卵普通晒干处理难以根除。燦消毒干燥机器有效杀死病毒、真菌。取得日本医疗器械的处理标准。因此本公司生产
开发了全自动轮椅清洗机器，只需要一个按键。洗轮椅就像自动洗车一样方便。一个人就可操作，高效率的机器带来人们方便的同时，将清洗工程
统一化、标准化。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2015年开始，辅助器具的清洗消毒机器开始在中国贩卖。每年参加国内的各大展会，并展出了我们的有代表性系列产品。每年与日系的轮椅、护理
床厂家进行市场调查并同行访问。主要访问了国内的一些养老设施和辅助器具租赁者（简称辅具）。随着中国民政部等政府部门发表的13个辅具租
赁实验城市。从上海出发，中国的辅具租赁和养老企业正在持续发展。本公司的产品不仅适用于辅具租赁的清洗消毒，也适用于各大养老机构的防
感染、健康保障的后勤团队。为您提供一个清洗消毒服务的专业支援。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轮椅、护理床等清洗消毒干燥设备
①面向辅具租赁业②面向养老设施、康养中心、医养结合、社区养老、高端养老产业③面向代理店
在以上分野，我们希望通过线上商谈会的方式，向您提供一整套专业清洗、消毒设备和生产车间的总规划。为您的养老院带来一个清洁、健康、环
保的环境。诚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国内养老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9



江苏芙兰舒床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日本FRANCE BED集团位于日本东京都新宿区，成立于194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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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上市于东京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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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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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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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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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希望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企业一起，为长者们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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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通京大道89号
陈海莉
139-6278-6706
Chen_haili@jsfb-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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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1994年4月5日成立
本村真介代表，代表董事 办公室 总部：福冈县福冈市博多区东平1-2-3伽利略大厦博多东3层
联系方式：092-260-8941

主要产品及服务
卫生器具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安全，因为它可以坐在椅子上完成。 没有负荷，所以即使是康复中的人也能轻松做到。
改善血液和淋巴流动。可以在工作时进行。
非常适合有肿胀和对寒冷敏感的人。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中国获得专利。
希望有第一阶段的分销商。
该产品尚未在中国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
在卫生部门工作的人。
从事护理和社会工作的人。
那些有腿部和背部问题的客户。

会社ロゴ貼付建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31



KIC Global Co., Ltd.

企业概要
我司的总部位于日本大阪。由要提供日本各地食品及产品外销服务。
我司的合作企业设于香港。

主要产品及服务
转动式椅子、可升降桌子、老人专用无障碍商品，
老人专用拭擦屁股用品以及擦身体用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我司致力開發可以讓健全人士與使用轮椅的老年人共同生活的各項产品。
並且提供不会对长期接受护理的老年人造成负担的产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时正向天津的社福机构提供建议及销售方案。
今后期望可以在中国国内的扩大销售据点。

希望对接内容
提出老人专用的快消品、家具及无障碍生活用品的商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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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安大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成立时间：2015年；总部：神奈川县相模原市；日本国内的业务内容：开发、制造和销售医疗及护理设备。关于海外开展方面，曾经向香港销售过
医疗设备产品。
利利安大冢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冢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开发医疗设备，尤其是开发可穿戴的超声波设备，由于监测膀胱内的尿量，可以替安装设备的人
提醒有尿意，也可以评估膀胱功能。

主要产品及服务
对于日本市场，Lilium α-200是作为医疗设备销售的，Lilium-SPOT2是作为护理产品销售的。这两种产品都使用超声波来测量膀胱内的尿量。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测量膀胱内尿量的设备作为残余尿量计用于医疗领域，但一般价格昂贵，由护士和医生使用。Lilium-SPOT2是该产品的改进版，供家庭和疗养院使
用，成本较低，具有语音指导功能，个人也能进行测量。我们认为Lilium-SPOT2在中国市场上，作为有尿频症状的老人或者上厕所有困难的老人去
评估膀胱内尿量后引导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去厕所的设备，可以使用的可能性。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的开展情况）
大冢集团在中国各地设有工厂和其他据点，但我们认为苏州会成为营销活动的主要据点。然而，目前没有具体的发展活动，可以公开讨论业务的发展。

希望的开展方向
不是作为一种医疗设备，而是作为确定引导人们上厕所的准则的设备，我们期待与疗养院和医院的供应商交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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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NeU

企业概要 設立：2017年8月1日 本公司地址：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司町2-2 新仓大厦5F
融合于日本东北大学加龄医学研究所 川岛研究室的“認知脑科学知見”以及日立高新技术的“携带型脑计测技术”、成立于2017年8月新公司「NeU」。
基于多年积累的脑科学知识和技术，将在社会各领域开展以人为主的解决方案，并以脑科学的产业应用为目标。我们的脑科学贴近人，很重视认识人，
提高于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根据脑科学见识、提供一下解决方案以及检测机器。
・大脑锻炼・脑活动检测・大脑健康检查 ・压力管家/压力减少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大脑锻炼 →提高大脑认知功能，记忆，学习能力，集中力，创造力
・脑活动检测・大脑健康检查 →根据大脑活动量和问题的正确回答率“脑转速度”“注意力”“记忆力”进行评分。
・压力管家/压力减少 →通过测量默认模式网络的状态来支持减压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北京，上海，深圳已有销售代理店。
并不是要增加代理点，希望要加强各地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设施以及培训班
我们产品经过大脑锻炼会提高大脑认知功能。经过我们的脑锻炼会提高MMSE的成绩，
对学生会提高记忆力以及集中力等。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司町2-2 新仓大厦5F
連絡先（担当者） 水上 心悟
TEL +81-3-6260-9390
EMAIL shingo.mizukami@neu-bra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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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超短波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日本伊藤超短波株式会社成立于1916年，作为理疗设备的先驱，距今已有100年的历史。自创始人伊藤健二自主研究理疗并开发出日本第一台超短波
治疗仪以来，我们开发了大量理疗产品。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关注设备的性能和安全性，还致力于比其他任何地方更早地建立 EBM（循证医学）。
EBM对于现代医疗设备制造商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结合较高的可靠性和技术能力，伊藤超短波治疗仪广泛用于医疗和运动领域的专业治疗。在家庭
类产品的领域，我们在日本也提供了大众可以安心使用的有效的理疗产品。同时我们也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因此“ITO”品牌在海外也逐渐也有自己
的一席之地。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理疗仪（家庭用的超短波治疗仪等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目前为止在中国仅有销售医疗用的理疗仪（超声波，超短波，电刺激，牵引等等），用于康复科以及体育方面。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为止，本社在上海有几家代理商在经营本社医疗用的理疗仪器。今后本社会在家庭用理疗仪器以及美容类产品上加大投入，为中国开发新的家
庭用理疗仪。目前在寻找可以合作的代理商。

希望对接内容
对老年人专用的家庭类理疗产品感兴趣的代理商

日本埼玉县川口市荣町3-1-8
王俊强
+81-48-254-1031
Sy.oh@itolator.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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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贵康复器材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1965年设立株式会社三贵工业所。2016年公司名变更为株式会社三贵控股。
总公司所在地：愛知県名古屋市南区豊三丁目38番10号
集团公司：日本、中国、韩国、越南 共计8个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区兴荣路1255号
URL: https://www.china-miki.com

主要产品及服务
轮椅及护理用品的制造，批发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2002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市嘉定区开始生产轮椅。2003年开始在中国国内批发销售轮椅及护理用品。2012年成立三贵康复器材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并将其法人化。到现在为止铝制高品质轮椅以“MIKI EX”品牌进行销售中。电动轮椅也从2020年开始销售。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销售对象有护理用品专卖店、OTC、医院、养老设施、专门的租赁公司等。还有销售给全国残疾人联合会。总公司设在上海市嘉定区，销售事务所
设在大连、北京、上海、广州等4个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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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鹰野商贸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日本鹰野株式会社成立于1953 年。以制造弹簧创业之后，开展办公椅事业。更扩大事业范围到电子关联的事业，医疗及福祉用品等。希望老年人，
残疾人通过使用我们的产品，能改善生活的便利性，增加生活的幸福感。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健康福祉部门，主要是开发、生产、销售关于“移动”“ 移乘”“ 姿势保持”的系列福祉产品。我们秉持安心，安全的宗旨，提供给适合消费者的
方案及服务。
主要产品有，预防褥疮的坐垫，支撑垫，移乘布垫 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主要销售坐垫及移乘用品，另外计划推出更多新产品，如助行车和儿童用姿势保持椅等。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上海鹰野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 年。办公椅和检查装置以外，正在致力于坐垫等福祉用品的销售。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把更多日本的好产品在中国市场推出。

