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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辞欢迎辞欢迎辞欢迎辞

尊敬的嘉宾和商业伙伴：

我谨代表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了

解以色列领先的高科技行业及其尖端技术。

近年来两国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迅猛，令人足感欣慰。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最大贸易

伙伴、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也是未来几十年里最重要的市场。

为推动中以工业发展与贸易合作，我们启动了一系列的综合性计划。本概述作为其中的一小

部分，将向您介绍以色列经济与工业概况。以色列公司的突破性创新层出不穷，而这里展现

的仅仅是以色列强大实力的缩影，希望本手册能够帮助您发现对业务具有重要价值的以色列

产品、技术及解决方案。

此致

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

IE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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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览以色列一览以色列一览以色列一览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基本信息

主要城市主要城市主要城市主要城市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特拉维夫、、、、海法海法海法海法、、、、贝尔谢巴贝尔谢巴贝尔谢巴贝尔谢巴

GDP 2171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2010 年年年年））））

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 740 万万万万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22,000 km2

首都首都首都首都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人均人均人均人均 GDP 29500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2010 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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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法海法海法海法

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特拉维夫特拉维夫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

贝尔谢巴贝尔谢巴贝尔谢巴贝尔谢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

海法巴哈伊花园

耶路撒冷旧城 死海

梅塞达

戈兰高地

特拉维夫地中海畔 加利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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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二战中因压迫而颠沛流离，在大屠杀中失去六百万人民。作为

中东地区唯一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在金融与科技上崛起恍如神话。

今天的以色列丝毫无愧于经济奇迹这一赞誉。

另外，由于自然资源匮乏以及各种政治与地缘问题，以色列自诞

生之初便面临诸多挑战。 为克服重重困难，以色列一向依靠自己

最宝贵的资产 – 以色列人民。

由于国家政府对教育和科技的重视，以色列的创新人才克服挑战

重重，取得了巨大成功。 另外，创新进取已经被公认为以色列的

民族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以色列的优秀人才在各个领域

中展露出了惊人的才华，下文将为您一一展示。

本概述旨在为您介绍以色列的各种优势。在这里，我们诚邀阁下

一起探索以色列这个充满魅力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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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戴维·本·古里安

以色列首任总理，1955



以色列在下列全球排名均高居第一以色列在下列全球排名均高居第一以色列在下列全球排名均高居第一以色列在下列全球排名均高居第一

� 风险资本支出占 GDP 比重

� 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

� 人均工程师数量

� 科研质量

� 纳斯达克上市非美国公司数量

� 美国以外高科技创业公司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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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小国家小国家小国家小国家 ---- 大志向大志向大志向大志向！！！！

� 以色列开拓进取

创业公司数量在全世界名列第三

� 以色列敢为人先

最新技术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六

� 以色列科研与商业拥有创新的融合机制

以色列科技转移组织 (TTOs) 致力于鼓励与促进研究项目，以及推动军用技术从实验室到全

球市场的转化。

� 以色列拥有悠久的国防技术商业化历史

许多软件、通信、成像和流程控制等方面的民用产品均出自于军用技术

� 以色列拥有强大的风投实力

� 以色列拥有技术熟练的劳动力

� 以色列为研发投资提供了激励措施

工业、贸易和劳工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OCS) 负责实施政府鼓励政策来支持以色列工业研

发，为 500 家公司的近 1000 个项目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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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8200720062005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194.8202.1167145.8134.3GDP （（（（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

0.7%4%5.2%5.3%5.1%GDP 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实际增长率 (%)(%)(%)(%)

27,77027,71026,56024,98023,390人均人均人均人均 GDP（（（（按购买力平价按购买力平价按购买力平价按购买力平价，，，，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67.580.871.362.457.2商品与服务出口商品与服务出口商品与服务出口商品与服务出口（（（（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

638473.561.757.6商品与服务进口商品与服务进口商品与服务进口商品与服务进口（（（（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十亿美元））））

7.6%6.1%7.3%8.4%9%失业率失业率失业率失业率 (%)(%)(%)(%)

3.9%3.8%3.4%0.1%2.4%通胀率通胀率通胀率通胀率

3.7%0.7%2.9%5.1%3.1%经常帐户收支经常帐户收支经常帐户收支经常帐户收支（（（（占占占占 GDP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宏观经济指标宏观经济指标宏观经济指标宏观经济指标

2009 2009 2009 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以色列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在其

《《《《2010 2010 2010 2010 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年世界竞争力排名年世界竞争力排名》》》》中称中称中称中称，，，，以色列经济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得最为顽强以色列经济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得最为顽强以色列经济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得最为顽强以色列经济在面对危机时表现得最为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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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增长长期稳定增长长期稳定增长长期稳定增长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历年商品与历年商品与历年商品与历年商品与服务出口情况服务出口情况服务出口情况服务出口情况

（（（（10 10 10 10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5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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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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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Export

Merchandis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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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出口

商品出口



北美和欧盟是以色列当前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其贸易重心正持续稳定地向亚洲尤其是中

国转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2010 2010 2010 2010 年商品出口额年商品出口额年商品出口额年商品出口额（（（（不含钻石不含钻石不含钻石不含钻石））））

北美北美北美北美 29292929%%%%

非洲非洲非洲非洲 3333%%%%

拉美拉美拉美拉美 6666%%%%

亚洲亚洲亚洲亚洲 20202020%%%%

欧洲欧洲欧洲欧洲（（（（非欧盟非欧盟非欧盟非欧盟））））6666%%%%

欧盟欧盟欧盟欧盟 30303030%%%%

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其它其它其它其它））））6666%%%%

25 25 25 25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13 13 13 13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84 84 84 84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20 20 20 20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127 127 127 127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124 124 124 124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23 23 23 23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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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

