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式会社M-LINK控股

企业名称

北海道北見市美芳町5丁目2-13 M-LINK大厦2层

地址
TEL/FAX

0157-33-5900

E-mail

motomi@e-mlink.co.jp

成立时间

2002年

员工人数

305名(集团全体)

URL

http://www.e-mlink.co.jp/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行业

养老服务业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在北海道开展对老人（高龄），残废人，儿童的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机构。在蒙古开展JICA（国际协力机构）
的项目

0157-33-5899

本见研介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名称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非常适合在人少地广的北海道提供护理服务。我们可以提供针对从儿童，老人，残疾人
等各方面的，护理人员的软件教育程序和硬件设备技术。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给老人（高龄），残疾人提供护理服务时，需要认定护理程度，制定合适的护理计划。我们能提供护理认定的系统
和技术。
产
品
、
技
术

特点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认知症在不仅日本，而且在全世界愈来愈多，这表明高龄化在加快。日本有世界第一的护理认知症的技术。我们从
2002年开始从事护理认知症，有非常多可以提供的经验。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参考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价格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派出技术人员3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派出技术人员2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派出技术人员2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学校法人 北斗文化学园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室兰市中央町1丁目2番17号

TEL/FAX

0143-25-6600

E-mail

g.h.q@hokuto-bunka.ac.jp

成立时间

1941年4月

员工人数

50人(全职员工)

URL

http://www.hokuto-bunka.ac.jp/

法定代表人

理事长 泽田丰

行业

成立于1941年，是北海道胆振、日高地区唯一一所独有形态的学园。
开设了培养护理福祉师、社会福祉专员、保育师、幼教以及烹饪师的专业学校，并运营兼作实习
设施的两所幼儿园。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国内：本学园设立的“北海道福祉教育专门学校 职业实践专业课程 护理福祉学科”接受台湾
护理类大学在校生作为短期留学进修生前来学习。
国外：与台湾高雄市护理类大学“辅英科技大学”开展业务合作。为将日本的“介護”以
“KAIGO”形式在国外普及，实施人才培训。从日本派遣教师和学生（短期留学进修生）。

名称

0143-24-3313

①护理人才培养教育

①护理人才培养教育

产
品
、
技
术

特点

参考
价格

从需要护理的用户角度出发，针对提供护理“服
务”人员实施人才培训教育。为将科学的护理技术
以最佳状态提供给用户，系统地教授教育课程。
（针对用户身体护理、对家人的支持、与医疗机构
合作，实施培训培养人才。）学习年限为2年。（包
括入学前的日语教育课程在内，毕业共需3年时
间。）
除此之外，可根据协商，短期（几周至2、3个月）
实践性地学习“护理技术”、“护理服务提供理
论”等专业技术与知识。（根据日本在留资格的申
请情况，有的学生可能存在无法到校学习的情
况。）
上述“短期培训课程”一般在日本本校开设，也可
将教师派遣到中国，开设各类教学课程。

-

株式会社Octet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5条西11丁目16-1RAIZU北5条大厦605号

电话/传真

011-211-0996

邮箱地址

ichimiya@octet-sapporo.com

创建年份

2010年4月

员工人数

4名

网页

http://octet-sapporo.com

法人代表

一宫德明

业务种类

医疗器械销售业

011-200-4734

于日本国
内、国外的
主要业绩

①强效除菌除臭水

名称

ALPHA ZERO

②臭氧发生器（O3 PREMIUM）

①强效除菌除臭水 ALPHA ZERO

产
品
、
技
术

弱酸性次氯酸水通过使次氯酸钠水呈弱酸性而获取。
“ALPHA ZERO”则是借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次氯酸
消毒能力的“缓冲法”而生成。
本产品也能用于食品的消毒和清洁，其安全性被厚生
劳动省所认可。
•弱酸性次氯酸水具有与戊二醛、次氯酸钠相似的广
泛的消毒范围，对于耐药菌、病毒、由真菌导致的毒
素（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的分解，以及诺如病毒、
O157、沙门氏菌也是有效的。
•“ALPHA ZERO”通过缓冲法，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
次氯酸的效果。通过去除杂质的方法，同时兼备了次
氯酸原有的消毒能力和除臭力。

特征

②臭氧发生器（O3

PREMIUM）

等离子臭氧能够杀死空气中的细菌，以及分解病毒、
霉菌。
在日本，除了已被500多辆救护车采用之外，还广泛
用于酒店、车站、幼儿园、保育园、各学校设施、医
院、老年保健设施、宠物店、美容院、美发店、铁路
车辆、巴士等，由各种商业设施到一般家庭。
根据奈良县立医科大学的实证实验，证明了臭氧对新
型病毒能够起到去活性化的作用。

参考
价格

-

株式会社北国生活社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西区西町北6丁目1-1

Uni 大厦2F

TEL/FAX

011-887-7970

E-mail

info@northlife.co.jp

成立时间

2007年

员工人数

7名

URL

http://www.northlife.co.jp/en/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行业

销售(健康食品/化妆品)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健康食品、化妆品、医药品原料的销售
健康食品、化妆品的ODM、策划、开发
健康食品、化妆品、加工食品的批发