希望对接内容
寻找对养老产品感兴趣的代理商，开拓全国代理商，开展全国销售。

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83号1101室
李卓艳
15026572107 / 021-62368661
takuen.li@takano-net.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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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永福利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松永制作所于1974年在岐阜县养老郡创立，开始轮椅的制造销售。1998年成立东京营业所。
2001年在上海成立松永福利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2014年在泰国成立销售办事处。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轮椅、助行器、拐杖、入浴辅助器具、担架系列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NEXT CORE系列、MH-CR3D产品搭载“3D立体座垫”，为脑部受损者提供“舒适稳定的使用”；
全树脂轮椅morph产品有助于障碍者顺利在机场通过安检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松永福利器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金山区开展制造于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
寻找高档养老院、各大医院的神经脑外科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林盛路328号
周健
(021)5723-5229
sh.sales@Matsunaga-w.cn

商品・サービスの写真をこちらに貼り付け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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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设立年 1948年
总公司所在地 日本国大阪府大阪市

日本国内事业概要
住宅用建筑材料，家装材料，建材等的销售。
住宅建筑材料，建材五金的开发销售。
面向地产开发商的住宅五金材料销售。
面向老年人自立的住宅改建用品和辅助日常生活的福祉用具开发，销售。
面向DIY市场的各种建筑五金，日用品销售。
Fast Reform网站运营，面向施工人员的网络零售。
海外进出口业务。

海外业务
与中国，台湾，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厂家合作开发，生产我司自有品牌商品。
2016年开始面向中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销售扶手，五金配件，各种福祉用品。
我司产品有多次被中国地方政府的适老改造示范项目采用的经验。
2022年开始我司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开拓新市场。

松六株式会社

主要产品及服务
我司的产品线覆盖室内，室外各种可能环境。
端头配件品种丰富可以应对各种住宅环境。
我司执行高于日本行业标准的质量标准，以保障消费者的安心使用。
另外因为我司前身是商社除了自有品牌之外，也有代理例如斜坡板等其他福祉厂家商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我司主要与华南地区厂家合作开发生产自有品牌商品。
在北京，上海拥有合作伙伴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
希望今后能与更多地区的伙伴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市场。

希望对接内容

拥有进口执照，能够理解我司产品施工方法的福祉用品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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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我们公司成立于1967年，总部设在日本爱知县。主要业务是小型按摩器的生产和销售，OEM代工等。我们在日本国内有销售网，也有出口实绩，
主要出口地；法国，澳大利亚等。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强力小型按摩器，强力足底按摩器，手提按摩器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使用时，按摩器的振动不易传到手部，所以减少使用者的负担，按摩效果极佳
・适合于老人护理和病前护理，康复效果甚大
・在康复和介护现场使用，可以缩短时间
・也可以用于家庭私人场合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由于我们是初次面向中国市场，所以尚未设立相应的推销代理店和进口代理店，目前我们正在征寻合作伙伴。

希望对接内容
・寻找中国当地的推销代理店和进口代理店
・寻找面向疗养院及医院的推销批发商

日本
田中アリョーナ
+8152-896-8155
Intl.head@teranishi.co.jp

TERANISHI SHOJI CO.,LTD40



丸菱工业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丸菱工业株式会社自1964年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一直生产有卓越安全性和功能
的汽车座椅。现今，我们也利用我们在汽车座椅制造中培育的技术，致力于与汽车
完全不同的产品设计和开发。我们制造椅子和坐垫等产品。当您使用时，可以保持
正确坐姿并且感受到由汽车座椅制造技术所支持的健康生活。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护理座椅，轮椅坐垫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斯珀特座椅：帮助老年人保持姿势的座椅。具有卓越体压分散性的立体座面。
由于坐时重量被分散，减轻压迫感，久坐也不易感到疲劳，坐着时可以保持身体的
稳定性。可调节座椅高度，身材矮小的使用者也可以达到脚着地的效果。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状：活动于越境电子商务领域，将开拓更多平台（自2021年6月）

希望对接内容
有代理护理福利产品，保健用品，日本商品，儿童用品等意向的经销商

爱知县小牧市本庄1251番地3
宫原昭浩
0567-79-9427
amiyahara@marubishi-industry.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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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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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古农农场银塘工业区
联系人: 余惠兰
TEL： 13960101170
E-mail: yuhuilan@leatai.cn

主要产品及服务
手动轮椅生产・销售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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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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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对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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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河村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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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山下

企业概要

成立时间： 1963年
员工人数：2680名(2020年）
公司地址：静冈县静冈市
海外：中国上海

主要产品及服务

康复辅具租赁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现在被上海市民政局指定为服务商，开展民政局康复辅具租赁补贴政策下的辅具租赁业务以及适老化改造业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面向全国寻求能开展康复辅具租赁和适老化改造业务的合作伙伴。

希望对接内容

康复辅具租赁业务

地址：东京都港区三田1-4-28 三天国际大厦22层
連絡先（担当者） : 木又 起虎
TEL：07024984094
EMAIL：kimata.kiko@yco.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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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SHID集团成立于1997年，自创立以来致力于健康产业，旗下拥有五家公司，株式会社えみの和、株式会社トップラン、株式会社クリッバ
ー、株式会社日本スクラム会、えみの和香港、经营内容涉及健身器材、保健食品、康复医疗、养老等行业。其中，株式会社TOPRUN成
立于2000年，是SHID集团旗下致力于居家养老及医疗器械的开发制造及销售的公司。本公司总部设立在日本福冈，在东京、大阪、香港、
上海等地设有营业所。与日本大型健身房、康复理疗中心、接骨院等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旗下产品在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
法国都有销售，深受各界专业人士喜爱。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以成为“引领健康生活的导航人”为目标，致力于健康产业。我们一直不
断的去挑战无限的可能，去创造梦想、追逐梦想、完成梦想，希望可以与您一同分享这份喜悦。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家用医疗器械、护腰辅助器具，美容器械、还原净水器等的开发、制造和批发及后期维护业务 护理业务 进出口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低频治疗仪（Maxon Gear）的效果和特点
・预防麻痹肌肉萎缩・缓解肩膀僵硬・按摩效果・ 促进血液循环 ・ 缓解肌肉疼痛、恢复疲劳 ・ 缓解神经痛
我们可为中国的老年人做出的贡献：
由于我们在不使用关节的情况下移动肌肉，因此我们可以在训练肌肉的同时改善血液流动并扩大关节的活动范围。 尤其是老年人，早上起床后，肌
肉僵硬，可作为跌倒的预防措施。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江苏、四川都有经销商，活跃于主要的养老相关行业，但未来我们正在努力开拓浙江和山东的市场。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在寻求在养老中心、疗养院、老年人体育馆等行业的合作伙伴。

福冈
曾宪丽（担当者）
08038715031
zengxianli@toprun-t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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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威尔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我司成立于1987年，以进口和销售食品，饮料原料为主的贸易公司。
目前的年销售额大约300忆日元，主要从事进口食品及饮料原材料和日本国内销售为主。
我司也从事其它产品的进出口业务，特别专注对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出口业务。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
一次性卫生 (1)洗发手套 (2)牙齿清理手指套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洗发手套

不用水，毛巾, 一次性。
只需摩擦即可除去污垢，保持头皮清洁。
因为手套形状，可以使劲擦到头皮。
配有柑橘提取物保持头发头皮康复。
不含酒精，防腐剂，刺激小，老年人用的放心。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该产品在日本纸的产地爱媛县生产。
我司是出口代理，从今年开始出口到中国。

