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资本投资鼓励法》 

投资鼓励措施 

 

 

颁布《资本投资鼓励法》的目的在于加强国家的工业能力。下

文就新法的几个重点进行了简短的概述。 

 

A. 资格要求 

 

若要从鼓励法中受益，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该公司必须为在

以色列注册的工业公司，且必须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即出

口能力）。然而，生物和纳米技术公司无需满足此“出口”条件

规定。 

 

对法律认定的优先发展区域进行的投资被称为核准投资，该投

资公司被指定为核准企业。 

 

B 地点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被分为两个区域。 

 

1. 优先发展 A 区（主要包括：北部的加利利，南部的内盖

夫，以及耶路撒冷） 

 

2. 国家中心区域（即 1 项未列地区） 

 

C 法律规定的投资鼓励 

 

符合要求的公司有权享受下列公司税率。此外，位于优先发展



区域的公司还可享受投资补助金。该投资补助金将基于核准投

资的百分比进行计算，如下所示。 

 

1.税金 

   国家中心区域  优先发展区域 

公司税率 

 

年度：2011 & 2012  15%       10% 

年度：2013 & 2014  12.5%       7% 

2015 年以后  12%        6%  

 

股息税率                15%        15% 

 

2.投资补助金 

 

投资补助金*  ---       20% 

 

 

* 占核准投资的百分比 

 
 

D. 受益期 

 

税收优惠没有终止期限。也就是，只要公司具备国际竞争力，

即可根据法律享有税收优惠。 

 

 

 

E 特殊税收优惠计划 

 



 

符合以下标准的大型企业有权享受下列优惠政策。 

标准： 

1) 在以色列的全年总收入至少为 15 亿新谢克尔 

2) 公司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至少为 200 亿新谢克尔。 

3) 公司的商业计划包括以下几项之一： 

a) 针对国家中心区域的生产设备投资，至少为 8 

亿新谢克尔，或针对优先发展区域的生产设备投

资，至少为 4 亿新谢克尔，投资期限超过 3 

年。 

b) 针对国家中心区域的研发投资，至少为 1.5 亿

新谢克尔，或针对优先发展区域的研发投资，至

少为 1 亿新谢克尔 

c) 在国家中心区域雇用至少 500 位职员，或在优

先发展区域雇用至少 250 位职员。 

 

 

 

税收优惠 

     国家中心区域  优先发展区域 

公司税 –       8%           5% 

股息税 -       15%          15% 

 

2)研究与开发鼓励措施 

 

根据《工业研究和开发鼓励法》的规定，工业、贸易和劳工部

下辖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负责实施政府有关鼓励和扶持

http://www.moital.gov.il/NR/exeres/B3F78073-454A-48D5-A8BA-6D088DDECCD5.htm


在以色列开展研发活动的政策。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提供多种支

持方案，这些方案每年需要资金的预算大约为 3 亿美元。这笔

资金投入到了 500 家企业的大约 1,000 个项目中。这些方案

帮助以色列成为高科技创业的重要聚集地。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主要方案（即研发基金）就是通过提供带

有附加条件、最高可达核准研发开支 50% 的资助，支持以色

列企业进行研发项目。如果该项目在商业上运作成功，这家公

司则有义务通过支付特许使用费的方式偿还补助金。 

 

2005 年，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推出了一项为扶持传统工业而制

定的新计划，这项计划将对传统行业中的项目进行单独的评估

和讨论。 

 

国际支持 

 

国际支持计划包括了为富有竞争性的研发活动而设立的双边研

发基金，这将促使以色列与海外机构合作开展研发项目。这些

基金包括： 

 

 

基金名称 国家 网站 

美以双边产

业研发基金 

(BIRD) 

以色列-美国 

 

加以产业研

发基金 

(CIIRDF) 

以色列-加拿大 

 

新加坡以色 以色列-新加坡 

 



列工业研发

基金 

(SIIRD) 

英国以色列

工业研发基

金 

(BRITECH) 

以色列-英国 

 

韩以研发基

金 (KORIL) 

以色列-韩国 

 

维多利亚以

色列工业研

发基金 

(VISTECH) 

以色列-澳洲（维多

利亚省） 

 

 

另外，以色列与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德国、荷兰、法国、

香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还签署有双边研发协议。这些协议可

以让研发项目获得国家资助。参与到该计划中的以色列企业均

有资格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获得研发资助。 

 

以色列作为唯一加入“欧盟第六研发框架计划”的非欧盟会员国，

全方位地参与到该计划中。”欧盟第六研发框架计划“是欧盟推动

研究与技术发展的主要手段，它向会员国提供大笔资金。

ISERD – 即欧盟研发框架以色列理事会，负责向那些希望和欧

洲企业和科研机构共同实施研发项目的以色列企业和科研机构

提供帮助。理事会向工业研发活动提供所有成本和日常管理费

用 50% 的资助；向高校提供附加费用的 100% 和日常管理费

用 20% 的资助。 

http://www.iserd.org.il/


全球企业研发合作框架鼓励以色列和跨国公司 (MNC) 合作开展

工业研发活动。通过该框架，以色列企业和合作伙伴共同分担

高科技研发过程中必然伴随的高风险和高成本。由首席科学家

办公室授权进行的跨国公司和以色列企业共同开展的联合研发

项目可以得到以色列企业方核准研发成本 50% 的资助。与以

色列公司进行联合研发项目的直接投资可得到相当于该投资额 

150% 的“回购”回报权。 

 

项目中心-跨国企业建立了一个项目中心，目的是要找到可以和

他们一起开展联合研发项目的以色列合作伙伴。政府基金资助

的金额将为以下三项的最低额： 

a) 项目中心全部运营成本的 40% 

b) 项目中心和以色列合作伙伴全部投资的 50% 

c) 项目中心将会在边远（优先）地区和传统行业投资的全部款

项 

  

  

国内支持 

 

以色列除了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主要方案，还利用其它国

内支持方案，其中包括： 

 技术孵化器：技术孵化器为新建企业研发创新型技

术提供框架和支持（包括提供最高可达核准研发预

算 85% 的拨款）。 

 

http://www.incubators.org.il/


 Heznek-种子基金 ：根据这个计划，政府对种子企业

投入一定资金，其余部分由投资者资助，政府按比

例获得公司部分股份。之后，投资者可以得到购买

政府股份的机会。该计划提供的资助最高可达核准

金额的 50%。 

 

 Tnufa 计划：该计划给予个人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开发

样品、专利注册以及制定商务计划等方面所需的鼓

励与支持。该基金为每个项目提供核准研发预算中 

85% 或最多 5 万美元的资金。 

 

 Magneton 和 Noffar 计划：这两个项目都是为了支持

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尤其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