879

1,101

870850

634682

513

340316
222181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历年对华商品出口额历年对华商品出口额历年对华商品出口额历年对华商品出口额

（（（（不含钻石不含钻石不含钻石不含钻石）（）（）（）（百万美元百万美元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以色列历年对华商品出口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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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经济大事记经济大事记经济大事记经济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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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国际贸易协定国际贸易协定国际贸易协定国际贸易协定

与下列国家和地区签有自由贸易协定

� 美国

� 欧盟

� 加拿大

� 土耳其

� 罗马尼亚

� 保加利亚

� 约旦

� 墨西哥

�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 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拉圭）

不征关税不征关税不征关税不征关税，，，，不设配额不设配额不设配额不设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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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技术行业一览以色列技术行业一览以色列技术行业一览以色列技术行业一览

� 替代能源

� 电信

� 新媒体

� 软件

� 电子

� 生命科学

� 农业科技

� 水技术

�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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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最佳替代最佳替代最佳替代最佳替代



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 250 250 250 250 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

� 超过超过超过超过 90909090% % % % 的以色列家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以色列家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以色列家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的以色列家庭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 2010 2010 2010 2010 年年年年 10 10 10 10 月月月月，，，，由以色列领先企业由以色列领先企业由以色列领先企业由以色列领先企业、、、、投资者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以色列投资者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以色列投资者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以色列投资者和科研机构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以色列

南部地区建设和运营一个全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中心南部地区建设和运营一个全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中心南部地区建设和运营一个全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中心南部地区建设和运营一个全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中心。。。。

� 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太阳热能公司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太阳热能公司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太阳热能公司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太阳热能公司。。。。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自建国起，以色列就非常强调尽可能地节约能源，开发创新的、可替代的可持续解决方案，以

应对国内自然资源不足的现实， 其中包括使用时间已有数十年的太阳能和独一无二的生物燃

料。 以色列因此得以扭转自然资源稀缺的不利局面。

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风能以及波能等领域的突破性技术创新，使以色列被视为全球可持

续能源行业当仁不让的领跑者。 全世界仅 1.7% 的能源供应来自于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

可持续能源。但在以色列，仅住宅中使用的太阳能集热器就已满足了全国 4% 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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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是世界上最太阳能是世界上最太阳能是世界上最太阳能是世界上最

大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能源能源能源能源””””

戴维戴维戴维戴维····本本本本····古里安古里安古里安古里安

以色列首任总理以色列首任总理以色列首任总理以色列首任总理，，，，1955195519551955

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19

Harry Tabor （（（（图左图左图左图左））））向以色列总理戴维向以色列总理戴维向以色列总理戴维向以色列总理戴维·本本本本·古里安展示他的选择古里安展示他的选择古里安展示他的选择古里安展示他的选择性性性性- 黑色黑色黑色黑色收集器收集器收集器收集器，，，， 此收集此收集此收集此收集

器即将被运往参加器即将被运往参加器即将被运往参加器即将被运往参加1955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届太阳能大会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届太阳能大会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届太阳能大会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届太阳能大会。。。。本本本本·古里安古里安古里安古里安积极积极积极积极鼓励以色列鼓励以色列鼓励以色列鼓励以色列

的太阳能研发的太阳能研发的太阳能研发的太阳能研发



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

以色列的地理条件是太阳能技术开发的原动力：日照时间充足，50% 国土面积位于

干旱带，缺少石油资源；另外，由于拥有各类科研机构和研发中心，学术界与产业

界间又有着强大的协同效应，万事俱备，成就了太阳能技术发展的沃土。

风力风力风力风力////涡轮技术涡轮技术涡轮技术涡轮技术

吹向阿拉瓦（Arava）沙漠广阔高原的地中海风，为以色列利用大自然风力创造了

绝佳条件。 尽管我国的风力发电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利用，但政府和众多商业机构

已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新技术和新解决方案的诞生，将进一步推动这一新兴

能源的利用。 另外，到 2020 年，新建风电场提供的电力将有望占到全国可持续

能源供电总量的 25%。

20



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能源效率

由于以色列燃料依赖进口，而且为了避免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能源效率一直是以色

列举国关注的问题。 几十年中，以色列政府、高校科研人员以及商业机构通力合作，

教育以色列人民节约能源，并不断推出各种创新解决方案，使得民用、工业领域都涌

现出大量节能技术。

生物燃料与废能生物燃料与废能生物燃料与废能生物燃料与废能

能源作物是指甘蔗等为生物能燃料生产而专门种植的农作物。 作为该领域领先者的以

色列，一直在寻找可以辅助或用于大规模生物燃料生产的植物物种。

生物能是一种从废料等有机物料中提取的、用于替代矿物燃料的可再生资源。废料可

以被转换成其它类型的能源如瓦斯或燃油。 以色列政府与商业机构在生物能领域所取

得的突破性成果包括固体废料生物能研究、生物能蒸汽制造设施等。

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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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MAT Technologies, Inc. 全球地热发电行业领先企

业。 Ormat 是当前唯一一家地热能和再生能设备、服务和供

电领域垂直集成供应商，其电厂中绝大多数设备均为自行设

计、开发、建造并生产。

西门子以 4.18 亿美元的价格并购 SOLEL Solar Systems ，

留下一段令人赞叹的以色列成功佳话. 该公司独一无二的技

术可将太阳热能高效转化为清洁电能，在光热解决方案领域

中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SolarOr 在专利光学设计基础上开发了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