希望对接内容
我司想和经销医疗护理用品等的批发商，EC网站的客户商谈。
另外，如有对日本护理产品方面有兴趣有要求的话，请随时告知。

日本东京都港区北青山1-2-3
董 佳宁
TEL ：81 3 5772 4490
EMAIL jianing_dong@owil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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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1963年成立，总部位于冈山县冈山市南区古新田1125 
・专注于护具等运动器官保护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的一体化公司。目前研发产品300余种，覆盖身体的各个部位，满足不同的阶段和需要。拥有
自己的R＆D研发中心，基于实验结果开发出有科学依据的有效产品。日本产，高品质，值得信赖，与十余个国家的海外企业长期稳定合作。

主要产品及服务
・品牌bonbone：护腰，护膝等适老化护具
・品牌DARWING：康复训练产品，劳力轻减产品，运动用压缩衣护具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产品例子：省力护腰「Pro Hard」
・主推特点：产品使用滑轮原理，节省75%的力度即可轻松拉进。力气小的老人用起来也方便有效！
内含6条支柱，很好的支撑固定腰部。腹部带子窄，坐立也舒服。透气网格材质，防滑素材，不易滑窜。背部有口袋，可以放入热帖等人性化设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情况：在北京有一家bonbone品牌总代理

・今后计划：寻找地域代理商，销售商。作为伙伴，共同努力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在中国地区的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寻找有以下（任意）渠道的合作伙伴
・医院，诊所，药店等医疗渠道
・养老院，看护中心，康复训练中心等
・运动用品店，百货店等

Daiya Industry Co., Ltd.

护腰 护膝 握力手套 压缩裤 劳力轻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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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板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板桥贸易株式会社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综合贸易公司，主要从事医疗机械设备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咨询业务以及保健食品的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大
连板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为中国独资子公司。
本次会议，我司作为中国总代理商，为日本原产IBeir系列保健品寻求志同道合的销售代理商。
IBeir系列保健品旨在更精准的补充，满足30岁、40岁和50岁男性和女性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求，并在2021年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备案认证。 在“精准
补充”这一细分领域中，是中国市场唯一进口并获得中国政府认证的营养素补充剂。

主要产品及服务
爱苾奥营养素补充剂系列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IBeir®（爱苾奥）系列产品原产自日本，是一款特别针对于30，40，50岁年龄段的男性及女性设计的营养素补充剂。产品参考了中日两国官方提供的
营养数据，特别提出“精准补充”的概念，为不同年龄的男女性添加了4~5种不同的关键营养素，确保每日营养所需。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业务开展中的城市：大连市
今后的计划
1.全国代理商的开展
2.全国百强连锁药店，商超等渠道的开展

希望对接内容
1.招商业务：招募全国各地区代理商
2.合作业务：连锁药店，商超等渠道的合作人

商品・サービスの写真をこちらに貼り付けてください

地址：中国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申贸大厦18楼47



大王（南通）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大王(南通)
企业名：大王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 工厂所在地：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盛大道66号 (销售办公室在上海分公司)
※我司成立于2012年、今年迎来了成立10周年。我司是总社位于东京的大王制纸㈱的全资中国子公司、以亚洲为中心在世界各国开展业务。

主要产品及服务
品牌名为”安托”主要销售成人纸尿裤。
※基本都通过代理商进行业务往来。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我司以在日本拥有超高市场占有率的成人纸尿裤”安托”的技术力量和经验为基础，在中国的成人纸尿裤市场开展商品开发。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
中国、以高品质为基础，为纸尿裤使用者及其家人提供更好的护理生活而开展业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司成人纸尿裤“安托”在北京市/上海市/大连市/青岛市/苏州市等中国各地及天猫，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均有销售。此外，2021年还实施了重庆
市的政府采购项目、在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中国市场开展业务，以及达成销售增长。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与中国各地的销售门店、养老相关的产业(养老院/日照中心/护理用品店/医疗器械店等)客户进行商谈。另外、希望与上述客户进行业务往来的
代理商(经销商)、以及进行养老相关市场数据和情报整理的企业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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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icoschiba

企业概要
成立年份：千叶营业所2018年
总部所在地：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松波3-18-4 260-0044
日本基地的业务概况：综合制造商 Hilcos 批发和零售
主要用于沙龙美容产品睫毛延长胶去除剂
源于护肤源于生活方式的理念
我们为保健品提供全面的支持。
海外扩张：
产品销售业绩 澳大利亚、越南、韩国、荷兰、美国、菲律宾

地址:千叶县千叶市中央区松波市1-13-11-101
联系人:蒼井千恵
TEL：+81 90 3540 5891
E-mail:info@helcos.shop

主要产品及服务
除臭袜、压缩袜、骨盆带、【长期护理油巾、洁面水】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 使用强力除臭线的袜子可在15 秒内消除异味。
它具有支撑功能，让您的双腿更轻松，因此非常适合步行！
● 所有与皮肤接触的部分都是棉质的！
建议有肿胀症状的人使用压缩袜。
我在研究不痒的纤维,不疼的压力。
● 擦拭乳液是一种无需用水冲洗的亲肤乳液。 它还含有保湿成分。
不使用酒精或动物成分。
● 卸妆水是属于化妆品的碱性水。
即使放入口中也可以放心的碱性水平。
可以放心地将油提起和清洗。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有些供应商在在线购物网站上销售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像似我们公司的假货
也出来了，但这些中国销售商不是直接从我们那里进口的。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购买
买卖产品的商人。
购买和使用产品的沙龙、长期护理设施、体育馆和医院。***

CLEANSING WATER
Ajn  products do NOT include an im al m ater ia l, ethanol, syn thesized arom atic, paraben  and syn thesized color ing .

1

【 Nam e of p roduct】 Clearna W ater pH

【 Usag e】 Cleansing  w ater

【 Am ount】 100m L / 500m L / 1000m L

【 Country of m anufacture】 Japan

【 Ing red ients】

w ater 

(an tisep tic and  alcohol are not included .)

Firm ly rem oves sebum !

VERSATILE CLEANSING W ATER 

FOR EVERY BODY PART!

　 “Clearna W ater pH” fir

m

l y remo ves ma keup lef tover

 after cleansing , soap scum  and sebum  after w ash ing  hair. 

It is alkaline ion ized  water (pH11.0 above) w ithout 

antiseptic, coloring  and  arom atic. It is g entle to skin since

 it neutralizes w hen used . This is because w e sincerely

 recom m end th is p roduct to everyone, reg ard less of one’ s 

skin cond ition . Especially recom m ended for those w ho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oily skin or sticky sebum . It cou ld  

be used before attaching  Henna (our p roduct nam ed

 Hennakam i).

NEW  COMMON SENSE FOR SKIN CARE

HOW  TO USE:

After 

facial cleansing

After 
body soap

After sham poo

Before 
dyeing  hair
w ith Henna
(Hennakam i etc.)

Oicle

↓

Clearna Soap

Ajn Soap

↓

Clearna W ater pH

↓10 sec. later

Rinse w ith room  tem perature-
 or tep id  w ater.

Arujan harcle(cleansing  sham poo)

Arujan Before(cleansing  sham poo)

↓

Cleatna W ater pH

↓10 sec. later

Rinse w ith room  tem perature- or tep id

 w ater.

harcle(Hair oil clansing )

↓

Arujan harcle (cleansing  sham poo)

Arujan Before(cleansing  sham poo)

↓

Clearna W ater pH

↓10 sec. later

Rinse w ith room  tem perature- or tep id

 w ater.

　 Carefully rem ove m akeup leftover, 

soap scum , sebum  and stains.

   Availab le for w herever you are w orried  

about, such as the back of neck or ears, 

arm p its, toes…etc. Especially g ood for

 rem oving  sebum  and sw eat before facial 

w ashing  every m orn ing , or w hen taking  a

 bath .

　 Rem oves soap scum , sebum  and left 

stains.

(However, it does not g et rid  of silicon 

and  w ax.)

   Availab le before dyeing  hair w ith Henna. 

After m assag ing  w ith harcle, rinse w ith 

“Arujan Before” or “Arujan harcle” , 

then app ly Clearna W ater pH. 