领域的研究，以促进技术的工业转化。其中，

Magneton 计划的补助金最高可达核准研发预算的 

66%；Noffar 的补助金最高可达核准研发预算的 

90%。 

 

 磁铁 (Magnet) 计划：这个计划鼓励组建由企业和科

研机构组成的研发联合体，共同研发具有竞争力的

前沿通用技术。政府为这一计划提供最高可达核准

研发预算 66% 的资金。 

 

 

 

3) 支持外国公司研发中心（概述） 

http://www.moital.gov.il/NR/exeres/A25D6C39-69BA-4545-9E05-FBFE0461C7E4.htm
http://www.tnufa.org.il/
http://www.consortia.org.il/
http://www.magnet.org.il/


  

 

使得外国公司研发中心获得政府支持的四大项目。 

1.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资助的研发项目 

2. 研发中心的税收优惠（“成本﹢”基础上的实体经营） 

3. 研发中心的就业补助金 

4. 投资鼓励 + 完全成熟的高科技工业公司的研发资助（生

产 + 研发活动）。 

 

1.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资助的研发项目 

 

外国公司于以色列建立的研发中心作为注册于以色列的附属公

司，其注册 IP 应作为以色列实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其有

权获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支持以便实行打算执行的不同研发

项目。作为以色列附属公司财产的 IP 注册指源于上述研发成

果的所有收入，包括生产收入-即使于国外进行-必须回流至以

色列，在那里对其相应征税。 

资助比率如下。标准比率为 20% - 40%。对生物技术或纳米

技术公司的资助比率可达 50%。位于以色列优先发展区域的

公司有权享有额外的 10% 资助。 

如果外国公司要求将于以色列研发中心开发的技术 IP 转移至

国外，其将必须获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研究委员会的批准并补

偿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授予的资助资金。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2ehtm&NRCACHEHINT=Guest#OCS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2ehtm&NRCACHEHINT=Guest#tax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2ehtm&NRCACHEHINT=Guest#employment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2ehtm&NRCACHEHINT=Guest#a4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669EBEB2-81A5-48E2-8255-65E810060D9B%2ehtm&NRCACHEHINT=Guest#a4


 

2. 研发中心的税收优惠 

根据《资本投资鼓励法》，于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的外国企业

可提交请求以承认该中心。 

批准的基本要求是： 

a) 至少雇用 10 名合格员工（软件工程师、系统分析师、生物

技术研究人员，等等）  

b)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认可为“工

业高科技研发设施”。 

根据该法的首选企业 

根据《资本投资鼓励法》，如果研发中心位于国家

中心（特拉维夫、海法等），则该公司可向税务机

关申请其为“首选企业”*。（* 该法中未有特定条款

对其规定，使用该术语仅为方便起见）。 

如果授予“首选企业”的身份，则根据行业内标准转移定价率该

研发中心将必须于“成本加成”的基础上运营，这种核算方法通

常应用于母公司与其研发附属公司之间。根据下表，外商独资

企业将届时符合企业所得税的标准。 

核准企业身份 

如果研发中心位于国家的优先发展区域（例如，北

部的加利利，南部的内盖夫），那么该公司应向投



资中心 -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部门申请以获得“核准

企业”身份。然后根据《资本投资鼓励法》其将有权

获得投资补助金。 

如果授予“核准企业”的身份，则该研发中心将有权

获得的投资补助金最高可达核准投资的 20%，并且

根据行业内标准转移定价率将必须于“成本加成”的

基础上运营。根据下表，外商独资企业将届时符合

企业所得税和上述的投资补助金标准。 

下表总结了这些优惠。 

税金 

                                                          国家中心         优先发展区域 

公司税率 

年度：2011 & 

2012 :                          15%              10% 

年度：2013 & 

2014:                          12.5%              7% 

2015 年以

后：                       12%                      6%  

股息税

率：                       15%s                     15

% 



  

2. 投资补助金 

投资补助金* --- 20% 

* 占核准投资的百分比 

 

 

3. 研发中心的就业补助金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已推出一项新的鼓励方案以支持于内盖

夫（南部）和加利利（北部）建立的研发中心。该方案为长

期计划区域的一部分，其将通过为这些区域提供高薪高品质

的工作场所来传播高科技团体给以色列带来的繁荣。 

最低要求： 

最低员工人数要求：15  

所有新员工工资的平均成本最少为以色列工资的平均成本的 

2.5 倍（约 20,000 新谢克尔或 5,000 美元）。 

就业补助金： 

该方案为投资者提供就业补助金，金额将取决于雇主为每个新



员工所花费的工资成本百分比，该方案一期为 4 年。 

以下是补助金计划的概要： 

雇用员工人数为 15 – 30 的研发中心 

 35%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30% - 第二年。 

 10%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雇用员工人数为 30 – 45 的研发中心 

 40%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35% - 第二年。 

 15%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雇用员工人数超过 45 的研发中心 

 45% - 45%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40% - 第二年。 

 20%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如果该公司雇用 130 名员工，则其将有权获得且 4 年皆为 

40% 的补助金而不是上述所列的比率。 

 

一般条件 

建立研发中心的公司需要有至少 2500 万美元的年收入。

 

该鼓励措施可使顶薪达每月  30,000 新谢克尔（或约 

7,500 美元）。高于该水平的工资将被计为 30,000 新谢

克尔。 

该中心必须建立于 A 类优先发展区域，主要为内盖夫和加利利



区域。该区域包括主要大都市区域以外的大多数地方。（符

合条件的城镇包括例如：南部的贝尔谢巴和北部的卡尔米埃

勒）。 

所有新员工应至少有 60% 为 A 类优先发展区域的居民，即

为北部的加利利区域和南部的内盖夫区域居民。 

以上细节勾勒出该方案的中心原则。要求提供更多细节。请于 

gillam.keinan@moital.gov.il 联系投资促进中心的 Gillam 

Keinan 先生。 

 

4. 投资鼓励 + 完全成熟的高科技工业公司的研发资助  

该标准的支持方案可用于任何总部设于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

（当地或国外）。任何于以色列进行生产制造和研发活动的工

业公司有权获得政府全方位的支持，即：投资鼓励、公司税收

优惠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资助。 

 

4) 金融研发中心支持方案 

以色列已开发具有较强生命力的金融服务 IT 部门。为了充分

利用该部门的职能，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针对国外跨国金融和

银行公司已设计出一套崭新的支持方案。 

mailto:Gillam.Keinan@moital.gov.il


为符合资格，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 申请人为外国公司且不于以色列进行任何研发活动 