板，利用成本较低的光学元件替代昂贵的光伏电池，使得成

本大幅降低 。

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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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替代能源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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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畅谈商务畅谈商务畅谈商务畅谈商务



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出口额出口额出口额出口额 41 41 41 41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590 590 590 590 家出口商家出口商家出口商家出口商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以色列公司便已跻身全球通信业最前沿。 以色列公司已

经渗透到现代电信市场的各个领域，以丰富的解决方案帮助服务商应对业务及技术

挑战。

在全球电信行业巨头实际应用中久经考验的以色列电信产品备受世界各地运营商、

系统集成商以及技术提供商赞誉。

以色列国内拥有 4 家移动运营商，5 家电信运营商，电信覆盖率高，市场竞争激

烈，政府监管严格，是新产品与解决方案的完美试验场。

主要目标市场主要目标市场主要目标市场主要目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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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基础设施

以色列提供的网络解决方案被广泛用于电信行业的基础设施中，受到全球各大运营

商和 OEM 的青睐， 软硬件解决方案涵盖从大容量干线、网关、信号系统，到室

内微微蜂窝和接入网/驻地网，乃至有线和无线广域网络等各个领域。

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增值服务

以色列电信供应商可为运营级服务平台提供全面的创新增值服务。 除这些核心服

务外，短信、应用软件、内容传递及分发服务也十分丰富。

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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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随着互联网和手机通信服务的兴起,以色列电信应用供应商开始提供各种基于网络

和客户的创新盈利服务， 其中包括基于位置个性化的广告、安全系统、游戏、音

乐等等。

手机和其它设备手机和其它设备手机和其它设备手机和其它设备

以色列供应商可为手机制造商、集成商以及网络运营商提供最先进手机技术与小配

件。 以色列厂商能够及时推出采用最新协议的微电子通信设备，帮助 OEM 合作

伙伴保持竞争力，因而深受其信任。

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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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 Group 全球语音数据通信技术领先厂商，旗下一系列独立运营的公司

可为网络和电信业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

Alvarion 面向服务商的 WiMax 和宽带无线系统领先供应商。 Alvarion

已在 150 多个国家部署 300 处基站。

Jajah VoIP 服务领先供应商，不通过专用软件客户端，便可接通两部移动

电话或“传统”固话。

VocalTec IP 电话发明者 。 1995 年发布首个 VoIP 程序。

Nice Systems 全球客户超过 24000 家，其中包括财富 100 强公司中的

85 家，Nice Systems 致力于为企业联络中心、视频监测安全方案以及客

户服务中心提供基础设施和应用程序。 该公司的全球总部和研发中心均设

在以色列。

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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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电信电信电信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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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

全新媒体全新媒体全新媒体全新媒体，，，，闻所未闻闻所未闻闻所未闻闻所未闻！！！！



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公司数量公司数量公司数量公司数量：：：：720720720720

450 450 450 450 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

逾逾逾逾 150 150 150 150 家互联网公司家互联网公司家互联网公司家互联网公司

2009 2009 2009 2009 年出口与海外销售额年出口与海外销售额年出口与海外销售额年出口与海外销售额 ---- ~~~~20202020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 欧洲、亚洲、美国、非洲。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媒体行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超过了其它任何行业。 用户们需要 7 天 24 小时——随时、

随地访问信息。因此，媒体运营商需要针对广告商、用户重新进行市场定位。 对内容

分发解决方案与平台的需求正在增长。

以色列新媒体公司依托前辈们所创造的高度数字化、媒体丰富化的国内文化环境，打造

出兼具新奇性和实用性的独特解决方案，在增强用户体验的同时，提高了营收业绩，因

此备受媒体、运营商和内容服务商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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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 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互联网：：：：

� 应用与服务

� 电子商务与营销

� 在线广告

� 娱乐与视频

� 搜索

� 社交网络

� 广播广播广播广播

� 数字电视与有线电视数字电视与有线电视数字电视与有线电视数字电视与有线电视、、、、IPTVIPTVIPTVIPTV、、、、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机顶盒机顶盒机顶盒机顶盒 (OTT) (OTT) (OTT) (OTT) 解决方解决方解决方解决方

案案案案

� 内容创建内容创建内容创建内容创建、、、、分发与管理分发与管理分发与管理分发与管理

� 游戏游戏游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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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Yahoo! 已收购以色列公司 FoxyTunes，该公司曾为 Firefox 浏览器

开发出流行扩展 FoxyTunes，允许在 Firefox 状态栏操作几乎所有媒

体播放器。

ICQ (Mirabilis) – 1996 年推出首个即时通讯平台，被 AOL 以 4.07 

亿美元收购。 ICQ 为现代社交网络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NDS – 其先进的 DRM 和条件接收系统被广泛用于众多新闻公司的

数字卫星电视平台。 NDS 还提供互动电视应用、平台以及开发工具。

Orca Interactive – 一家 IPTV 创新中间件与应用领先供应商，致力

于推动下一代互动电视的发展， 为观众体验电视内容的方式带来革命

性变革。该公司位于以色列 Ra’anana，是法国电信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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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新媒体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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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上传不息上传不息上传不息上传不息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 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590 590 590 590 

� 公司数量公司数量公司数量公司数量：：：：900 900 900 900 

� 30303030% % % % ---- 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创业公司

� 12121212% % % % ---- 营收增长营收增长营收增长营收增长 > > > > 1000 1000 1000 1000 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