HP: https://www .helcos.info/

全部在日本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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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o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企业概要
■ 商品名：Hoko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 成立时间：1950 年 4 月 1 日 ■ 成立时间：1960 年 7 月 1 日 ■ 资本金：4800 万日元 ■ 营业执照：
医药制造和销售业、非医药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制造、医疗器械制造和销售/制造、化妆品制造和销售/制造、批发销售 ■ 制造/销售：通用药品/非药
品/医疗器械 化妆品、保健食品、健康相关产品等 ■ 合同制造业：化妆品、保健食

主要产品及服务
老年人保健品和化妆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世界正在迅速老齡化。日本總人口的 29.1% 為 65 歲或以上。日本約有 30% 的人口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這是世界上老齡化率最高的國家。我們的
產品是為老齡化社會規劃、開發和銷售的。我們通過日本各地深受老年人信賴的藥店和藥店銷售我們的產品。擁有70多年的歷史，我們提供解決老
年人健康問題的產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在中國沒有業務發展。我想在中國銷售日本製造的 OEM 產品。

希望对接内容
我們想與一家在日本藥店銷售我們的膳食補充劑的公司或一家想要開發 OEM 產品的公司進行業務洽談。

50



HP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公司名称：HP Co., Ltd.
代表：松本久美子
地址：埼玉县埼玉市北区宫原町4-21-1 331-0812
电话：048-661-8088
传真：048-651-7687
成立时间：2000 年 7 月
注册资金：1000万日元
员工：10人

主要产品及服务
假发企画/贩卖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本公司的产品最大特点为：使用日本最新技术研发的最高级耐高温纤维蛋白丝。1、产品轻薄，佩戴超级简单可以抵御强风。2、发丝纤细柔软，
手感超级细腻。3、光泽度超级自然，要比真人发产品更加的逼真顺滑。欢迎您关注来自日本国“高品质低价格”的最新技术生产的假发产品。
本公司的经营理念为：美丽丛头开始、元气丛头开始、笑容丛头开始。本公司的产品最大特点为：使用日本最新技术研发的最高级耐高温纤维蛋
白丝。1、产品轻薄，佩戴超级简单可以抵御强风。2、发丝纤细柔软，手感超级细腻。3、光泽度超级自然，要比真人发产品更加的逼真顺滑。
欢迎您关注来自日本国“高品质低价格”的最新技术生产的假发产品。本公司的经营理念为：美丽丛头开始、元气丛头开始、笑容丛头开始。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在中国有自营公司。

希望对接内容
招募代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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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UN CO.,LTD

企业概要
成立时间：2010年
总部地址：大阪市港区波除5丁目10番8号
事业概要：牙刷的制造和销售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牙周护理滚牙刷（牙刷+口腔护理）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近年来，老年人口腔护理成为社会问题。据说，几乎所有老年人设施中的人都
患有牙周病，这是缩短健康预期寿命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传统的摩擦型
牙刷难以去除牙菌斑，刷牙3分钟后平均会产生约40%的残留牙菌斑。
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很难在不留下残留牙菌斑的情况下进行口腔护理。
最近，由于无法正确刷牙以抑制冠状病毒的飞沫感染，情况变得更糟。
我们的滚轮式牙刷拥有16,000支牙刷，比普通牙刷大20倍左右，无需摩擦即可
滚动去除牙菌斑，即使是老年人也能轻松打理。此外，它是最适合牙周病预防和
飞沫感染控制的牙刷，在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的临床试验中被认为具有去除牙菌斑的作用。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希望利用在牙周护理滚牙刷的制造和销售中积累的 10 年经验，开展活动，
要求在老年人设施中积极利用。为此，我们希望与可以进行测试、在现场实际
使用和演示的老年人设施合作，并增加老年人设施的采用率。

希望对接内容
我想找到一个可以继续在老年人设施中使用它的商业伙伴。
在决定试用该产品后，我想派遣一名演示人员并进行如何使用它的讲座。

日本大阪市港区波除5丁目10番8号
連絡先（担当者） 林 伸彦／林 明華／陳 碧華
TEL 06-6584-3234
EMAIL order@kuru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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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开米表面技术成立于1957年，主要从事工业用表面处理药品的开发销售，以及面向一般消费者的环保型清洁除菌剂的开发销售。本社位于
千叶县浦安市，另在千叶县东金市建有工厂，东海及九州地区各设置有营业所。另外，我司在印度尼西亚及越南均有合资公司。

主要产品及服务
除菌清洁剂「Clean Shu! Shu!」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本公司产品从1996年开始在日本销售，是由纯水电解而成的「除菌清洁的100%碱性离子水」。
①100%碱性离子水，不需二次擦拭，打扫卫生更轻松。残余液体如水一样蒸发，高龄者也能放心使用。
②去污的同时，还能除菌，除臭。在日本已有很多老人院、保育园引入了该产品。
③不含酒精，不含碱性药品，不含表面活性剂，对人体无刺激，且不会污染环境。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通过中国本地的代理商，进行网上销售。今后除了一般的销售渠道外，希望扩大业务用的销售渠道，增加各种行业的代理商。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与有代理销售日本产品经验的公司洽谈。

株式会社开米表面技术53



企业概要
本公司于1962年成立，今年迎来了公司成立60周年。
本部位于具有【造纸业之乡】之称的四国中央市，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也有分公司。
在海外出口方面也长期进行着各种挑战与尝试，目前以泰国，越南，澳大利亚为中心进行多种商品出口的营业活动。

主要产品及服务
成人纸尿裤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秉着日本制造的优良品质，具有着柔软性，高吸收，贴身感，干爽等性质。
再加上儿茶素系列的商品具有去除由氨元素导致的异味的能力，这是其他公司所有没有的高性能产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以香港为中心，进行着成人纸尿裤的出口营业活动。
在中国大陆也尝试参加过出口的活动，但是没能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由于中国今后也会面临少子高龄化的问题，因此考虑再次挑战中国的市场。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能够找到以成人纸尿裤为起点，从而衍生到面向高龄人群的商品的销售代理店。
然后，希望能够向对产品品质有着较高要求的高级养老福利设施进行产品宣传，所以也非常欢迎
设施经营等相关公司的商谈。

纸商事株式会社54



企业概要
安顾宜成人纸尿裤由日本制纸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日本制纸珂蕾亚公司出品。珂蕾亚公司成立于1963年，是日本生活用纸行业的领航者，专注于个
人健康护理和失禁护理领域。1988年，珂蕾亚公司在日本首次发售成人用纸尿裤，面向有失禁护理需求的高龄老人群提供舒适，安心，高品质的纸
尿裤产品。让高龄老人健康舒适的度过每一天是安顾宜产品不变的宗旨。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安顾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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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垫等等。在华销售的纸尿裤产品种类丰富，可以
满足不同失禁人群的日常需求。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安顾宜成人纸尿裤采用优质原材料，不仅棉柔舒适，而且吸收效果好，吸收量大。产品采用纳米技术原材料，使其拥有抑菌抑味的效果，减缓了纸
尿裤使用者由于异味引起的尴尬，让穿戴体验和居住环境更加舒适。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日本制纸集团的在华业务通过旗下100%子公司日纸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进行。安顾宜纸尿裤目前在中国各地区寻找合作伙伴，代理商，经
销商。欢迎有兴趣的企业咨询洽谈。

希望对接内容
安顾宜希望与专注养老产业的公司合作，扩大安顾宜成人纸尿裤在中国的业务范围，为中国的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成人纸尿裤，让老年人舒适的度过
每一天。

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号虹桥南丰城B栋18楼

陈 宇鑫
021-60471487
chenyuxin@npi-cn.com

日本制纸集团55



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 斯美乐（1977年6月成立） 是擅长提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食品、生活用品、健康用品、护理产品等)和服务的商社。
从采购到物流的综合管理，与顾客共同研发商品等，运用敝公司所具有的功能开展商务活动。

地址:
联系人: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主要产品：固体飲料(增稠食品)、口腔护理产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固体飲料(增稠食品) ：吞咽能力下降的老年人更容易发生误吸。特别是，据说饮料和粥等是容易呛到的食品，摄取时需要下功夫。

调节粘稠的食品是可以简单地在被认为容易呛到的饮料和粥等上添加粘度的食品，支持高龄者的饮食。

口腔护理产品「Pikaspo 」：近年来，口腔环境与老年人的全身健康密切相关的情况逐渐明了。不仅是为了牙齿和牙龈，也是预防全身疾病、维持
和提高全身健康状态的护理。Pikaspo是一种结合了海绵刷和笔灯的工具，用于牙龈和粘膜护理，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口腔护理。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它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护理服务提供商，并将其出售给护理服务用户。
(没有进出口许可证的企业也可在敝公司办理)