2. 于金融部门运营  

3. 超过 10 亿美元的营业额。 

支持类型和水平 

支持为前期拨款且无需特许权使用费用。这些补助金将以核准

总预算百分比 (%) 的形式支出。拨款支付计划如下： 

年度       拨款 

1 & 2  40% 

3 & 4  30% 

   5         25% 

如果该研发中心位于优先发展区域（即北部的加利利和南部的

内盖夫），则该拨款计划将高出 10%，如下： 

年度       拨款 

1 & 2  50% 

3 & 4  40% 

   5       35% 

对于每个递交的研发项目支持最长期限为 5 年。 

为了接受这种支持，公司也必须于每个给定年度雇用以下数量

的研发工作人员： 

年度  研发工作人员数量  

  1   25 



  2   50 

  3   80 

 

研发中心也可通过转包商实行这些项目，只要项目在以色列实

行且从事项目的转包商员工至少有 90% 为以色列公民。 

 

该计划由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管

理。 

 

 

5) 就业补助金计划 

 

1. 标准计划 

2. 高薪就业补助金计划（研发中心） 

3. 支撑（大型）企业补助金计划 

 

1. 标准计划 

为了补充修订后的《资本投资鼓励法》，政府已决定确立额外的

计划以增加以色列外围地区以及失业人数较高的特定中心的就

业。 

准许支持建立或扩大工业厂房、电话呼叫中心、计算机服务支持

中心和物流中心。为了符合该计划，这些企业将必须按如下详述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2ehtm&NRCACHEHINT=Guest#a1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2ehtm&NRCACHEHINT=Guest#a2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CmsTamat/InvestInIsrael/InnerPage.aspx?FRAMELESS=false&NRNODEGUID=%7b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7d&NRORIGINALURL=%2fNR%2fexeres%2fEECEBB1D-866C-4D5D-9FB4-593C556622D7%2ehtm&NRCACHEHINT=Guest#a3


的最低工资最低数量雇用人员。 

每名工作人员 30 个月最高支持 135,000 新谢克尔（约 34,000 

美元）或每月 4,500 新谢克尔（约 1,100 美元）。 

该计划的要点如下： 

格式 

为了获得该计划的支持，公司必须通过一个似投标的系统来竞

争。 

 

符合条件的区域 

a. “最偏远区域”，（贝尔谢巴）和（卡尔米埃勒）。 

b. 《资本投资鼓励法》中指定的 A 类优先发展区域 

c. 指定的少数名族（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切尔克斯人）或极端

正统的犹太人的城镇。（埃拉德、莫丁艾利特、贝塔尔艾利特、

以马内利） 

 

工资水平 

为了符合要求，企业必须至少支付其员工以下的最低工资： 

a. 少数民族和极端正统城镇，最低工资（约  3,850 新谢克

尔）。 

b. 其他所有符合条件区域 – 5,500 新谢克尔平均月工资。 



 

工作人员数量 

为了符合要求，根据以下标准，企业最少应雇用工作人员的数

量： 

a. 建立新工厂 – 至少 5 名工作人员。 

b. 工厂转移 – 先前雇用人数或 5 名（取其较高者）。 

c. 工厂扩大 – 至少 5 名新的工作人员 

 

支持金额： 

支持金额将为工作人员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几（如下），但顶薪不

超过 15,000 新谢克尔。 

 

1. 加沙地带和斯德洛地带的企业。 

小型企业（最多 50 名工作人员或年营业额少于 2,500 万新谢克

尔）： 

a. 首 10 个月 – 30%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20%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10% 

中型企业（50-100 名工作人员或年营业额为 2，500 万-10，000 

万新谢克尔）： 



a. 首 10 个月 – 25%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15%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5% 

大型企业（多达 50 名工作人员或年营业额超过 1 亿新谢克

尔）： 

a. 首 10 个月 – 15%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10%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5% 

2. A 类优先发展区域 

小型企业： 

a. 首 10 个月 – 25%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15%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5% 

中型企业： 

a. 首 10 个月 – 15%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10%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5% 

大型企业： 

a. 首 15 个月 - 10% 



b. 第 16 个月 – 第 30 个月 - 5% 

  

3. 特殊群体 

雇用特殊群体（极端正统派、少数民族、伤残人士以及单亲家

庭）的雇主可获得以下比率的支持金额 

a. 首 10 个月 – 35% 

b. 第 11 个月 – 第 20 个月 – 25% 

c. 第 21 个月 – 第 30 个月 – 15% 

备注：根据上面每段的 1 和 2，这些费率也适用于在加沙地带、

斯德洛以及 A 类优先发展区域内雇用属于这些特殊群体的工作人

员的雇主。 

 

分配方法 

该计划的年度预算为 1 亿新谢克尔。这些资金将通过公开招标的

形式分配给参与的公司。一年两次的招标将届时公布且有兴趣的

公司皆可申请。将对建议书进行评估并选择最优者 

标准 

以下为标准的细分用于选择成功的申请者： 

位置 – 30%，工资平均水平 – 25%（最多不超过 15,000 新谢

克尔），城镇/位置的社会经济阶层 – 5%，建立期长短 – 5% 



（越短越好），工作人员运营活动的最大时长 – 10% 

Shi'ur Hahapchta – 10%，投资金额 – 5%。 

提交建议书的程序 

建议书复印件 6 份放于信封内邮寄至以色列投资中心投件箱，5 

Bank of Israel 大街 ( 2 楼), 耶路撒冷。 

 

2. 高薪就业补助金计划（研发中心）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推出一项新的鼓励方案用于援助建立于内

盖夫（南部）和加利利（北部）的工业公司支付其工作人员的

高工资。该方案为长期计划区域的一部分， 

其将通过为这些区域提供高薪高品质的工作场所来传播高科技

团体给以色列带来的繁荣。 

最低要求： 

·最低员工人数要求：15  

·所有新员工工资的平均成本最少为以色列工资的平均成本的 

2.5 倍（约 20,000 新谢克尔或 5,000 美元）。 

就业补助金： 

该方案为投资者提供就业补助金，金额将取决于雇主为每个新

员工所花费的工资成本百分比，该方案一期为 4 年。 

以下是补助金计划的概要： 

雇用员工人数为 15 – 30 的研发中心 



35%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30% - 第二年。 

10%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雇用员工人数为 30 – 45 的研发中心 

40%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35% - 第二年。 

15%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雇用员工人数超过 45 的研发中心 

45% - 第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40% - 第二年。 

20% - 第三年。 

5% - 第四年。 

如果该公司雇用 130 名员工，则其将有权获得且 4 年皆为 

40% 的补助金而不是上述所列的比率。 

 

3. 支撑（大型）企业补助金计划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已推出一项新的鼓励方案以鼓励于内盖夫