� 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 62 62 62 62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以色列的科研传统、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现实以及举国上下的进取精神，使本国一

直谋求知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

由此诞生的革命性解决方案数量空前，包括当今一些最常见的软件解决方案，它们

都充分地体现了本行业的优势。 IP 语音、语音信箱、公钥加密、互联网防火墙以

及手机计费系统均为以色列公司构思并开发的技术。 这些技术目前已经广泛应用

于全球电信、金融、零售、医疗、政府、制造等领域

由于这里是新兴软件技术崭露头角的舞台，很多大型跨国软件公司都在以色列设置

了研发机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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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软件企业软件企业软件企业软件

企业软件主要用户为金融机构、政府以及零售连锁商店；以色列软件业可为 IT 管

理、客户关系管理、管理工具以及应用效率优化等领域提供领先解决方案。

IT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以 Checkpoint Software Technologies 互联网防火墙创新技术为代表的以色列 IT

安全产业已为企业周边、企业资产和企业网络保护做出突出贡献。

存储与数据中心存储与数据中心存储与数据中心存储与数据中心

在当今世界，随着数字信息量的快速增长，高效数据存储需求不断增加，促使以色

列公司开发出新型存储技术。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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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云计算云计算云计算

云计算通过互联网提供商务与消费服务，被视作 IT 市场中的下一场革命。目前从

事云计算行业的以色列软件公司已超过 150 家。

服务商服务商服务商服务商

以色列拥有 100 多家系统集成、IT 咨询、IT 本地化服务、IT 外包和问答服务的

IT 服务商。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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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Actimize - NICE Systems 全资子公司。 它主要为一些全世界顶级金

融服务公司提供经纪合规、反洗钱、防欺诈方面的企业级软件解决方案。

预计 2010 年营收将达到 1 亿美元。

Check Point -防火墙及 VPN 技术领先企业。 其全面的软件产品涵盖

了 IT 安全的方方面面。 2009 年，Check Point 的 Power-1 11000 

Appliance 获得《中国通信电子周刊》编辑推荐奖。

Amdocs – 创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 Amdocs 原为黄页通讯领域服

务商，是电信计费领域的先驱。目前 Amdocs 是全球电信客户管理集

成软件领先企业。 Amdocs 在中国北京设有 支持中心；在天津设有研

发运营中心。

Retalix – 自 1982 年起，便为世界各地的零售业提供企业级软件解

决方案，客户包括超级市场、便利店和餐馆。 Retalix StorePoint™ 和

Retalix Fuel™ 已被中国石油选择将部署在其全中国 18000 个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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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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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点燃激情点燃激情点燃激情点燃激情



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 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出口商数量：：：：250 250 250 250 

� 100 100 100 100 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

� 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 59 59 59 59 亿亿亿亿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电子产业不仅本身是以色列的一大高科技支柱产业，同时还在通信与医疗设备等其

它支柱产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同等规模的其他国家相比，以色列是为数不多的拥有电子产业端到端能力的国家

之一。 从基础的芯片技术、芯片设计、制造与测试，到部件与完整设备的生产，以

色列公司始终走在这一行业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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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组件组件组件组件

半导体设计半导体设计半导体设计半导体设计

以色列拥有大量专业的无厂半导体设计公司，可满足从闪存、网络处理器、电源管理半导

体、多媒体到 VoIP 的各类应用需求。

制造制造制造制造

本领域集内部研发与生产设施于一身。 例如，英特尔在美国以外的首家 45 纳米制造厂

便位于以色列。

电子行业设备电子行业设备电子行业设备电子行业设备

本领域中以色列最为知名的专业技术之一是数字印刷与成像，几家国内领先的技术厂商已

被跨国公司并购。 另一领先领域是机器人技术，以色列系统被广泛运用于制造和质量控

制，在汽车行业中更是如此。 以色列在航空业的优势同样造就了一批为飞机及零部件开

发测试设备的公司。

EMS –––– 电子制造服务电子制造服务电子制造服务电子制造服务

以色列在各种外包电子系统的装配设备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客户遍及本土高科技行业和跨

国公司， 其产品涵盖 PCB 装配及医疗设备、通讯系统等统包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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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M-Systems – U盘发明者与开发商。 引领个人存储解决方案技术变

革，为 USB 设备开发出多种专利闪存技术。 2006 年中被闪存市场

领先厂商美国 SanDisk 以市值 15.5 亿美元的股票收购。

惠普惠普惠普惠普 Indigo 数码印刷机数码印刷机数码印刷机数码印刷机 – 最先进的工业、商业数码印刷机，提供

按需定制的印刷解决方案， 主要应用于一般商业印刷、标签印刷、

软包装印刷、折叠纸板印刷以及特种印刷。

Orbotech – 主要致力于电子产业供应链中专业应用增效、生产解决

方案的设计、开发、制造、营销和服务， 是世界范围内 PCB 检测

和平板检测市场领先厂商。

Transchip’s Image CMOS 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传感器部门被三星并购，成为了三星在

韩国之外的第一个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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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45



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让科学贴近生命让科学贴近生命让科学贴近生命让科学贴近生命