011-887-7971

内藤大辅

①KITAGUNI品牌的保健品
名称

②保健品、护肤品的OEM・ODM
③北海道产及日本产的功能性原料(健康食品原料、化妆品原料)

①KITAGUNI品牌的保健品是基于以下3个概念的系列保健品。
1）主要原料的材料是产自日本
2）主要原料是日本的研究成果
3）是日本制造(Made in Japan)
现在有以下三个系列的商品。
White Bloom：美白产品
Actice Joint：关节护理产品
Cutie Slim：瘦身产品

产
品
、
技
术

特点
②保健品、护肤品的OEM・ODM
根据客户的要求，可以设计开发保健品和护肤品。
很多海外的客户希望用我公司的品牌，在日本生产（Made in
Japan）出合适海外市场的特制的商品。为此我公司配合众多的海
外客户，从事上述产品的开发生产。
我公司虽然没有自己的工厂，但是我们利用日本各地的众多的工厂
和网络，根据商品的特性，挑选最合适生产的工厂。

③北海道产及日本产的功能性原料(健康食品原料、化妆品原料)
销售约50种功能性原料。以下URL中登载了其中一部分内容，敬请
参考。
日语 http://www.nlife.jp/vendor/ingredients-j.html
英语、中文
http://www.nlife.jp/vendor/ingredientse.html
关于原料请就不同种类单独询价。有很多尚未登载在网页上的原
料，欢迎咨询。同时也可为您开发新的原料。

参考
价格

如采取ODM形式，可根据客户所希望的成本价来设计商品。
①商品参考价格：White Bloom 2500日元、Active Joint 3500日元、Cutie Slim 4,800日元
②OEM・ODM：可以根据客户的价格进行设计开发
③原料：根据购买（采购量）不同

株式会社 ABYSSAL JAPAN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4条西12丁目1304-4

TEL/FAX

011-530-6500

E-mail

info@abyssal.jp

成立时间

2004年

职员人数

10名

URL

https://abyssal.jp/

法人代表

幟立 眞理

行业

化妆品（美容、健康护肤品、婴儿护肤品）的制

国内外主要
业绩

011-530-6501

销售

主打商品Sweets Skin Care SUCRE是在ホクレン和离子体中导入的，是多年以来一直备受爱戴的砂糖磨砂膏。
用Sugaring Massage在NICU（婴幼儿集中治疗室）实施了使用试验。拥有2000人以上的试用者。
在灾害发生时，将健康护肤品捐赠给避难所、医院、养老设施，获得北海道福利城市建设奖。经过透析诊所的使用试验在透析学会进行了产品
发布，以此为契机，药局的导入也有所增加，为透析患者在自我保护方面提供了帮助。
①Sweets Skin Care SUCRE

名称

②Sugaring Massage/Sugaring Bath
③洗浄保湿水 身体洁净
①Sweets Skin Care SUCRE
100%来自食品的天然成分日本的砂糖磨砂膏。只需在洗脸后涂抹于湿润的
皮肤上进行按摩之后迅 冲洗即可。砂糖能调整皮肤的水分和皮脂的平
衡，增强保湿，使皮肤变得柔软。脸和全身每天都可以使用。主原料是世界
上唯一非转基因的北海道产的甜菜糖。可追溯性也很清晰。敏感肌肤、油性
肌肤干燥肌肤，任何肌肤都能清爽滋润。对敏感肌肤和面部进行按摩和敷
面膜（细粒砂糖0.25mm）。Face&Body价格经济实惠，可以充分使用（砂糖
粒：0.5mm）。

②Sugaring Massage/Sugaring Bath

Sugaring Massage
从新生儿开始可以使用，对皮肤没有负担类型的砂糖磨砂膏。1粒1粒极小
颗粒的甜糖与食用植物油完美结合。因为是100%纯天然成分，即使不慎误
入口中也没有任何问题。是既方便洗净，又深度保湿的护肤品。在县立医院
的NICU（婴幼儿集中治疗室）等地，完成了2000人以上的婴幼儿使用试验。
在东亚护理学会等国内外的学会上也做了相关产品有效性的发布。

产品/
技术

Sugaring Bath
特点

100%天然素材的沐浴剂。以砂糖独具的保湿力在短时间内为不能长时间泡
澡的婴儿滋润敏感肌肤。这款婴儿沐浴乳还可以作为全家人的入浴剂使
用。在网络上众多的Baby网站的商品排名中一直名列榜首。可以尝试使用“
沐浴 有机或者纯天然”检索一下。
③洗浄保湿水 身体洁净

即使没有水也可以充分清洁身体，以滋润成分保护皮肤。与肌肤相同的弱
酸性。只要在皮肤上喷雾涂抹，并擦去，便可达到99.9%的除菌效果。作为通
常的肌肤护理、身体不适或住院等难以入浴时的擦拭剂，同时也推荐作为
灾害时的卫生储备品。
在医院和康养机构广为利用，皮肤脆弱的老年人，以及肤质稚嫩的婴儿都
可以安心使用。
配合了针对新冠病毒有效成分（经济产业省发布），不仅可以用于手指，还
可以用于脸部及全身。并且作为需要接受人工透析的患者的自我保护产
品，也得到了好评。