（南部）和加利利（北部）大型企业内的就业。 

此新方案是内盖夫和加利利长期计划的一部分用以增加以色列

北部和南部的就业机会。为符合资格，工业公司在其工厂至少

应雇用 100 名工作人员。 

该方案为投资者提供就业补助金，金额将取决于雇主为每个新

员工所花费的工资成本百分比，该方案一期为 4 年。 

最低要求： 

·最低员工人数要求：100 

·所有新员工工资的平均成本最少为以色列平均工资的 1.5 倍

（约 12,000 新谢克尔或 3,000 美元）。 

就业补助金： 

以下是补助金计划的概要： 

·35% - 45% 一年每个新员工月薪成本。 

·30% - 40% 二年。 

·10% -20% 三年。 

·5% 四年。 

将根据研发中心员工人数决定准确的补助水平（上述范围内） - 

人数越多，每个员工的补助水平越高。 

 

一般条件 



建立研发中心的公司需要有至少 2500 万美元的年收入。 

·该中心必须建立于 A 类优先发展区域，主要为内盖夫和加利

利区域。该区域包括主要大都市区域以外的大多数地方。（符

合条件的城镇包括例如：南部的贝尔谢巴和北部的卡尔米埃

勒）。 

·所有新员工应至少有 60% 为 A 类优先发展区域的居民，即

为北部的加利利区域和南部的内盖夫区域居民。 

 

疑问： 

包括具体招标日期等关于这些计划的所有疑问，应直接至- 

Asher Shitrit 先生， 

以色列投资中心，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 

Asher.Shitrit@moital.gov.il 

电话：972-2-666.2236 传真：972-2-666.2905 

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所有疑问。 

2011 年 3 月 

备注：该文件为原始希伯来语文件的摘要信息。若要了解就业

补助金计划的全部详情，应查阅原始希伯来语文件。 

 

 



 

 

6) 创投孵化器 

因为拥有大量具有创新构思的技术人员，以色列技术孵化

器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创业举世闻名。工贸部的首席科学家

办公室 (OCS) 非常引以为豪的是于最初实施政府有关鼓

励和扶持在以色列开展研发活动的政策。今天，随着公有

和私有孵化器帮助企业家们将其构思转换为可出口的商品，

以色列企业憧憬着他们的锦绣前程。 

亮点 

1. 有 24 个孵化器分散于以色列各地，其中有许多

在近日被私有化。 

2. 至 2004 年 6 月，超过 1000 个项目已脱离了

孵化器（除了剩下的 200 个）。这些“毕业生”

中的 45% 已独立运作。 

3. 大多数进行中的项目已吸引私人投资。 

4. 获得的私人投资总额迄今已超过 77.3 亿美元。 

5. 现今，在技术孵化器中约 200 个正在进行的项

目。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NR/exeres/2EC10169-510E-4A60-80F6-BAFD466F7DED.htm


6. 共同领域下的几个项目成熟后，一些孵化器正

日趋专业。 

7. 项目运作领域细分  

电子 / 通信 19% 

软件 15%  

医疗设备 23% 

生物技术 19% 

 

农业和环境 11% 

 

其他 13% 

 

 

 

孵化器的作用  

8. 技术孵化器旨在帮助企业家的创业项目得以成

功实施和商业化。提供如下服务： 

 帮助确定构想的技术和市场适用

性并制定研发计划。 

 帮助获取财政资源以便实施项目；  

 帮助形成和组织研发团队。 

 专业和行政咨询、指导和监督。 



 秘书及行政服务、会计及法律咨

询。 

 帮助筹集资金以及为营销做准备。 

接纳标准 

9. 基于创新理念的研发项目旨在开发具有出口市

场潜力的产品。 

企业家：初创企业家  

团队：3-6 名开发人员  

孵化时间：约两年  

10. 孵化期间，企业家应将他/她的构想推进至明

确的产品定义和成熟的技术和营销可行性阶段。

需要应付如蓝本或工作模式以及有序的经营计

划等大量重要事件。此外，该项目应该具备商

业投资和/或寻找于该领域精通的战略合作伙伴

的价值。 

11. 两年的孵化期后，如必要，企业家应能够独立

操作，通过正规的渠道以获得支持或外部投资。 

 

来源：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工业贸易和劳工部 

 

7) 培训支持计划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的人力培训部积极协助工业企业培训工作

http://www.investinisrael.gov.il/NR/exeres/A3C87DA0-1155-41B8-BA7D-97A8431F4013.htm


人员公司所需的不同学科和专业知识。 

通过三个可能方案实行该支持计划： 

1. “工厂类”。在至少 18 人的情况下培训部门支持开设班级以

培训工作人员公司所需的特定技能。主要条件是公司有义务雇

用至少 50% 的该班毕业生。 

2. “培训和安置类”。该方案专供希望于特定的学科和专业对工

作人员进行培训的雇主和机构使用。该公司/机构作出承诺将于

该课程结束后的 6 个月内雇用至少 50% 的该班毕业生。 

该部门将供给运行这些班级的全部经费。 

3. “内部厂房培训”。该方案帮助希望于工厂内有在职培训项目

的雇主。 

该部门将协助支付计划中的每名工作人员 1,100 – 1,500 新

谢克尔（约 250 美元 – 350 美元）。 

  

8) 在以色列开办企业指南 

在以色列开办企业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本指南介绍在以色

列建立公司的各种方式、公司建立所需的关键步骤以及运作业

务的其他重要信息。 

 

 

1. 业务实体 



 

以下为以色列业务实体的主要类型： 

 

A. 以色列公司 

 

根据以色列法律，以色列公司条令 (ICO) 将公司定义为在以

色列已成形且注册的企业。 

必须通过公司注册局注册公司。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为希伯来语

和阿拉伯语，但实际上公司注册局通常接受以英文形式提供的

法人文件。然而公司注册局也要求将公司名称翻译为希伯来

语。 

大多数公司采取股份制的形式来限制其成员的个人责任。在这

种情况下，术语 "Limited"（或简称 "Ltd."）必须作为该公司

全名的一部分出现。 

公司可注册为“非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其证券于证券交易所

注册。这两种类型的公司必须提交年度报告，包括向其股东提

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由 1-50 名股东和一名董事组成的非上市公司可不向公众提供

或出售债券或股份且其公司章程必须包含其股份转让的限制条

件。 



最少包含 7 名股东的上市公司根据《以色列公司条令》 (ICO) 

和《证券法》 (Securities Law) 的要求仅在发出招股章程之

后可向公众提供股票或债券。此外，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布包括

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和董事局报告书的年度报告，所有内容交由

公司注册局备案以供公众使用。 

 

B. 外国公司（例如，分支机构） 

 

国外注册的公司可于以色列设立分支机构或当地办事处，只要

在成立一个月内于公司注册局将其注册为外国公司。 

如果该公司使用“有限”一词或其它类似术语作为其名称的一部

分，则无论在以色列任何地方开展业务，都必须以显著位置标

明其名称及公司成立时的所在国，并必须在其所有发票、信

函、声明、广告及其它正式出版物上标明这些名称。 

外国公司必须向公司注册局提交所有必要的文件以便注册公

司。非上市公司无需公布财务报表。 

 