� 1250 1250 1250 1250 多家公司多家公司多家公司多家公司

� 每年新增每年新增每年新增每年新增 70707070----80 80 80 80 家新公司家新公司家新公司家新公司

� 2009 2009 2009 2009 年出口交易额年出口交易额年出口交易额年出口交易额 –––– 60 60 60 60 亿美亿美亿美亿美

元元元元

� 以色列人均医疗设备注册专利数以色列人均医疗设备注册专利数以色列人均医疗设备注册专利数以色列人均医疗设备注册专利数

量在全球排名第一量在全球排名第一量在全球排名第一量在全球排名第一，，，，人均新分子人均新分子人均新分子人均新分子

（（（（小分子和大分子小分子和大分子小分子和大分子小分子和大分子））））注册专利数注册专利数注册专利数注册专利数

量排名第四量排名第四量排名第四量排名第四。。。。

� 2004 2004 2004 2004 年年年年，，，，两位以色列教授两位以色列教授两位以色列教授两位以色列教授

Aaron Ciechanover Aaron Ciechanover Aaron Ciechanover Aaron Ciechanover 和和和和 Avram Avram Avram Avram 

Hershko Hershko Hershko Hershko 因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因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因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因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

质降解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质降解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质降解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质降解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目前正在开发的很多药物都是基目前正在开发的很多药物都是基目前正在开发的很多药物都是基目前正在开发的很多药物都是基

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于他们的研究成果于他们的研究成果。。。。

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

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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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以色列的医疗卫生支出占全国 GDP 的 8%。 本国医疗水平极高，从本地社区诊所，

到世界知名的创伤治疗中心，均拥有优质的保健服务基础设施。 其人均拥有医生

数量较多（每 1000 人中有 3.5 位）。 进取精神同样深入到生命科学领域：很多

以色列医生不但勇于尝试新技术，还亲自参加技术研究。

对国防技术的广泛投资，已经成为培育生命科学先进技术的沃土。 视频胶囊内镜

（由 Given Imaging 开发） PillCamTM 
和癌症冷冻疗法（由 Galil Medical 开发）

这两项非常出名的创新即来自于 RAFAEL（以色列军备发展局）。

强大的激励措施为新技术开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上世纪 90 年代，政府启

动了 23 个特许经营的技术孵化项目，旨在为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很多来自前

苏联）提供就业机会，如今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推动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与商业化的框

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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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医疗设备医疗设备医疗设备医疗设备

以色列文化中特有的独创性在这一兼具科学知识与创新工程的领域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激光技

术到外科设备，本国均在开发中取得突破性成功。 可移植治疗设备和一次性治疗设备构成了医疗

设备中最大的两个分支。

医疗卫生医疗卫生医疗卫生医疗卫生 IT

以色列在医疗卫生 IT 应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在以色列的初级护理医生中，使用计算机保存病

历的比率达到了惊人的 100%。 通信技术的广泛发展为医疗卫生 IT、远程医疗解决方案的开发与

测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事卫生医疗 IT 产品开发的公司多达 70 多家。

生物技术与医药生物技术与医药生物技术与医药生物技术与医药

魏兹曼科学研究所、以色列理工学院以及其他优秀研究机构中的科学家们，携手我国强大的医药

生物业，使以色列生物技术产业过去十年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17%。 作为世界生物医药领域公认的

领先国家，以色列在癌症、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症、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及其它疾病的治疗方

面均有突破性疗法诞生。 以色列一直走在干细胞研究的最前列，拥有超过 20 家活跃的干细胞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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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InSightec 开发出突破性的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技术，结合 MRI 和

高强度聚焦超声波进行肿瘤的无创治疗。

SMART Biotech Ltd. 的独家技术可强化艾滋病毒和丙肝病毒抗体生产，

更好、更完整以及更早地检测出艾滋病病毒。 运用该技术开发出的

SMARTube™ HIV&HCV 可在艾滋病毒与丙肝病毒感染后的短时间内

确诊。

BiondVax – 创新生物医药公司，正在开发的通用流感疫苗主要针对

大多数常见季节性感冒与流感的感冒病毒株，在多个季节里提供全方

位的保护。

Teva Pharmaceuticals 与魏兹曼科学研究所联合开发的 Copaxone

可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症， 它能够显著改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生命

质量。

创立于 1901 年的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仿制药生产商，也是全世界最大的 20 家制药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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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生命科学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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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茁壮成长茁壮成长茁壮成长茁壮成长



� 100 100 100 100 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

� 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 –––– 21 21 21 21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以色列农业科技立足于克服本土水资源稀缺、土地贫瘠两大现实问题，具有研究范

围广、创新性系统开发两大特点。 本行业的发展源自于研究人员、扩展代理、农

户以及农业相关产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才带来了突破性成果。

这些因素共同培养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综合企业，将农业科技解决方案出口到世

界各地。 其结果是在一个过半国土为沙漠的国度内，竟诞生出全球领先的现代化

农业方法、系统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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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温室温室温室

为了克服土壤、水、严酷气候这些自然限制，以色列必须要开发先进的温室技术，

这对于高附加值的作物尤为重要。 温室系统使以色列农户每公顷西红柿单季平均

收获量达到 300 吨——相当于露天种植产量的 4 倍。

灌溉与水管理灌溉与水管理灌溉与水管理灌溉与水管理

以色列是全世界农业灌溉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80% 灌溉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 在

滴灌、自动阀门和控制器、介质过滤和自动过滤、微型洒水器等创新灌溉技术、系

统与配件方面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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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品业乳品业乳品业乳品业

以色列乳制品行业开发应用的高级技术已经改变了整个行业。 平均牛奶产量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已增长了 300%，当前每头奶牛年产量超过 12000 升。