参考
价格

GS-SCIENCE 株式会社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白石区本通13丁目南6‐17

TEL/FAX

011‐868‐5188

E-mail

info@gs-science.co.jp

成立时间

2012年

职员人数

7名

URL

https://www.gs-science.co.jp/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 野川博崇

行业

健康用品的开发厂家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在日本国内有2500家药店销售。海外在台湾有100家药店销售。
线上有5家，跨境电商也有几家在销售。

011‐868‐5187

PeaceEight系列
名称

以不紧绷的舒适感佩戴24小时无压力，带给您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全新感受
本品使用只有在北海道上之国町才能开采到的石墨硅石，利用强大的远红外线力量促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

产品・
技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①小腿用α（不紧绷、不闷热）
腿部浮肿、腿部抽筋、寒症、下肢静脉瘤、夜间尿频
②小腿用清爽型（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可无任何负担地使
用清爽型）
使
用感受与小腿用α型相同
③手足指间用（手和脚都可以使用的类型）
戴在手上时
弹响指、手腕腱鞘炎
穿在脚上时
浮趾病、结茧和鸡眼、脚臭

④脚踝用（质地很薄穿鞋子也没有违和感）
脚后跟落地能蹲下去吗？
脚踝硬的话，腰痛的概率会变高。护理脚踝能够改善腰痛。
⑤袜子（伸缩材质、无压力）
无任何紧绷感的袜子，改善脚尖凉症状。
⑥手腕用α（适用于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的人）
肩膀酸痛的根源是手腕。长时间使用手机或电脑的人，通
过护理手腕可以缓解肩膀酸痛。

特点

⑦

⑧

⑩

⑨

⑪

参考
价格

⑦身体用橙色（薄薄质地的宽幅束腰）
穿着后第四天顺畅排出宿便，进一步改善便秘和软便。对
腰痛和提高胸围也有效果。
⑧身体用黑色（倍受欢迎的黑色）
体
感与橙色相同
⑨循流乳霜（石墨硅石+促进血液循环成分）请涂抹在疲劳
堆积的地方、酸痛处。对站立工作后腿部疲劳等有明显效
果。
⑩循流乳霜C（配合薄荷成分）
效果与循流乳霜相同，配合清凉薄荷，携带方便的软管型
⑪石墨硅石（辐射优质远红外线）
通过给予身体远红外线的振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
代谢。

ESI 株式会社

企业名称
地址

〒005-0022 北海道札幌市南区真驹内柏丘11丁目1番103号

TEL/FAX

TEL.011-211-5525 FAX.011-211-5534

E-mail

info@esi-c.com

成立时间

平成18年5月17日

职员人数

8名

URL

https://www.esi-c.com/

法人代表

菊地 匡彦

行业

环境卫生事业/环境咨询业务/次氯酸水溶液相关材料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引入日本国内医院养老设施（手指消毒・清扫时的除菌・利用喷雾进行空间除菌）・活动设施（来客时手指和全身消毒・对活动场所
利用喷雾进行空间除菌）・畜牧业（奶牛乳头除菌・为防止幼牛感染进行空间除菌）・清扫业（特殊清扫·紧急消毒时的除菌用品）·店面
销售（药妆店・百货店·运动俱乐部·整骨院·美容院·运动用品商店·居家用品购物中心·地方政府的除菌消臭、预防灾害的储备品
①高純度次亜塩素酸水溶液簡単生成パウダー「清透α」 50g
②高纯度次氯酸水溶液简单生成粉“清透αPremium”（0.6g/1包60包）

名称

③专用超声波雾化器“Clearance AT-45”

①清透α 50ｇ装

・在作为主要原料的二氯氰酸钠中配合了pH调整剂，以特殊
技术混合搅拌的除菌・消臭剂。
・溶水后的水溶液基于本公司规定的利用基准范围内，无论
以怎样的浓度生成，都能够自动达到非分离次亚氯酸的存在
比例最高位置（pH值5～6.5），是划时代的“高纯度次亚氯酸
水生成粉”。
・清透α是从粉末中还原出来的，其品质在干燥状态下可以保
证6年以上的稳定性。
◎节省保管空间，可以长期储备。
（制造商质保期6年）

◎50ppm稀释后330升。
②「清透α Premium」

・清透αPremium 0.6g/包 60包/盒
・用1升的水溶解1包0.6g，就能生成200ppm的次氯酸水溶液。

产品/
技术

・易操作、非常简单方便的次氯酸水溶液生成粉。
特点

③专用超声波雾化器

・强力除菌

预防各种感染风险

・瞬间除臭

强力消除令人不适的异味

・降低感染含有芽孢杆菌的细菌、病毒、感冒等传染病风险

・分解宠物异味（动物异味）
・既可直接接触皮肤又可喷雾的安全除菌・除臭水。
・空间喷射，以及直接喷雾到被子、枕头、窗帘等气味源，浸
泡食材、厨房器具、抹布等也能发挥效果。

参考
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