C. 合作制企业 

 

《合伙条令》(Partnership ordinance) 将合作制企业定义为



由签约结成合作关系的人员组成的实体。除非他们为有限责任

合作制企业的有限责任合伙人，否则个人责任没有限制。还允

许外国合伙企业在以色列营业。 

 

D. 个体户 

 

个体经营户经完全为其自己工作且对业务全权负责。适用同样

的注册规则。 

 

E. 合作社 

 

这种业务实体主要建立于农业（如基布兹或莫萨夫等合作

社）、运输及农业产品市场运作相关的某些类型中。 

 

F. 非盈利组织 

这些实体主要以学术机构、医院、慈善组织和政府当局等形式

运营。非盈利组织服从一项特殊的法律，该法主要处理这类组

织的形成及其运作方式。 

 

2. 公司注册 



 

以色列的所有公司必须在公司注册局和税务局注册。 

 

必须提交以下文件以便在公司注册局进行注册： 

 

1. 公司注册局的表一份 – 注册公司的申请表。 

2. 确认公司法人身份、主要目的、股东责任和股份发行情

况的公司备忘录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3. 阐 明 公 司 行 为 准 则 的 公 司 章 程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如果  

    未提交公司章程，则  

    自动启用《公司法》(Companies Ordinance) 中的章

程范本。 

4. 目前注册公司的费用为 2,244 新谢克尔。 

 

注册完成后，公司注册局将向公司发放成立证书和公司注册号

（通常为 9 位数字）。 

重要事项：需一名以色列律师核实公司文件。律师通常处理大

多数的请求程序且也在公司注册局代表公司。 



3. 税务 

一旦公司已于公司注册局注册后，其必须于相宜的税务局注

册。 

应在税务局将其注册为公司开始运行。申请号通常与公司注册

局发布的为同一个。注册采用包括公司的基本资料的第 4436 

号表格。 

 

A. 月度和年度所得税申报 

 

以色列的纳税年度通常是日历年度。外国上市公司的附属公司

有时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财政年度。 

 

在其财政年度后的五个月内，所有于以色列开展业务的公司需

归档经审计的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和财务报表。时间可延长。申

请有时可延至纳税年度结束后的 13 个月内。 

公司还必须填报关于账目和税款的月报表。小型企业有时可接

受每月两次的报表。 

 

申报的税务包括： 



分期预付公司所得税 – 该公司月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分期预付关于某些不应扣除支出的追加公司所得税 

薪金和汇款以及供应商的扣缴税款（在适用的情况下）。 

增值税 (VAT)。 

国家保险。 

 

缴纳与申报必须于月底之后的第 15 天完成并可在银行或邮局

支付。即使是数天的延迟缴纳电脑也会生成罚金。 

章程需要所得税和增值税的详细簿记和发票要求。在以色列，

会计记录必须可用于税务人员进行检查。 

 

B. 以色列的税收结构 

 

(1) 公司税 

 

所有在以色列注册的公司必须办理公司税注册手续。 

 

根据 2005 年颁布的税制改革方案，计划按以下时间表降低公



司所得税税率：2008 – 27%, 2009 – 26%, 2010 - 25%, 

2011 - 24%. 

 

(2) 增值税 (VAT) 

 

增值税是基于消费或进口商品与境内外服务的间接税收。 

现在的增值税率为 16%。 

新鲜蔬果的出口收入和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在开展实际业务之前，公司必须注册为经销商 (Dealer)。 

 

重要事项：进行增值税注册时，可委托律师、注册会计师或注

册税务助理作为代理人办理。 

 

在税务局注册后，该公司将会收到一份增值税临时注册证书，

正式证书将通过邮递方式送达。增值税注册编号通常与公司注

册局所发编号一致。 

 

 

重要事项：在以色列的外国实体或外国人在以色列开展业务

时，同样必须指定一个以色列永久居民作为其增值税代理人，



负责处理增值税的所有事宜。有关各方应签署第 22 号增值税

表格。该代理人即为增值税责任人。 

 

为了开展业务，可在离公司办公地点最近的当地增值税办公室

进行注册。 

 

需提供以下文件以便进行注册： 

 

1. 公司注册局签发的注册证书。 

2. 公司备忘录和公司章程。 

3. 公司签订的关于租购办公场所的合同 

4. 律师/会计师证书 

5. 公司授权签字人 

6. 公司董事 

7. 公司董事的身份证复印件  

 

出口商免征增值税 

 

假如满足一定的条件，诸如出口货物、外国实体或居民的服务



给付或对境外外国公司的无形资产销售等大多数出口交易的增

值税税率为零。因为条款如何适用不断变化，所以出口商应务

必与会计人员核对以便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出口商增值税退税 

 

以色列的所有商业公司包括出口企业需要缴纳出口环节的增值

税。然而，出口商一般可在相关退税申报后的 30 天内获得增

值税退税。 

 

满足以下详列条件之一的出口商可安排快速退税： 

 

前一年收入至少 50% 来自出口。 

每次退税时的出口额不少于 10,000 新谢克尔。 

前一年的出口额不少于 1000 万美元。 

出口商为获准企业/受惠企业。 

 

 (3) 股息税 

 

标准股息预提税须受任何外国税收协定的约束，其中 20 % 来

自对公司控股 10% 以下的股东以及 25% 来自控股 10% 或 



10% 以上的“大股东”。 

 

免征向以色列公司支付的股息税。 

 

 

(4) 所得税 

 

雇主必须开设代扣所得税档案且对于在以色列进行的工作，雇

主必须从支付给雇员的薪酬中代扣所得税。 

 

在向员工支付报酬或向其他接收者支付薪资之前应通过税务局

开设代扣所得税档案。 

 

自雇人士应缴纳应征税收入的所得税，税率从 10% 到 49% 

不等，加上月收入的第一个 35,760 新谢克尔所缴纳最高至 

16.23% 的国家保险。然而，在缴纳国家保险金的那年，其中 

52% 可抵扣所得税，产生的有效结合最高为 57.3%，超过 

35,760 新谢克尔的部分也减少至 49%。 

 



最高至 50%税率的税收是向大多数境内支出征收的，除非纳

税人持有以色列税务局允许其以较低税率征收的确认书。 

 

 

除非汇款关于进口货物，否则以色列银行通常以 25-31% 的

税率征收来自以色列汇款的预提税。 

 

某些情况下可免除或减少扣缴税款，例如协定规定或支付服务

完全在国外进行。 

 

如果没有扣缴，将会拒绝相关费用服务并可能受到罚款。 

 