种子种子种子种子

以色列种子和幼苗广受全世界市场欢迎。 以色列研究机构与私人公司的科学家们

不断改进种子的抗病性，使种子能够长期储存，并在多种气候条件下生长，他们的

研究成果包括：储存期长的杂交番茄种子、无籽西瓜种子、高产黄瓜种子以及多种

纤维更长、更结实的杂交棉花种子。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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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家禽家禽家禽

以色列的创新研发成果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家禽品种抗病性强，更容易适应极端气候；所提供的设备可自动收集禽蛋，改善鸡

舍卫生，还提供维持鸡舍光照状况的高级控制系统。

肥料肥料肥料肥料

死海以及以色列南部地区周边区域钾、磷、镁储量丰富——这些均是重要的农用矿

产。 这些资源除部分以原材料形式直接出口外，其余部分均在本土处理以提高可

用性和效率，确保满足国际环境安全标准。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56



整包项目整包项目整包项目整包项目、、、、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知识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知识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知识咨询服务以及专业知识

以色列农业科技公司集中力量为农作物与家畜项目提供一条龙方案。 这些一体化解决方案综

合考虑了土壤、水、添加剂、植物与家畜物种、设备和结构因素，能够以低成本实现高产量。

收获后收获后收获后收获后

农产品市场对无虫、无害、无杀虫剂的优质产品需求正日益增长。 产后研究主要致力于新鲜

作物、干制食品、加工食品的保护、保存、处理、加工、储存以及运输， 由以色列农业研究

组织的多个部门与农业拓展服务、种植者、农户组织、农业公司以及海外相应机构一起完成。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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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afim - 全球智能滴灌和微灌解决方案领先供应商 自 1965 年提出全

世界首个滴灌解决方案以来，Netafim 不断开发新产品以优化滴灌效果,

引领该领域的发展。 它已在河北省沽源完成了 Frito-Lay Seed Potato 

Farm 地下滴灌系统 (SDI) 的实施工作。

SAE Afikim - 阿菲金牛奶量计 AfiFreeTM
是同类设备中首个获得 国际

动物记录委员会 (ICAR) 官方批准可用于绵羊乳生产的产品。 北京 中以

合作示范乳牛场的挤奶中心即采用了 Afikim S.A.E （阿菲金）计算机化

挤奶系统。

Hazera Genetics - 全球蔬菜、大田作物杂交种子的耕作、生产与营销

领先企业。 七十多年里 Hazera Genetics 一直使用可靠的常规耕作方

法，培育出具备创新特色的作物品种， Hazera Genetics 活跃在世界各

地33个国家,并且在中国北京设有子公司。

AutoAgronom - 最先进的集成灌溉施肥系统 (Fertigation)。 可节约用

水和肥料成本达 50% 和 70%，并提高作物产量。

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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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农业科技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收购收购收购收购

股份平摊合作股份平摊合作股份平摊合作股份平摊合作

收购收购收购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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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化沙漠为绿洲化沙漠为绿洲化沙漠为绿洲化沙漠为绿洲



� 200 200 200 200 家公司和家公司和家公司和家公司和100 100 100 100 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家创业公司

� 出口额出口额出口额出口额 17 17 17 17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2009 2009 2009 2009 年年年年））））

� 以色列对农业废水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了以色列对农业废水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了以色列对农业废水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了以色列对农业废水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了 75757575%%%%。。。。

� 至至至至 2013 2013 2013 2013 年年年年，，，，以色列的以色列的以色列的以色列的 5 5 5 5 家海水淡化工厂将能够满足国内家海水淡化工厂将能够满足国内家海水淡化工厂将能够满足国内家海水淡化工厂将能够满足国内 71717171% % % % 的用水的用水的用水的用水

需求需求需求需求。。。。

� 以色列的以色列的以色列的以色列的 NRWNRWNRWNRW（（（（无收益水量无收益水量无收益水量无收益水量））））仅为仅为仅为仅为 12121212% % % % ———————— 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是欧盟平均水平的一半。。。。

而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损失常常超过而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损失常常超过而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损失常常超过而发展中国家的此项损失常常超过 35353535%%%%。。。。

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自 1948 年建国时起，以色列便高度强调供水能力最大化，并将占据大半国土的旱

地改造成了良田，这一成绩名闻遐迩。 以色列国父 戴维·本·古立安 曾定下的目

标“让沙漠中盛开鲜花”，确实是当时新建国家以色列的核心议题之一。他相信那

会是以色列对世界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 因而，水技术从以色列建国之初便受到

举国关注， 所以本国才能拥有世界公认最有效率、最具创新性的导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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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灌溉解决方案高级灌溉解决方案高级灌溉解决方案高级灌溉解决方案

滴灌改变了全世界的灌溉方式。 以色列公司所占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30%。

全世界的灌溉仅有 12% 是通过滴灌进行，而以色列灌溉系统 80% 都用于出口。 以

色列水公司为住宅、市政园林、农业提供了多种计算机控制的高级灌溉控制系统和

传感器。

水处理和废水利用水处理和废水利用水处理和废水利用水处理和废水利用

以色列 50% 的水公司可完成水质净化和改善，擅长使用紫外线灯泡、电磁、传感器

、激光分析仪、紫外线结合发光细菌、滤光器以及膜等产品和技术完成水处理。

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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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与水流控制水管理与水流控制水管理与水流控制水管理与水流控制

几十年里，以色列政府与很多本土创业公司以及历史悠久的公司一同，为有效处理

以色列有限的水资源而努力，使其效益最大化。 这种全体动员的方式为水管理领

域带来了重要的创新和发展，包括国家高效水管理解决方案、多级资源管理、市政

无收益水量管理以及无测量节水技术。

水安保水安保水安保水安保

凭借以色列广泛的安保经验，尤其是在水安全领域的实践，以色列公司可提供全面

的水安全解决方案，涵盖咨询服务到现场安保以及防范、检测和污染处理等各个方

面。

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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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I 北京奥运会游泳池水质分析