希望对接内容
护理事业者
销售护理产品和医疗产品的经销商

東京都江东区潮见2-8-10潮见SIF大厦
佐川
sagawa-h@smilecorp.co.jp

株式会社 斯美乐56



企业概要
成立日期：2005年6月 总部：日本福井县
服装（内衣、粉底等）， 保健食品（功能性保健食品等）、美容产品（化妆品、肥皂、美容产品等）
的企划、制造、销售、主要关联企业的产品出口、海外交易

地址: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通用医疗器械“袜子”、燃烧支撑顶部和短底部、女性体型服装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使用具有远红外线效果的光电子 ® 纤维。通过改善血液流动，预计将以健康的方式改善新陈代谢。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出口/海外销售代表，
有销售代理

希望对接内容
医疗用品批发公司、服装批发商、销售公司、美容美发连锁店、美容产品批发公司、网购公司、健身俱乐部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太白北路一号盛世太白五单元2007室
郭剑辉
18691553788
guojianhui20180918@gmail.com

SPLENDEUR Co.,Ltd.57



株式会社冈部洋食器制作所

企业概要
敝公司成立于1954年，公司总部以及工厂的所在地是日本新泻燕市，这里是世界知名金属加工中心。我们的使命是把在日本制造的可以让使用者安
心・安全的餐具，提供给日本本地客人以及海外客人。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主要产品分类是辅助餐食的勺子以及叉子，在日本多销售于养老院机构以及百货商店，主要特点是功能性餐具，以便于使用者更方便的自主・独立
饮食。其特点主要是材质是天然硅胶，然后在使用时可以绕手弯曲以便于使用者更能方便的自主 ・独立饮食。让这些小小的餐具使吃饭变成大大的
快乐，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儿。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硅胶勺子、硅胶叉子、不锈钢餐勺、不锈钢餐叉、蔬果捣碎器、水杯、舌苔清洁等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在募集中符合敝公司以及贵公司未来规划新的代理店

希望对接内容
面向养老机构用餐具为主的采购商社，贸易公司，以及销售百货商店。

日本国新潟县燕市小池3633-2
冈部 高文
+81-256-63-9101
okabe@ginzado.n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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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月优丽奇（苏州）空间装饰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sangetsu创立于日本嘉永年间（1849年），至今已有170余年历史。是日本极具代表性的室内装饰材料商品批发商。总部设立于日本名古屋，在日
本国内设有北海道、東北、東京、北関東、中部、関西、中国四国、九州等8个分公司。在仙台、品川、名古屋、金沢、大阪、岡山、広島、福岡、
沖縄等设有9个展示厅。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第1部，名古屋证券交易所第1部上市公司，2018年度营业额1,604亿日元（约107亿人民币）。设有中国，
美国，新加坡等海外营业据点。通过面向全球的服务，提供先进、环保的建筑材料，优化居住坏境。

主要产品及服务
壁纸、地板、窗帘、椅子面料等，所有室内装修材料。

在中国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sangetsu提供原创壁纸、地板、窗帘、椅子面料等，所有室内装修材料的供应服务。销售给住宅、大型商业地产的开发商、设计师事务所、室内装
潢门店、建材公司。12,000种以上琳琅满目的商品在日本全国8个配送中心都有库存，实现对客户的迅速配送。将高品质的商品以最合适的价格，通
过经高水平培训且具备丰富知识的员工，以最优质的服务面向客户是我们公司的基本理念。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希望运用日本多年医疗养老项目的成功经验，提供环保、适老的室内建材产品，提高国内医疗、养老项目的建造水平。为高龄人士创造科学、环
保的室内空间。

希望对接内容
1、希望向医疗养老案件的业主进行内装空间的提案和介绍功能性产品。2、希望增加能施工并且销售我司产品的经销商。

所在地：中国·上海
总 部：日本·名古屋59



株式会社IAO竹田设计
地址 武汉市江汉区常青路47号恒大中心12F
联系人： 王 晖
TEL： 027-8574-0009
Email： iaowh@iao.com.cn

创立于1976年的株式会社IAO竹田设计，公司在大阪· 东京· 名古屋· 高松· 神户设有设计事务所，业务涉及城市规划、集合住宅、养老医疗福祉设施、写字楼商
业设施、城市酒店及休闲度假酒店、教育设施、景观设计等广大范围的业务设计。近十年来集合住宅设计业务量稳居日本第一名，老人福祉设施设计进入日本
前十名，并于1994年合资成立首家中外合资甲级建筑设计院—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企业介绍

城市规划、集合住宅、养老医疗福祉设施、写字楼商业设施、城市酒店及休闲度假酒店、教育设施、景观设计等广大范围的业务设计。同时本公司的直属子公
司株式会社IAO城市计画是从事不动产，城市设施，高龄者福祉设施,旅游设施等的调查策划及可行性研究的工作的专 门公司。

主要产品及服务

本公司近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将日本康养设计的经验与中国的康养设计相结合，进行了研究和设计。同时、武汉东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是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原武汉市建筑设计院）与株式会社IAO竹田设计合资，国家建设部1994年批准成立的湖北省首家中外合资甲级建筑设计企业。东艺建筑设计从事规划、建筑
设计及工程咨询服务工作。目前设有规划、建筑、景观、结构、强弱电、给水排水、采暖通风、建筑经济各专业。主要并擅长做中高档居住建筑、城市综合体、
教育文化公建设计，坚持做精做专，提供精细化全过程设计服务。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与老人福祉设施相关联的所有建筑设计、
园林景观设计、室内设计、设计咨询、
设计监理等业务的对接与洽谈工作。

希望对接内容

根据市场需求，在社会养老、居家养老、硬件设施、软件配套等方面提供四个方面的产品。1，建设不同类型的设施以符合不同需求阶段的老年人生活环境；2，
对老年人所居住的房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造以符合不同需求阶段的生活环境；3，对老年人日益衰退的活动和自理能力提供协助；4，对入住及外来老年人提供
全方位的生活及心理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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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日建住宅设计

企业概要
日建住宅设计是由世界最大规模之一的日建设计分拆出来，于1970年独立成社的一家专门从事集合住宅设

施设计的设计事务所。 我们拥有丰富的养老设施的设计经验，并在海外以日建集团的身份，在上海、北京、

大连、成都、首尔、河内、胡志明、新加坡、曼谷、迪拜、 利雅得、莫斯科和巴塞罗那等城市和地区设立

了办事处，并通过世界各地的项目交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及咨询业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日建住宅设计的优势在于，用50年来以“居住”为核心的丰富经验及视角来进行设计。根据不同的项目来

组建建筑师、设计师、工程师、规划师、 顾问等专家团队，并根据各自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反复循证讨论，

确保为客户提供最优方案。

我们不仅在集合住宅、养老设施、酒店、学生宿舍、公司宿舍等福利设施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与集

合住宅设施相关的多用途和需要特殊技术支持的项目，我们也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傲人的业绩。

在日本国内，我们以为数不多的运营公司及开发商为客户，已经累计了约40栋养老设施的设计业绩。 通过

和开发商及运营商的共同合作，为这些项目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值。

我们认为，养老设施不仅仅是具有护理功能的设施， 更是让入住的老年人能够安全舒适地享受余生的

“家”。

基于多年在住宅设计领域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在设计养老设施时，尽量减少它的设施感， 而是从更加

温馨的“家”的角度来进行设计的。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日建集团自1995年正式进入中国以来，如今已经在上海，北京，大连，成都等地设点，并展开了设计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开发养老设施的投资方及运营方

东京都文京区后乐1丁目4番27号
于海涛 / YU HAI TAO
080-4089-4157
yu.haitao_nhs@nikken.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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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建阿美昵体（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茂名南路205号瑞金大厦2301室

URL http://daikenchina.com/
担当 李 强 li@daiken-sh.com

商号；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总公司；大阪市北区中之島三丁目2番4号 14F
创立年月日；1945年9月26日