(5) 资本利得税 

 

根据所有的税收协定，可按不同税率向外国居民征收“真正”

（扣除通货膨胀后）源于以色列的资本利得税： 

 

个人--20%-49% 

公司--25%-31%  

 



(6) 销售税 

 

销售税是加给不动产销售者的一个税种。销售额是该税的基

础。因为只要双方同意出售将对买方征收销售税，所以有必要

调整销售额并将该销售税添加至总价格中。销售税为销售额的 

0-2.5% 不等。 

 

 

(7) 进口税和购置税 

 

进口货物的进口税和购置税是按货物价值的百分比征收的。 

以色列进口商与美国、欧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加拿大、墨

西哥、土耳其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都受益于双边免税协定。

（见下文）。减少进口货物购置税同样适用于在以色列生产以

便出口的公司。 

 

（8） 税收协定 

 

目前，以色列已与 44 个国家签订税收协定。这些协定避免了

双重征税，保证投资者居住国将提供已于以色列支付的抵税额



或源于以色列或外国投资者居住国的收入额将免税。 

 

以下为与以色列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奥地利、白俄罗斯、巴

西、保加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

国、丹麦、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国、英国和北爱尔

兰、希腊、荷兰、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日本、牙买加、卢

森堡、拉脱维亚、立陶宛、墨西哥、摩尔达维亚、挪威、菲律

宾、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新加坡、斯洛文尼亚、斯洛

伐克、南非、韩国、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美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4. 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缴费  

 

社会保障（国家保险）：国家保险协会向以色列居民提供一套

完整的社会保障福利金系统，该系统由来自雇主和雇员的国家

保险缴款资助。 

 

健康保险：所有的以色列居民在法律上有权享有健康服务但需

要支付健康保险的费用，费用将由职业和收入来源决定。 

以色列国负责资助和补贴这类服务并保障医事保密、隐私和人



类尊严等权利。 

 

根据以色列法律，雇主负责从工资中代扣官员应缴纳费用并连

同雇主应缴纳费用共同汇款至国家保险协会。不需要在国家保

险协会单独注册。 

 

提交至预扣税办公室的表格副本将被移交至国家保险协会且双

方都使用相同的申请号。 

 

支领薪俸雇员的国家保险（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的缴费比例

如下： 

 

 

 高达平均工资的 60% 

4,678 新谢克尔（1,301 美

元） 

超过 60% 且高达平均工资

的 5 倍*  

雇员 雇主 合计 雇员 雇主 合计 

社会 

保障 

0.4% 4.98% 5.38% 7% 5.68% 12.68% 



健 康

保险 

3.10% -- 3.10% 5% -- 5% 

合计 3.5% 4.98% 8.48% 12% 5.68% 17.68 

*2011 年 4 月的平均工资为 8，698 新谢克尔 = 2,550 美元（汇率为 3.4） 

 

5. 企业鼓励措施 

A. 投资鼓励措施 

 

(1) 核准 / 优先企业计划 

 

《资本投资鼓励法》中概述了投资鼓励措施。 

该鼓励计划可分为 2 个主要类型： 

 

1) 减少核准企业公司所得税 

2) 投资鼓励措施 

 

细节请查阅本部分之前所述内容 

 

B. 工业研究与开发鼓励措施 



可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获得 40-50% 不等的研发补助

金。可从国际支持计划获得高达 50% 的补助金，其中包括用

于以色列与海外机构合作开展研发项目双边研发基金。这些资

金存于：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澳洲（维多利亚

省）。另外，以色列与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德国、荷

兰、法国、香港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还签署有双边研发协议。

这些协议可以让研发项目获得国家资助。也可通过以色列为成

员国的欧盟第七研究和技术开发框架计划 (RTD) 获得多边资

助。 

9) 税务 

 

以色列税务系统基于个人实务。以色列居民于世界任何地

方所获得的收入均应缴税。根据来源规则和双重税收协

定，外国居民于以色列所取得的所得应缴税。 

 

所得税 

配合政府的税制改革方案，个人所得税将减少如下（月收

入 1,650 美元 - %） 

 

（元美）平水入收月 2005 2010 

1,650 – 2,475 32 25 



2,475 – 3,555 37 30 

3,555 – 4,420 37 32 

4,420 – 7,655 39 32 

over   7,655 49 44 

 

备注：税率逐渐递减：每年 1%-2%。 

  

公司所得税 

公司法人实体的所在取决于其是否在以色列成立公司及其

控制与管理是否来自以色列。应向以色列公司的应纳税收

入征收 26% 的公司所得税。按照政府改革方案，公司税

将于来年 – 2010 年减少至 25%。以色列政府还提供很多

税收优惠，如《资本投资鼓励法》中提出的投资鼓励。 

 

增值税 

以色列还征收增值税并向以色列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征收间

接税。基于每个销售阶段的增值额征收增值税，包括进

口。增值税在每个阶段向买方征收，并移交至财政部关务

局，扣除增值税额后支付给供应商。目前以色列的增值税

税率为 16%。然而，由主要工作在以色列的经销商所提供



的出口商品和服务不征收增值税。 

 

社会保障 

由雇员和雇主缴纳，包括国家保险（社会保障）等其他税

种。2004 年的税率为： 

 

 月收入 0-

3,482 新谢克

尔 

月收入 

3,482-

34,820 新谢

克尔 

雇员份额 4.5% 10.32% 

雇主份额 5.93% 5.93% 

 

 

其他税种 

设定法律文件印花税率为 0.4%-2%，进口税不一，某些

商品购置税以及市政税。 

 

税收协定 

以色列已与世界各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包括许多欧洲国



家、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包括“税收饶让优惠”等的双

重税收协定以确保在计算外国税收时通过考虑整个以色列

的税收而不是实际的减少的税收从而授予投资者源于鼓励

法的税收优惠。 

 

 

 

最后修改于：1/24/2010  

 

 

 

 

 

 

10)在以色列生活 

以色列人 

生活节奏快、文化底蕴深、精神境界高、静谧但充满乐趣。有

无数种方式来描述以色列的生活，这里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与其

来自世界各国的居民一样多元化。作为移民之国的以色列，其

人口自于 1948 年成立以来已增长八倍之余。今天，700 多万



居民是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和传统

的民族的混合物。包括来自世界各地人民从而形成了该民族的

多样性，同时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色列性格特征，其被比喻

为国家之果-仙人掌果“萨布拉”-外表坚硬多刺内里松软香甜。 

主要城市 

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人口约 75 万），居于犹太民族的国

民和精神生活中心。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之一，它是一个生机

勃勃充满活力的大都市，其为政府所在地且为以色列最大的城

市。 

特拉维夫-雅法（人口约 40 万），作为首个现代犹太城市建于 

1909 年，现已成为该国的商业、金融和文化生活中心。 

 