AMIAD 北京奥运村水循环系统

Hadera 和和和和 Ashkelon 海水淡化厂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反渗透法淡化水厂，其每升

60 美分的成本为全球最低。

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厂中国最大的海水淡化厂：：：： IDE 为中国提供了价值 1.19 亿美元的淡化设施，每天

可提供 100000 m
3 

饮用水。

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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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水技术 ---- 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跨国公司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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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 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 230 230 230 230 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家公司

� 190 190 190 190 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家出口公司

� 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出口交易额 ---- 8888亿亿亿亿美元美元美元美元（（（（2008 2008 2008 2008 年年年年））））

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主要市场：：：：西欧西欧西欧西欧，，，，北美北美北美北美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世界正日益面临道路拥挤与空气污染的挑战，以色列的突破性汽车技术在提升性能、

增进效率、提高安全性、改善空气质量等方面均居于世界最前列。

尽管并不大规模参与整车制造，但以色列制造商可向原始设备制造商和零件市场提

供系统、部件、模块和加工设备。 以色列公司能够调整军用解决方案用于民用，这

使以色列格外受到国际汽车行业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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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 和供应商的供应商和供应商的供应商和供应商的供应商和供应商的供应商

以色列汽车行业已成为世界供应商网络的一部分，以国公司可以向原始设

备制造商和供应商级别企业提供部件、系统、模块和加工设备。

汽车零件制造商汽车零件制造商汽车零件制造商汽车零件制造商

超过 60 家以色列公司为二级市场生产并供应零配件、附件和组件。

汽车组装汽车组装汽车组装汽车组装、、、、车身组装和拖车车身组装和拖车车身组装和拖车车身组装和拖车

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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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生产线系统工具和生产线系统工具和生产线系统工具和生产线系统

用于驾驶辅助和安全系统的电子设备和创新用于驾驶辅助和安全系统的电子设备和创新用于驾驶辅助和安全系统的电子设备和创新用于驾驶辅助和安全系统的电子设备和创新 技术技术技术技术

该领域的发展令人瞩目。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电子公司和高科技公司正参与到汽车行

业中， 专注于包括驾驶安全系统、遥感勘测与生物测定、跟踪技术、制造控制软件

、导航控制系统、诊断、传感器、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以及车载辅助驾驶系统等领

先技术的设计、生产和供应。

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 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主要领域（（（（接上接上接上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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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ec Technologies 专攻几何检测、质量控制及反向工程应用领域

中的高精度、非接触 3D 激光扫描， 除大众、奥迪、三菱以及劳斯

莱斯外， 包括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在内的很多中国厂商也是该技术

的用户。

MobilEye Vision Technologies 提供高级警报系统，这是一种基于摄

像头的辅助驾驶系统，用于事故预防与缓解。 其客户包括宝马、沃尔

沃和通用汽车。MobilEye 曾获 红鲱鱼 (Red Herring) Top 100 创新奖

和 Frost & Sullivan 2006 汽车行业最具进取精神奖两项大奖。

Raval Ltd. 开发并生产燃料箱通风系统，以满足新的国际环境和安全

规程要求。 客户包括保时捷、奥迪、大众、戴姆勒、通用汽车、现代、

马自达、宾利以及标致雪铁龙。

Better Place 以色列企业家 Shai Agassi 的 Better Place Project 在
以色列开办了公司的首家展示中心，并已选择以色列举办其首个全国

推广。 Better Place 的目标是让世界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专为汽车行

业研发创新车型，帮助新一代电动车摆脱电池成本。 Better Place 已
与中国汽车制造商奇瑞达成协议，联合开发量产型可更换电池电动车

解决方案，并研究电池充电网络解决方案。

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 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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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汽车汽车汽车 ---- 选择与以色列汽车行业合作的跨国公司选择与以色列汽车行业合作的跨国公司选择与以色列汽车行业合作的跨国公司选择与以色列汽车行业合作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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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与以色列通商的跨国公司其它与以色列通商的跨国公司其它与以色列通商的跨国公司其它与以色列通商的跨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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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合作的优秀公司与我们合作的优秀公司与我们合作的优秀公司与我们合作的优秀公司…………



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这就是

Warren、、、、Augusto 和和和和 Bill
对以色列创新精神的评价对以色列创新精神的评价对以色列创新精神的评价对以色列创新精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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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o Lopez-Carlos ，，，，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2006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以色列在抓住技术以色列在抓住技术以色列在抓住技术以色列在抓住技术、、、、创新创新创新创新、、、、教育及人力资源方教育及人力资源方教育及人力资源方教育及人力资源方

面的指标极为出色面的指标极为出色面的指标极为出色面的指标极为出色，，，，这也是以色列经济发展这也是以色列经济发展这也是以色列经济发展这也是以色列经济发展

速度极快的原因速度极快的原因速度极快的原因速度极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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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微软公司共同创始人比尔····盖茨盖茨盖茨盖茨（（（（2005 2005 2005 2005 年首次访问以色列时年首次访问以色列时年首次访问以色列时年首次访问以色列时）：）：）：）：

“…“…“…“…考虑到以色列创业公司的密度以及大量的本考虑到以色列创业公司的密度以及大量的本考虑到以色列创业公司的密度以及大量的本考虑到以色列创业公司的密度以及大量的本