企业介绍

室内门 收纳 地板

主要产品及服务

DAIKEN品牌在中国国内已建成100多个城市销售网络，并以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优秀的产品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活动了良好的口碑。
注重产品功能与质量的“室内门”。
具有单开门和移门的两种特性，能够进行独特的开关动作的开拉门。
可以将客厅等大空间暂时隔开的“L型隔断门”。
使室内的空间更加方便，且更加美观的“收纳”。
不仅考虑到居住后的健康，且细化到选用施工时胶水的“地板”。
这些正是我们想要推荐的产品。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

从2002年开始在浙江省宁波市生产室内门、收纳、地板。以“日本品质”为宗旨，
执着于五金件的强度和品质，并使用了顾及健康的材料进行产品的制造。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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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堀内制作所

企业概要
我公司创业于1980年，于2018年法人化。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电子电气设备印刷电路板的表面贴装与制造。基于多年的经验和技术，我们开发了
对人体无害的次世代的照明“CCFL抗菌灯”，保护人们的居家生活空间。在点灯的时候，会释放出“银离子”和产生“光触媒”的作用对空间进行
消毒和除臭。并且对冠状病毒的灭活作用也已经得到国际认证机关的实验认证。在日本国内及香港已有几十家代理经销商。

主要产品及服务
具有对空间进行杀菌消毒消臭且对人体健康无害的”CCFL抗菌灯”系列：灯泡，荧光灯管，嵌入式吸顶灯，棒状形灯管，卡车车厢灯等。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点灯的时候，能够产生银离子和光催化作用对一定空间的范围进行杀菌与除臭。如对健康有害的「大肠杆菌」，「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军团杆菌」等有害病菌。另外对于「新冠病毒」，「诺如病毒」，「流感病毒」等也能对其分解使其失去活性。对于难闻的气味以及长久的霉菌
等也有明显效果。对老年人的居住空间的卫生环境能够有很好的改善。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在香港已有销售实绩，经过JETRO与中国上海的2家公司进行了商谈并且送达了样品，今后希望扩大经销商规模，
提高知名度。

希望对接内容
家居设计，环境照明，以及医疗介护相关的设施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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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尾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00号10楼
URL ：https://www.ushio.com.cn/profile/index.html

企业介绍
牛尾集团成立于1964年,目前全球生产工厂14个,销售据点25个。牛尾贸
易(上海)是于2003年成立,由日本牛尾电机全额出资.

在中国开展的服务及产品介绍
牛尾上海主要负责Ushio集团企业所生产的光源产品及设备的进口（包
括代理销售日本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我们在半导体,电
子,影像,生命科学,医疗,环境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在中国业务开展情况
7年开始从事环境卫生领域的产品销售,为养老机构,医疗设施,办公室,教
育机构,工厂,店铺提供各类除臭,消毒,杀菌设备, 我们销售的产品国内外
拥有5000家客户以上.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机构,医院,教育机构设施的除臭,杀菌等环境对策.

空气净化器

除臭装置

臭氧杀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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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昵蓓乐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成立年）1976年。（总公司所在地）石川县金泽市（日本国内的事业内容）本公司将自己设计并且在国内工厂缝制的窗帘批发给日常生活装修用品
销售店、家具店、专卖店等。另外，对应建筑行业，包括壁纸、地板等建筑材料在内，我们也提供综合品类的提案（海外拓展）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拥
有缝制工厂，引进了日本的经验技术，生产品质高的窗帘。另外，从日本本土开拓面向世界，进行窗帘、墙壁材料、地板材料等室内装饰产品的销售。

地址:
联系人:
TEL：
E-mail:

主要产品及服务
窗帘、墙纸、地板、椅子蒙皮等室内装饰材料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可以提供针对老年人和看护人有用的功能及设计性高的室内装饰材料的提案〇除抗菌、抗病毒、防霉加工外，还提供低VOC规格的安心感商
品。 〇通过吸收冲击性和防滑功能，可以减轻跌倒的伤害。〇根据防止污垢的功能和不打蜡规格商品的推出，可以减轻维护的成本〇通过除臭、
隔热功能为舒适的生活做出贡献。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在中国的无锡有窗帘的缝制工厂，在上海有室内装饰材料的销售公司。上海的销售公司大致分为①窗帘专卖店的代理店业务、②向室内装饰行业的
公司的销售、③EC销售、④向建筑项目销售内部装修材料。今后，以扩大日本制造的功能性壁纸和地板材料的销路为目标。

希望对接内容
本公司销售所推出的商品是用于窗帘，窗饰材料、壁纸、地板材料（地毯和地胶）等装饰材料的相关商品。因此，希望与建筑相关的建筑业主、设计师、
建筑公司、室内装饰商社以及医疗、福利设施用品相关公司进行洽谈。

日本石川县金泽市凑1丁目15番地2
連絡先（担当者）: KOSUKE UKAWA
TEL :  +81-76-237-2911
EMAIL : k-ukawa@univers-ky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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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优跃达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成立年：2011年
北京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座12（11）层A1202室
公司简介：跃达养老服务管理系统是专门为机构打造的多元化养老管理云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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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及服务
跃达养老管理系统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全面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降低管理成本运营成本
2）辅助管理层随时全方位掌握老人信息，提升对老人的服务质量
3）给管理人员提供全面的，准确的，科学的决策依据
4）通过互联互通提升养老院的品质和用户体验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现在全国200多家机构在使用我们的系统，得到相当广泛的认可和好评，今后继
续努力争取助力更多的机构，社区.

希望对接内容
有关跃达养老管理系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A座12（11）层A1202室66



Liquid Design Systems, Inc.

企业概要
成立年份：2008年6月
总部位置：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2-3-4号
日本基地的业务概要：授权技术和利用我们的原创重要传感器技术开发产品。
海外发展：谈判技术许可协议

地址:
联系人:
TEL：

主要产品及服务
身体运动传感器 "护理log"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一个身体运动传感器，测量护理人员的离开信息、心率和呼吸率。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没有。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正在寻找中国的技术授权合作伙伴
敝司提供体征传感产品的核心部件
敝司将提供技术支持直至贵司实现投产

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2-3-4号
Shota Sato
0456200703
lds.sato.s@liquiddesign.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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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八幡物产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日本八幡物产株式会社成立于1975年，总部设在鸟取县米子市，是一家以电视购物销售健康食品和化妆品的公司。并于2011年1月于中国上海成立了
全资子公司上海雅爱多食品有限公司来销售健康食品和化妆品。

主要产品及服务
拥有60多种健康食品和10多种化妆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现阶段在中国以销售青汁产品为主。青汁是一款以大麦若叶为原料添加了益生菌的固体饮料，持续饮用可改善消化、维持肠道健康。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中国子公司设立于上海。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了日本产的青汁产品，在中国市场进行线下和线上的销售。今后计划以跨境ec方式销售日本总公司所
有产品。

希望对接内容
寻求健康食品行业的线下及线上合作企业
希望在日本进行健康食品OEM生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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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Network co.,LTD

企业概要
日本一部上市公司名糖産業株式会社在中国唯一的代理商，商标使用上，
主要业务为食品进出口

主要产品及服务
巧克力，糖果，固体冲饮，冰淇淋*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安全，安心，美味，健康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主要以华东地区的销售为主，今后希望开发华北，中部，西南，华南的
合作伙伴

希望对接内容
省级代理商

ゴ貼付69

主要经营： 食品，医薬，不動産
1，食 品： 巧克力，糖果，冲飲，果凍，布丁，冰激凌，蛋糕，调味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製造・販売。
2，医 药： 医薬品原料，医療用具臨床検査薬，動物用医薬品，食品用酵母，化粧品素材，家畜饲料，化成品的製造，販売。
3，不動産： 高尔夫球場的建设・经营，不動産租賃



企业概要
公司名称 Deila公司。 (英语：Deila.inc)   2019年2月5日成立
地点：东京都大田区南马込6-30-1
代表董事高木洋一郎

主要产品及务
抗衰老、与美容和健康有关的补充剂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由日本医生推荐的补充剂，只在日本的诊所出售。
...以解决中国的老年人问题。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该公司还没有扩展到中国。