海法（人口约 27 万），建于上古时期的一座海岸城，成为重

要的地中海港口城市也是以色列北部的工业和商业中心。 

贝尔谢巴（人口约 20 万），在圣经中被命名，为犹太人族长-



亚伯拉罕的营地，成为今天南部最大的城市中心。其为整个南

部地区提供新政、经济、卫生、教育和文化服务。 

日常生活 

大多数以色列人一周工作时间为五到六天，从上午的八九点到

傍晚的五六点；孩子们一周去学校六天且周五在学校的时间稍

短。当地的商业中心附近一般都会成立社区和团体。傍晚时

候，比较常见的是偶遇朋友或邻居在当地的咖啡馆享用一杯卡

布奇诺或意大利浓咖啡，与此同时他们的孩子在附近的公园玩

耍。以色列人身体灵活，他们热爱运动且经常看到他们在全国

各地上规模的体育馆进行训练、沿着海滩慢跑、在人行道上竞

走或在临近地区的球场打街边篮球。也鼓励孩子课余参加丰富

的活动，其中包括体育、武术、舞蹈等其他活动。 

休闲 

以色列人享受其闲暇时刻且在周末和假期与其朋友和家人在全

国各地的商店、咖啡馆、餐厅、海滩和公园中度过快乐的时

光。 



以色列的生活方式非常“地中海式”，酒吧、咖啡馆以及餐厅营

业至深夜，典型特征为庞大的人群和人行道和露台的户外座

椅。以色列人家庭观念较重，经常带其孩子在餐厅就餐（餐厅

十分乐意接待年轻的食客）。 

以色列人喜爱海滩因为可以放松自我且由于气候温和几乎可以

全年享受在海滨的欢乐时光。以色列的沙滩上可见游泳、冲

浪、闲逛、吃东西或玩 "matkot"（一种用球拍来回击打球的

游戏）等一切可于海滨进行的活动。以色列的大多数沙滩向大

众开放且有各种酒吧、餐厅和旅馆供应。 

以色列人是热心的体育迷且十分热衷当地的足球和篮球团队，

但凡他们的比赛都积极参与。以色列人在室内休息时喜欢看本

地电影和带字幕的国际电影。在家里，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可

收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频道，包括按次付费的电影频道和体育频

道。到处都可以使用宽带且很多咖啡厅还提供无线上网服务。

鉴于以色列在 ICT 行业的超凡技术，该国在手机及多种其他

电子配件上的技艺精湛。 



犹太假期为一些传统以色列庆祝活动提供平台，包括户外烧烤

或以色列独立日的 "mangal"、筑棚节在木屋里吃和睡以及享

受犹太人散居地的各种传统菜肴，包括从松软的埃塞俄比亚 

"injera" 画眉草面包到摩洛哥的  "sfenj" 再到东欧地区的 

"kreplach" 克雷普拉赫，以及更东边地区类似这些食物的水

饺。伊斯兰斋月期间，开斋节那天的开斋晚餐将解除禁食，包

括 k'ak al-tamar，一种与咖啡搭配食用的甜美肉类，以及该

国丰盛的祭品。虽然亚美尼亚人圣诞节的传统食物是无肉的，

但是包括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奶酪、油泡黑橄榄、坚果和种

子。也有许多鱼类、全谷物以及蔬菜料理，与  cheoreg 或 

peda 等面包一起搭配食用并用精美的 Paklavas、Boeregs 

和 Kurabia 以及称为 Anushabour 的特色圣诞粥作最后润

色。以色列的每个节日都会有其特色食物且以色列尤为丰富的

菜肴正是缘于多民族所作的贡献，也正是这些组成了以色列的

马赛克国度。 

 

外出用餐 



以色列的文化大多是围绕食物发展且不可轻描淡写地说以色列

人喜欢吃。由于大多数以色列人在其强制服役后周游世界，他

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口味与文化；随后一系列著名国际餐厅在

以色列找到乐意的受众，提供从大陆到亚洲以及欧洲到南美的

美食。事实上，法国传奇食物评论家 Gault-Millau 认为以色

列为世界上食物之旅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在以色列不是仅在高档餐厅才可以吃得很好。虽然现在很多国

际快餐专营权出现在以色列，但当地快餐更具吸引力且营养丰

富。经常一边沿着林荫大道上散步一边吃的最流行快餐食物有

飞来飞，它是配上沙拉皮塔面包含炸鹰嘴豆和香料的三明治；

以及沙威玛，通常包括切片羊肉、山羊肉、鸡、火鸡、牛肉或

混合肉类，配上沙拉皮塔面包或拉法面饼。具有全球吸引力的

鹰嘴豆泥混合了鹰嘴豆、芝麻酱、柠檬汁和橄榄油且最建议用

热面包或皮塔饼蘸着吃。halwa、kanafeh、baklava、

shebakia 以及其他中东甜点。以色列早餐十分丰盛，包括各

式各样的奶酪、新鲜的面包和沙拉。最好在周五的早上能够在

当地的咖啡馆和餐厅度过。建议给予服务费 10%-15% 的小



费。 

随着以色列的葡萄酒行业的慢慢壮大已跻身世界领先之列，以

色列人也养成饮用优质葡萄酒的习惯。虽然以色列的酿酒历史

可追溯到圣经时代，但其终止于穆斯林领袖颁布禁酒令并且 

1882 年后才得到恢复，当时法国慈善家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

男爵开始承保该地区的农业定居点并把重点放在葡萄酒产区。

如今，以色列的许多高质葡萄酒产于理想地带加利利和戈兰高

地，因为其为火山土沉积、气候凉爽、海拔适宜且通过滴灌系

统可实现供水。 

文化 

在以色列，通过艺术表达的文化与人们自身一样多种多样，文

学、戏剧、音乐会、广播和电视节目、生活娱乐、博物馆和画

廊代表着不同的兴趣和品味。按人口计算，较之其他任何国

家，以色列拥有更多的博物馆。还有国际标准歌剧团、新以色

列歌剧院、四支交响乐团，其中包括以色列爱乐乐团和几十个

戏剧、舞蹈、室内乐和现代唱片公司。 



以色列的俱乐部景观也十分壮观，尤其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

冷，它是伊比沙岛 - 阿姆斯特丹 - 伦敦景观带的一部分，吸引

欧美 DJ 和俱乐部迷参与通宵派对。 

出游以色列 

以色列虽然是个小国，但其提供从北部的赫尔蒙山滑雪场到南

部的埃拉特深海潜水等一切娱乐项目。随着景色从远足热衷者

的茂密森林和瀑布到需吉普跋涉的贫瘠荒漠和沙丘的变化，将

会看到且发生大量的事情。因为从该国最北端驶向最南端约 7 

小时，难怪以色列人喜欢开着汽车以进行短期家庭度假。在外

度过周末时，以色列人一般选择去露营或呆在小且实惠的客房

和被称为 "zimmerim" 的旅馆内。公共汽车和火车也可实现

在全国各地旅游且比较便宜。如果人们要去公共交通可能无法

到达的几个地方通常会乘出租车或租用自行车。 

购物  

以色列人喜欢购物并与世界各地阅历丰富的旅客一样，他们已

养成对衣服和食物到家庭用品和科技小玩意等一切事物的高雅



且挑剔的品味。 

大多数国际品牌商标以及给人印象深刻的本土品牌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对于那些想要在购买时令农产品的同时感受到以色列