土成功企业土成功企业土成功企业土成功企业，，，，这里有些像硅谷这里有些像硅谷这里有些像硅谷这里有些像硅谷。。。。 不夸张地说不夸张地说不夸张地说不夸张地说，，，，

以色列的这些创新对科技商业的未来有着至关以色列的这些创新对科技商业的未来有着至关以色列的这些创新对科技商业的未来有着至关以色列的这些创新对科技商业的未来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作用…”…”…”…”

75



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以色列作为美国之外的首个投资地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以色列作为美国之外的首个投资地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以色列作为美国之外的首个投资地当被问及为何选择以色列作为美国之外的首个投资地，，，，沃伦沃伦沃伦沃伦····巴菲特回答说巴菲特回答说巴菲特回答说巴菲特回答说：：：：

““““有些美国人来这里寻找石油有些美国人来这里寻找石油有些美国人来这里寻找石油有些美国人来这里寻找石油，，，，所以他们走了所以他们走了所以他们走了所以他们走了。。。。

我们来这里寻找智慧的头脑我们来这里寻找智慧的头脑我们来这里寻找智慧的头脑我们来这里寻找智慧的头脑，，，，所以我们留下所以我们留下所以我们留下所以我们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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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关于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关于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关于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www.export.gov.i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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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以色列与海外公司在技术推动以色列与海外公司在技术推动以色列与海外公司在技术推动以色列与海外公司在技术、、、、商业和工业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商业和工业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商业和工业等各个层面的合作商业和工业等各个层面的合作

促进促进促进促进：：：：

� 贸易机会贸易机会贸易机会贸易机会

� 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合资企业

� 战略联盟战略联盟战略联盟战略联盟

� 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技术合作技术合作

� 使以色列公司融入全球市场使以色列公司融入全球市场使以色列公司融入全球市场使以色列公司融入全球市场

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

商业配对商业配对商业配对商业配对 - 直通以色列商业界的战略门户直通以色列商业界的战略门户直通以色列商业界的战略门户直通以色列商业界的战略门户。。。。

全球网络全球网络全球网络全球网络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外交使节团以及学术界外交使节团以及学术界外交使节团以及学术界外交使节团以及学术界。。。。

信息中心信息中心信息中心信息中心 –––– 关于以色列各行各业的丰富信息关于以色列各行各业的丰富信息关于以色列各行各业的丰富信息关于以色列各行各业的丰富信息，，，，各产业领域的完整技术信息各产业领域的完整技术信息各产业领域的完整技术信息各产业领域的完整技术信息。。。。

IEICI 是是是是 1958 年由以色列政府与私营年由以色列政府与私营年由以色列政府与私营年由以色列政府与私营

部门联合创建的非营利性机构部门联合创建的非营利性机构部门联合创建的非营利性机构部门联合创建的非营利性机构。。。。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IE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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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事实与数据

� 客户客户客户客户

多为以色列出口商多为以色列出口商多为以色列出口商多为以色列出口商。。。。 1400140014001400 多名会员多名会员多名会员多名会员，，，，3000 3000 3000 3000 多位顾客多位顾客多位顾客多位顾客，，，，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80808080% % % % 为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

� 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国际关系

每年接待每年接待每年接待每年接待 100100100100 多个外国代表团多个外国代表团多个外国代表团多个外国代表团，，，，1800180018001800 多位商务代表多位商务代表多位商务代表多位商务代表。。。。

10101010 个总统级个总统级个总统级个总统级、、、、总理级政府代表团总理级政府代表团总理级政府代表团总理级政府代表团。。。。

604604604604 位出口商组成的位出口商组成的位出口商组成的位出口商组成的 61 61 61 61 个商务代表团个商务代表团个商务代表团个商务代表团。。。。

� 促成的业务数量促成的业务数量促成的业务数量促成的业务数量

每年举办约每年举办约每年举办约每年举办约 9000 9000 9000 9000 次次次次商务会议商务会议商务会议商务会议。。。。

由由由由 400 400 400 400 位以色列出口商在国际展会中设立位以色列出口商在国际展会中设立位以色列出口商在国际展会中设立位以色列出口商在国际展会中设立 30303030 个国家展馆个国家展馆个国家展馆个国家展馆

� 26262626 个行业领域的营销专家个行业领域的营销专家个行业领域的营销专家个行业领域的营销专家

� 特设课程特设课程特设课程特设课程：：：：““““在华做生意在华做生意在华做生意在华做生意””””和和和和““““基础商务中文基础商务中文基础商务中文基础商务中文””””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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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中的国家性机构全球网络中的国家性机构全球网络中的国家性机构全球网络中的国家性机构

� 各国官方代表

� 各国驻以色列商务代表

� 与世界各国类似组织间的业务往来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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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活动活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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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媒体媒体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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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行业专家携手行业专家携手行业专家携手行业专家

Assaf Bar-Moshe （（（（巴三福巴三福巴三福巴三福））））

业务拓展经理业务拓展经理业务拓展经理业务拓展经理 –––– 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972 (0)3 514 2913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972 (0)3 514 2881

assafbm@export.gov.il

www.export.gov.il/eng/

Ying Wang （（（（王颖王颖王颖王颖））））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项目经理 –––– 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中国市场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972 (0)3 514 2866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972 (0)3 514 2881

ying@export.gov.il

www.export.gov.il/eng/

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联系我们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特拉维夫 Hamered 街街街街 29 号号号号，，，，邮编邮编邮编邮编：：：：6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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