希望对接内容
健康食品、抗衰老和美容公司

会社ロゴ貼付Deila公司70



恩納氢源

企业概要
・成立：2009年 ・总部：日本东京 ・经营活动：生产和销售营养食品原料和化妆品原料
・海外销售：台湾、韩国、中国

主要产品及服务
・富氢钙（富含氢气的健康食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2007年、氢气被发现対脑梗疾病有减少梗死面积、减轻后遗症的作用。日本政府干2016年11月将氢气吸入指定为先进医疗手段。
近年氢气医学研究发展迅猛、使氢气成为了最新的健康保护手段。我公司经多年专研、开发出以钙为载体富含氢气的「精制富氢钙」原料。
目的是通过饭食为人体供应氢气。
【富氢钙】含有众多氢气、能释放氢气摄入人体。効果长时间持续。在日本倍受医疗机构和运动员的青睐。
并且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和病人生活质量。体感快而明显。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设有中国总代理。在中国有生产线、可以代加工。

希望对接内容
可以代加工、贴牌。
适合中高年人群、健康管理行业、运动健身行业、美容美体行业、有销售渠道者。

会社ロゴ貼付71



宏信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主要产品及服务
健康食品（桑青汁，纳豆青汁，生姜黑糖，抹茶黑糖，减肥茶，利口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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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前，本司保健食品在中国各大商超及电商平台都有销售，疫情后产品被各大
平台下架，现在除冲绳酒类产品继续还在销售外，其它食品全部撤回了冲绳。
等疫情结束后，希望有机会再次出口到中国

希望对接内容
食品行业代理商，包括商超，便利店，电商等

商品・サービスの写真をこちらに貼り付けてください

本公司位于日本冲绳，主要经营冲绳健康食品和产品开发。主要有贸易，自营品
牌的研发和电商业务。贸易主要是向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出口以冲
绳健康食品和冲绳泡盛酒的业务；自营品牌有琉球公主，金礼堂等，产品包括青
汁系列，冲绳黑糖系列，泡盛酒系列等；电商业务以日本亚马逊等日本平台为主。

现代人容易摄取高糖脂，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而缺乏食物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由于缺乏食物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所以人体内无法完全分局糖
脂，脂肪和高蛋白，只能储蓄在体内，最终导致糖尿病，心脏病，脑溢血，肥胖症，过敏，癌症等疾病的出现。本司研发的健康食品就是补充人体最
易缺乏的植物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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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S.S.I

企业概要
S.S.I有限公司是日本领先的保健食品制造商和分销商。公司成立于1980年（営業譲渡2005年），旗下拥有[仙生露]和[SSI]品牌。 25年前，我们敏锐
地抓住了以健康为导向的市场需求，以自己的商标“仙生露”开发了免疫产品。产品涵盖各类人从免疫保健到关节，肠道，新陈代谢和眼部保健等。
目前旗下产品有出口到中国，香港，新加坡等。

主要产品及服务
仙生露，利康命（面向中老年人，提高免疫，以及心血管健康的健康食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产品：仙生露 / 特性：100%日本姬松茸、这款免疫产品自推出以来已有超过25年的历史，已被总计900万人使用（*根据制造商调查）。 仙生露在
日本、韩国和美国拥有多项功效专利，并具有丰富的论文背景证据。 我们希望把这款收日本中老年人欢迎的免疫产品，也介绍给中国，为中国中老
年人健康做贡献。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仙生露通过苏州医院和电话邮购等途径在中国销售，我们希望能进一步开拓其他地区和销售渠道。扩大销售范围。

希望对接内容
业务领域：保健食品、医疗保健品
合作行业：贸易公司、医院相关、养老院、会员销售、进口保健食品销售公司

我们希望能与一位已经在中国有销售保健食品或计划在销售保健食品的客户进行商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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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赛菈 有限公司

企业概要
地点 大阪市中央区野仁桥 2-4-12 
年成立1999年6月成立
事业内容：保健食品、化妆品的制造企划及销售
可小批量OEM，出口到约15个国家

主要产品及服务
酵素等老年人保健食品的制造、企划和销售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酵素饮品
含有106种发酵植物提取物。
◎ 180 年历史的老酒厂，使用天然酵母。
◎ 发酵陈化1000天以上（不加水）。
◎ 只使用冲绳产红糖，不使用白砂糖。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目前，我想确保一条通往中国大陆的销售路线。
因此，我正在寻找进口商。

希望对接内容
目前，我想确保一条通往中国大陆的销售路线。
因此，我正在寻找进口商。

地址： 大阪市中央区野仁桥 2-4-12 74 NIHON CEHLA , Co., Ltd.



OCO SPACE Co.,Ltd 東是株式会社

企业概要
成立：2015年2月23日、地址：广岛市佐伯区隅之浜1-31-101、
业务内容： 医疗，健康，美容，养老，国际贸易
中国连携企业：大连东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安心服务中国全土

主要产品及服务
碳酸温泉设备，水素生成设备，排泄物清洗处理设备。全套安心服务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当社的健康设备商品，也是基于面向养老产业的基础准备，碳酸温泉设备是简单安全的物理原理通过泡浴，足浴，清洗调和身体。水素水生成器随
时生成水素水，日常习惯性饮用水中的氢会调节肠胃调和身体。排泄物清洗处理设备是对卧床不起的人的排泄物简单干净贴心清洗护理。当社商品
深受养老设施和消费者认可。对于我们的健康·美容事业我们东是株式会社一直认真不含糊。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当社日本东是株式会社通过连携企业中国大连东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中国全国展开高品质服务。2017年起开始提供碳酸温泉设备和水素水生成
器至今，排泄物清洗处理设备正在向中国市场做提供准备。始终赤诚提供安全，安心的产品保障及高品质服务。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设施运营商，养老·健康用品供应商，养老·健康服务企业

水素水生成器

TOHZE

排泄物清洗处理设备碳酸温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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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 Union Inc. 

企业概要
・2016年7月在韩国成立，2019年5月在日本成立（目前总部在日本）。
・总部地址：东京都目黑区上目黑1-3-7号
・日本国内业务概况：日本业务概况："在医疗保健领域提供鼓舞人心的客户体验，创造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 宗旨致力于解决 "听觉 "领域社会问
题的全球初创企业，其愿景是 "通过在医疗保健领域提供鼓舞人心的客户体验，创造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
・海外办事处：Olive Union inc（韩国），Olive Union USA LLC（美国）

主要产品及服务
智能声音收集器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目前的助听器行业只覆盖了14%的听力损失者，其余86%的人由「于」担心高昂的价格费用及开始使用助听器需要花费近一个月的调整时间，大多
不使用助听器。与传统的助听器和声音采集器不同，我们处理的产品是智能声音采集器，其设计可与智能手机配合使用，将开始使用助听器的时间
从近一个月缩短成‘五分钟'。可以在APP上将声音自动调整为针对用户环境优化的声音。这项技术是其他任何公司都没有的，并得到了全世界的认
可，包括在世界最大的消费电子展CES 2020上获得创新奖。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本公司目前尚未在中国开展业务。
然而，考量未来中国对与耳朵有关的健康和医疗设备的需求将增加，对我们的产品的需求也将增长，因为这些产品可以在短时间内以相对较低的成
本为个人量身定做。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进行商务谈判的业务领域对象：医疗设备和耳机制造商、大众零售商的分销商、手机运营商、拥有大量重视 "健康管理 "的高级客户群的公司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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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公司所在地：邮编104-0032 日本东京都中央区八丁堀4-11-10 第2SS楼2F 
设立：2015年6月4日(从前身公司算起40年）
日本国内代理店：累计200家
国外代理店：泰国，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

主要产品及服务
1. 小型高浓度制氧机OXY’ZⅡ（制氧方式；RVSA方式、氧浓度.流量；约50%.2L/分、吸入方式；颈式吸氧管式吸入器）
2. 高浓度制氧机PSA3000（制氧方式；PSA方式、氧浓度.流量；HIGH模式约90%以上,3L/分.  LOW模式约60%以上,5L/分、吸入方式；颈式吸氧管式吸入器）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1. 小型高浓度制氧机OXY’ZⅡ