的文化与风格的人来说，最好的地点为在世界各地大多数城市

都能找到的被称为 "shouks" 的开放集市。并且，如果想要购

买一件具有创造性手工制作的裙子或实用的艺术珠宝，只需要

逛逛户外商场。 

但是大多数以色列人会在商场内购物。事实上，大多数城市都

拥有不止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在这里可以发现大量当地优质的

时尚品牌以及国际知名品牌。商场的营业时间通常是从周日至

周四上午的 10 点至晚间的 10 点，但于周五仅至下午的 2 点

或 3 点。大多数商店都于周六停止营业并在安息日结束的日落

时分重新开放。一些街道商店的营业时间为周日至周四上午的 

9 点或 10 点至下午的 1 点及下午的 4 点至 7 点，然而有些保

持整天开放即上午的 10 点到晚上的 7 点并在周五开放时间为

上午的 8 点到下午的 2 点。穆斯林地区商店的开放时间一般为

周六至周四并于周五不对外开放。 



政治体制 

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政体，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鼎立。国家

元首是总统，其职责主要是礼仪性的和代表国家出席正式的社

交活动。他的办公室是国家统一与主权的象征。议会是以色列

的立法机关，由 120 名议员组成。议会由 15 个常务委员会协

助其掌管全体大会。议员每 4 年经全国直接普选产生。国会的

一些议员担任内阁大臣负责管理内政和外交事务。内阁向议会

负责并以总理为首。在地方一级，法律认可由人口规模来定义

的三种类型的当地政府，包括人口超过 20，000 的近 70 个

城市，人口 2，000 至 20，000 之间的约 140 城市或农村，

以及人口不足 2，000 地理位置临近掌管多个农村社区的 50 

多个二级市。地方当局为其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并发展其基础

设施建设、道路系统、供水、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污水处理

系统和公园。地方当局由委员会领导，根据其政党的比例代表

制对其成员五年一选。市长(包括当地和地区委员会主席)由选

民直接选举产生。 

社会福利  

http://www.mfa.gov.il/MFA/Facts+About+Israel/State/THE+STATE-+Legislature-+The+Knesset.htm


基于法律的社会服务系统为工作人员提供了保障以及广泛的国

家和社区服务。 

国家保险协会为所有的永久性居民（包括非公民）提供各种福

利，包括失业保险、养老金、生育补助金及津贴、子女补贴、

收入支持津贴以及其他更多。 

医疗保健  

以色列引以为豪的是向其所有的居民提供实用且优异平价的医

疗保健服务。该国高标准的卫生服务、优质的医疗资源和研

究、现代化的医院设施以及内科医生和专家占人口的惊人比例

等表现在低的新生婴儿死亡率（每 1000 名活产儿中仅 5.3 例

夭折）以及较长的平均寿命（女性平均寿命为 80.73 岁，男

性为 78.62 岁）-世界第十。从幼到老所有的卫生医疗保健受

法律保护且国家的卫生支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国家医疗保险法》为以色列所有居民提供包括住院治疗等一

揽子标准化医疗服务。该国所有的医疗服务通过四家健康保险

公司提供：Kupat Holim Clalit、Kupat Holim Maccabbi、



Kupat Holim Meuhedet 和 Kupat Holim Leumit。接受卫

生医疗服务取决于个人所注册的健康保险公司。 

教育 

以色列的学年大约从九月一日开始并于六月三十日结束。虽然

大多数学生完成 12 年的学校教育，但义务教育为 5 岁到 16 

岁。根据《义务教育法》，公立学校到 12 年级的学费全免。

此外，宗教学校 "yeshivot" 享受部分补贴，而私立和国际学

校要收取全部学费。 

以色列是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其大学位于欧洲 

100 强之列。以色列八所大学的理科和人文学科提供了各种不

同的课程，可授予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后学位。规模较小的院

校提供学术课程以及在教学、艺术、设计以及体育课程等方面

的专业培训。许多大学和学院提供英语课程和学位课程。 

营业时间  

以色列官方的每周工作时长为 42 小时。虽然有的企业周五还

上半天班，但是大多数只在周日至周四工作。政府机关周五皆

不上班。 



周六刚好为安息日、犹太周的第七天以及犹太教的休息日，因

此所有的办公室和大多数的以色列商店都不开放。然而，如电

影院和俱乐部等娱乐场所通常依然开放且咖啡馆，特别是沿海

的餐厅和酒吧人声鼎沸。 

银行  

时间各不相同，但是银行开放时间一般为周日-周四上午的 8 

点 30 分到下午的 1 点而且每个周一和周四下午的 4 点到 6 点

也开放。他们通常在周五只在上午开放，中午将会关闭。 

货币 

以色列的货币谢克尔 (IS) 也被称为新谢克尔 (NIS)。1 谢克

尔为 100 阿哥拉铸币。1 美元 = 约 3.8 谢克尔；1 欧元 = 约 

5.4 谢克尔（2009 年 7 月）。可于所有银行、邮局和外币兑

换局兑换货币。 

邮局 

大多数邮局的营业时间为周日-周五上午的 8 点 30 分至下午的 

12 点 30 分，另外除了周三和周五还于傍晚时段（下午 4 点



至 6 点）开放。 

交通  

以色列的公共交通四通八达，其中扩建的铁路和公共汽车系统

操作着当地的公交服务以及全国各地的长途航线。为通勤者所

欢迎的火车主要服务于人口密集的沿海平原，但其北至沿着以

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海岸线仅 6 公里处的纳哈里雅并向南和内

陆地区至贝尔谢巴。出租车服务价格合理且使用广泛。 

气候 

以色列气候温暖阳光充沛，最宜全年进行户外活动。每年 11 

月至第二年的 4 月之间偶尔下雨且北部年总降雨量为 20-30 

英寸（50-70 厘米），较远的南部约为一英寸（2.5 厘米）。

各地区气候差异颇大，沿海平原夏季炎热冬季温和；丘陵地带

夏季干燥温暖冬季适度寒冷；且半干旱的条件使南方白天温暖

夜间凉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