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北海道产的原材料，要不做
Made in JAPAN

的营养食品・化妆品？

株式会社北国生活社

（North Life Co.,Ltd.）



北海道位于日本的最北方，
自然环境很丰富的地区。



农业和渔业等第一产业很繁盛，
有丰富多彩的美味食品。



从丰富的食材，很多研究员和风险企业
开发了机能性原料。



这些很多北海道企业的
销售部门就是北国生活社。

【北海道】 约300家

【日本】
约400家

・机能性原料
・营养食品
・化妆品
・其他

【海外】
约10家

・机能性原料工厂
・营养食品厂家
・化妆品厂家

・工厂
・厂家
・销售店

・・・因为大家求我，我就开始了・・・



已经构筑了与北海道和日本的
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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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生活社的工作①
销售北海道产(日本产)机能性原料

预订制造这样的商品，

有没有适合原料？
详细信息

这个原料怎么样？

要是药片形状是这样，就要用即使少量也效果大的原料
要是采用这个加工方法，就要用耐热成分的原料
速溶水的原料・・・等等

北海道(日本)的
机能性原料工厂

日本・世界的
营养食品・化妆品工厂



北海道产的机能性原料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呢。



北国生活社的工作②
营养食品・化妆品的ＯＥＭ・ＯＤＭ

能不能做我们品牌的
这种商品？详细信息・原料

这样的商品怎么样？

对这样的销售方式，有这样特征的商品・・・
那么，主要原料是这个，副原料是这个的话适合我们的品牌形象・・・
要是采用这个加工方法，那个工厂就很便宜，品质又高・・・等等

北海道(日本)的
机能性原料工厂

日本和世界的
营养食品，化妆品工厂
和销售公司

日本的营养食品
・化妆品工厂

原料・企划指示

商品制造



营养

护眼 For care of eyes

北海道产野樱莓，
北海道产鲑鱼提取的软骨素等，

含９０％以上北海道原料！

北海道产鳐鱼提取的纳米型软骨素，
北海道产鲑鱼提取的蛋白聚糖等

含7０％以上北海道原料！

北海道产金顶菇提取的神经酰胺，
北海道产鲑鱼提取的透明质酸等

含９０％以上北海道原料！

北海道产芦笋酵素处理精华，
北海道产行者蒜等

含8０％以上
北海道原料！

！

关节护理 For care of joint

美肌 For beautiful skin 放松 For relax and good sleep

另外，正在准备调整肠胃、脑袋护理、减肥、免疫活性方面的商品！！



ＯＥＭ・ＯＤＭ商品例子②-2
北海道牛奶面膜

正在准备北海道白桦树面膜！！

调配北海道产牛奶（保湿成分）
北海道产鲑鱼骨胶原（保湿成分）
透明质酸（保湿成分）
富乐烯（抗衰老成分）
Formulating Hokkiado Milk（for moisturizing）
Hokkaido Salmon Collagen（for moisturizing）
Hyaluronic acid（for moisturizing）
Fullerene（for aging care）



ＯＥＭ・ＯＤＭ商品例子②-3
北海道产扇贝贝壳 蔬菜洗净粉

在1公升水放约1克本产品（摇出5次左右），
好好搅拌。

浸泡蔬菜和水果５到10分钟，在水面浮上农药和蜡。

贝壳烧成钙：100%
Calcined Scallop Shell Calcium：100%

用于除去附着在蔬菜等的农药，蜡等有害物质，

除去食物中毒的病菌，病毒的除菌。
安心・安全的自然成分的食品用洗净剂。



ＯＥＭ・ＯＤＭ商品例子②-4
北海道产虾夷鹿胶原

虾夷鹿的捕获量年年增长，但以虾夷鹿皮为皮革产品（包，钱包等）的原料，
其需求量也增长。质量好的食品用虾夷鹿皮量不多，其到手经路是非常限定的。
Number of deer captured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however skins 
of deer are mostly used for leather products (bag,  purse, etc. ). 
The skins for extracting collagen is very rare and limited.

原料的稀少性 Rare Ingredient

只有一个工厂有从鹿皮抽出胶原的技术和知识。
There is only one factory which obtains the technology, and knows 
how to extract collagen from deer skin. 

特殊技术知识 Special Technology

其他公司不能模范，在是世界上唯一的商品。
Hokkaido sika deer collagen is second to none product 
in the world that other companies couldn’t produce.

＊需要订金大约3000万日元。
＊ Approx. JPY 30,000,000 (Approx. USD 250,000) adavance payment is required.



ＯＥＭ・ＯＤＭ商品例子②-5
能够企划并制造各种各样的商品。

药片
Tablets

颗粒
Granules

咬嚼药片
Chewable Tablets

饮料
Drink

糖果・QQ糖
Candies・Gumi Candies

硬胶囊
Hard Capsules

胶状
Jellies

软胶囊
Soft Capsules

饼干
Cookies

能对应各种加工

・补钙QQ糖

・大气污染对策强化喉咙黏膜 咬嚼药片

・小孩用补DHA & Ca胶状

・另外，能够制造贵司品牌的Made in JAPAN商品。



活用北海道（日本）的资源和技术，
一起做安心安全的贵司品牌商品吧！

〒063-0061 北海道札幌市西区西町北6丁目1-1 Uni Bidg.2F
Uni Bidg.2F, 1-1, Nishimachi Kita 6 Chome, Nishi-Ku, Sapporo, Hokkaido, JAPAN, 063-0061
Tel (81)-11-887-7970(Japanese) Fax (81)-11-887-7971(Japanese,English)
Email  info@nlife.jp (Japanese, English)  URL  http://www.nlife.jp/

株式会社北国生活社
North Life Co.,Ltd.

承蒙垂听，不胜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