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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全球医疗技术中心

向100 多个国
家出口126亿

欧元

全球80% 的支
架产自爱尔兰

全球10大医疗
技术公司已有
9家落户于此

全球5大医学
科技中心之一

450 家公司
38000名员工

资料来源：IMDA 2016-2020年报告



爱尔兰：位于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爱尔兰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亲商环境为全球企业进军欧盟市场提供了跳板

爱尔兰是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欧盟国，可不受限制地进入拥有5.12亿人口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Fleetwood Healthcare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为亚洲公司提供通过爱尔兰进入欧盟市场的机会：
- 根据欧洲法规运作
- 符合欧盟医疗器械法规MDR
- 英国脱欧准备就绪



爱尔兰：国家虽小，但市场潜力巨大

人口增长

• 人口650万，预计到2031年将增长12％
• 到2031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增长率为59％，8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增长率为95％

对优质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

• 作为医疗技术中心，人们对创新、高质量的医疗设备寄予厚望
• 爱尔兰医生均接受国际培训，因此他们可以提供金标准和全球可用的产品

医疗保健支出

• 爱尔兰的医疗保健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人均4700欧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排名第七。
• 两级卫生系统：公共卫生系统（覆盖100%人口）和私营卫生部门（45%的人口可使用额外设施）



Fleetwood Healthcare - 组织概述

总部、仓库（200平方米）和支持职能部门位于威克洛

总部
威克洛

销售办事处
北爱尔兰贝尔

法斯特

贝尔法斯特为北爱尔兰提供销售和支持

总经理

David O'Keeffe

销售总监
米歇尔·凯茜

Michelle Casey

临床销售专员 临床销售专员 临床销售专员

营销总监

凯西·奥基夫

Kathy O'Keeffe

财务经理

AM Keating
客户服务经理

Michaela Thomas

客户服务团队 仓库团队

运营经理

Jack Fleetwood

位于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



Fleetwood Healthcare：在爱尔兰拥有25年的悠久历史

备受推崇和信赖的优质品牌

• 提供全面的专业产品：

公认的领导者、创新者和市场教育者

• 引领一次性医用品的开发并持续引进创新技术
• 质量为本，专注于市场领先的优质品牌

爱尔兰本土最受尊敬的医疗技术品牌之一

• 从2020年5月起，将在欧洲范围内实现MDR合规
• 获得HPRA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医疗产品监管机构）
• 条码可追溯性
• 控温储存

胃肠道 内窥镜 妇女健康 泌尿外科 手术室 止血剂



我们的核心优势是我们成功的关键驱动力

优势

教育：团队训练有素，可
提供专业培训

合作伙伴关系：与供应
商和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
作关系

适应性：随着客户需求的
不断提高，我们也在开发
新产品

持续改进：HPRA质量体
系认证；条码可追溯性和
控温储存

成功

忠诚度：许多供应商和客
户与我们合作超过20年
可持续性：我们与NHS、
HSE和所有私立医院建立
了可持续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是这些医院的合格供
应商

争取新代理：每年我们都
会在产品组合中添加新的
产品系列

财务回报：销售业绩持续
增长

20202010 年份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销售额快速增长，实现了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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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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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点：
• 爱尔兰是全球医疗技术中心

• 地处欧洲，独占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优
越地理位置

• Fleetwood Healthcare拥有丰富的成功
经验

• 核心战略重点领域：

内窥镜
胃肠道

泌尿外科
妇女健康
止血剂
手术室

www.fleetwoodhealthcare.ie

support@fleetwoodhealthcare.ie

+353 1 201 4620

联系我们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11324465/


David O’Keeffe 个人介绍
拥有25年以上医疗器械领域国际管理经验，擅长创建高绩效商业组织，这些组织的业绩始终超过市场增长。擅长在复杂环境

中保持经营管理透明化并提供相应指导。在国际商业化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募基金下的公司内曾担任产品经理、区域
营销、新业务开发、总经理等职位。在许多情况下，为业绩不佳的团队或新建团队实现扭亏为盈并实现了高速增长。

经验：
Creganna/ TE Connectivity（www.creganna.com ）
‘13 – ‘18 全球销售与市场营销副总裁

CR Bard Inc.（www.crbard.com ）
‘12 – ‘13 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公司总经理
‘08 – ‘13 欧洲新业务开发总监
‘04 – ‘08 爱尔兰公司总经理兼南非公司总经理

Baxter Healthcare Inc.（www.baxterhealthcare.ie）
‘02 – ‘04 比利时公司欧洲营销经理
‘99 – ‘02 比利时公司欧洲战略与业务开发经理
‘97 – ‘99 爱尔兰公司全国客户经理
‘94 – ‘97 爱尔兰公司销售经理

成就：
▪ Creganna的销售额从2013年的1.3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2亿美元
▪ 将PWC（6500万美元）和AdvancedCath（6000万美元）的商业整合到Creganna
▪ 将Creganna定位为全球最佳市场领导者，具有一流的商业功能
▪ 领导TE Connectivity以8.95亿美元收购Creganna
▪ 建立并领导CR Bard欧洲新业务开发职能部门
▪ 建立CR Bard爱尔兰和南非公司并担任总经理职务
▪ 重组CR Bard东欧大区以扭转业绩
▪ 与全球医药技术领域的高管层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

个人资质：
2001年都柏林国立大学EMBA

1992年会计/金融认证文凭（ACCA）
1990年都柏林国立大学生物技术荣誉文凭

1989年都柏林国立大学理学学士（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荣誉角色/奖项：
‘17 – ‘19 爱尔兰HBAN（天使投资者网络）医疗设备董事长
‘08 – ‘09 爱尔兰医疗和外科供应商贸易协会（IMSTA）理事会成员兼理事
‘06             爱尔兰销售协会名誉会员

David和Fleetwood：
David拥有超过25年医疗从业经验，他成功的把销售额做到近5
亿欧元规模，随着他加入Fleetwood公司，将会为公司带来巨

大的销售增长。

他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能够为Fleetwood寻找

新的代理商，并赢得了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的全球最大的跨
国制药公司的信任。

他在爱尔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威望，是行业贸易协会IMSTA
发展的早期推动者。他目前担任爱尔兰早期医疗技术的重要投

资者 - HBAN MedTech集团的主席。

http://www.crbard.com/


创新成就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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