①商品规格 （业界最小，最轻量级！） 尺寸小于A４纸、重量2,6Kg、海外/国内两用(AC110V~220V)
②我们日常吸入的空气为原料、使用安全。空气中气体（氮气78%，氧气21%）分离方式。③简单更换制氧分子筛，随时可享受高浓度氧气。（专利产品！）

2. 高浓度制氧机PSA3000
①商品规格 HIGH模式：氧气浓度90%(流量３L/min)  LOW模式：氧气浓度60%(流量；5L/min)
②制氧机采用变压吸附（PSA）技术，拥有FDA认证医用级别。③2人可同时使用。④纤薄机身，箱包式外形。⑤二级拉杆设计，轻松移动到想要的地方。

随着年龄增加、生活习惯、居住环境的种种改变影响、引至吸氧不足、健康恶化。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1. 深圳，浙江地区有部品委托商。
2. 参加2022年 日中（大連市）健康産業交流会，与一社交涉成功。我司开发新产品部品已委托生产

希望对接内容
1. 我司产品中国销售代理商
2. 中国国内制造委托商

VIGO MEDICAL株式会社77



白象醫藥株式會社

企业概要
設立年份：1954年
本社：大阪市
海外子公司：泰國
主要業務：醫療耗材的製造、銷售及進出口。

主要产品及服务
成人紙尿布、口腔清潔保健產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高品質的照護用產品到中國市場。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敝司目前尚未有機會在中國開展照護產品的相關業務，希望能夠找到中國當地的代理店，在中國行銷我們的產品。

希望对接内容
希望能有機會跟從事照護產品進口的代理店介紹敝司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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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熱農園 jounetsu farm

企业概要
成立年份 2009
总部所在地山口县蜀南市
在日本的业务活动生物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海外业务泰国 (向护理相关公司销售除臭生物液体)

主要产品及服务
除臭剂生物液体
厕所的气味让你停下来喘口气。
含量200毫升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产品/服务描述/特点
消除尿液和粪便的气味，以至于停止呼吸。
由有机农场开发，以对抗bokashi肥料的强烈气味。
安全而持续地消除尿布和床单上持久而强烈的粪便和尿液的气味，使您不再为气味而担忧。
不再需要长期与异味作斗争，可以更有效地使用。
主要成分是一种食品来源的酶。在有儿童、孕妇和宠物的家庭中可以安全使用。
可以稀释的液体类型，所以起效快，经济实惠。
制造国：日本
成分：微生物生产的酶、发酵的酶、竹炭提取物、活性水。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过去曾五次参加在山口县下关市及其姐妹城市山东青岛举行的商务会议，进行研究并开发产品。目前正在考虑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销售。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希望与那些了解日本文化、日本美学和日本产品安全的公司，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可持续社会现实有高度认识的公司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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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长野集团

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长野集团，香港九龙2007年设立，2015年日本神户设立，兵库县神户市长田区官原通5-10长野大楼2楼

主要产品及服务
化妆品OEM,ODM，美佐代化妆品，林生榨酱油，锦酱油，赤梅姬梅酒，龟甲林干面，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施梵蒂化妆品线上线下一并推出，展会等也有推出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继续推广以施梵蒂化妆品为主的其他产品一并展会推广等批发，OEM，ODM业务

希望对接内容
化妆品推广，OEM，ODM等批发业务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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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TOMBOW

企业概要
株式会社TOMBOW（TOMBOW Co.，Ltd.）HP ： https://www.tombow.gr.jp/总部位于日本冈山县冈山市北区厚生町。是以校服和体育运动服为重点
的策划、生产和销售的服装公司。是日本制服服装行业销售第一的公司。冈山总公司和东京总公司两个总公司体制，加上全国的支店，共有10个销售
办事处。在冈山设有3个工厂、1个制服研发中心
公司成立 :1924年5月10日（创业于1876年）。集団销售额:401亿6,200万日元（2021年6月的年度末决算）。资本金:2亿6,187万日元。员工人数:
2,000名

主要产品及服务
从工作第一线诞生出来的“TOMBOW医护服”、可以产生安心感和信赖度的护理服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提供高质量、可以循环使用的的护理服。环境相应的色彩及款式，对工作効率和舒适度来考虑的材料性能・功能方面给与很好的评价的医护服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共同开发中国的护理服、医护服市场

希望对接内容
利用我公司的护理服、医护服品牌、技术力量来开创新的市场

81

https://www.tombow.gr.jp/


Triple W

企业概要
Triple W 使失禁患者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 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在东京和圣地亚哥设有办事处。 自 2017 年以来，DFree 的专利技术已在日本、
欧洲和美国的 500 多家高级护理机构中使用。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freeus.biz

主要产品及服务
DFree® - 世界上第一款可预测您何时需要去洗手间的可穿戴设备。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DFree® 是第一款可预测您何时需要去洗手间的可穿戴设备。 它主要为膀胱失控的老年人和残障人士设计，它会持续监测您的膀胱，并在需要上厕
所时及时向您的手机发送通知。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我们在中国还没有销售办事处，正在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 作为一种业务形式，我们正在考虑技术许可和建立合资企业。

希望对接内容
我们正在寻找一家公司作为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 特别是，我们正在寻找与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的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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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要
公司成立：2015年（三家子公司合并实际）
本社：東京都港区新橋6丁目17番21号 住友不動産御成門駅前ビル11F
业务内容：纤维，化学品，建材领域的商品买卖
海外法人：旭化成贸易泰国、旭化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杭州旭化成纺织有限公司、宁波宜阳宾霸纺织品有限公司
ASAHI KASEI ADVANCE VIETNAM CO., LTD.、ASAHI KASEI ADVANCE AMERICA, INC.

主要产品及服务
立体三明治：养老行业用床垫，坐垫和移位垫产品和相关联的面料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不闷热，透气性好，有体压分散功效，可以整个产品清洗并且速干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通过子公司旭化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进行上述产品的销售
另外，同时可以销售功能性纤维素材和塑料材料等所有产品

希望对接内容
养老用品销售代理商，养老院，养老用品的零售商和线上销售端
从事养老产品生产的相关厂家

旭化成贸易株式会社83



企业概要
公司成立日期：２０２１年
公司地址：〒276-0028千葉县八千代市村上１９４６-６４
日本国内主营项目：功能性护理用睡衣的加工和销售
国外市场的推广：计划明年推进

主要产品及服务
能减轻卧床不起的病人换衣服时的困难。可将换衣服的时间缩短到1/3。
「功能性需护理人使用的睡衣」是主打产品

在中国开展的产品及服务特点
①给卧床不起的病人换衣服时穿袖子是最费工夫的。我公司的睡衣能帮助病人很容易地穿上袖子。换衣服的时间可缩短到通常所需时间的1/3（存在
个人差异）。给病人穿衣服的人，和被传衣服的人都会比穿通常的衣服省事很多。设计样式既简单又美观，并能有效地解决穿衣难的问题。
②穿着舒服的100%的棉面料的双层纱布质地，内侧采用了「折叠缝纫（Fold-down sewing）」、缝线的缝隙不会接触到皮肤，穿上去很舒服。
③这个睡衣在日本国内已经注册了设计专利。（专利注册号：登録第1611350号）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有一部分产品正在通过日本的公司（代理商）在中国委托代加工生产。
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国内加工生产的。
今后的计划是将专利的权利许诺给生产企业。（一个国家只限定1家或2家公司）

希望对接内容
将「功效性需护理人使用的睡衣」的知识产权，一个国家有期限地许诺给1家或2家公司使用。
有感兴趣的话请跟我联络。

幸福美恵子株式会社 Happy Mieko®84



企业概要
神光株式会社成立于2018年，位于东京都港区。
本公司主要进出口医疗，介护用品，批发销售保健品，食品和酒类。
本公司一贯坚持优质产品质量和信誉合同，受到许多国内外合作公司的信任与好评。
http://shinko-xl.co.jp

主要产品及服务
β-NMN 助力永葆青春
提高新陈代谢，回复疲劳，预防生病，防止老化

在中国的事业开展情况（含今后开展情况）
通过这次参展，寻求代理商和合作伙伴，在中国国内扩展养生行业。
具体计划方案，参展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后再次研究。

希望对接内容
商谈销售形式，购买，运输，支付方式，以及OEM加工。

神光株式会社

β-NMN 助力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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