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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察来到“中东硅谷”以色列，学习以色列创新模式， 运用创新思维
改变企业生存方式，在竞争中迅速超越。此行将带大家感受以色列人与生俱
来的创业斗魂， 发掘“创新之国”的独特奥秘，帮助企业获得组织创新发
展的关键能力，掌握未来商业竞争的决胜之道，做产业旧序的“颠覆者”。

01项目介绍



项目背景

以色列：全球创新领先地区

以色列被认为是最具创新的国度。其主要民族--犹太族拥有着全世界30以上的财富；
仅占世界人口0.3%的以色列，获得了全球22%的诺贝尔奖；20年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从
一无所有到世界瞩目的科技强国；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超过整个欧洲。



研学重点

• 了解犹太人的商业逻辑：解析犹太哲学与犹太民
族教育方式，直达其商业本质

• 探索科技创新与技术突破：参访创新创业公司，
连线创始人与科研专家

• 考察以色列投资环境：拜访世界顶级创投机构，
对话投投资潜力公司

• 思考中以关系：深度了解以色列与中东的地缘政
治极其影响

• 浸入式人文体验：探索文明，寻找犹太民族的历
史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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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亮点

体验反恐演习、实弹射击、以色列自卫 

搏击术（马伽术）培训、警犬培训等， 

并获得教员签发的结业证书

1场以色列国防军事训练验

3大企业及机构参访

以色列芯片公司NewSight Imaging 

以色列创业孵化器TheTime Incubator 

世界最富有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庄园

4堂国际课程

《胶纸人生：犹太民族的思维哲学》

《解码以色列人工智能产业：全球行业应用最强黑马》

《中东乱象根源与以色列的地缘抉择》

《犹太民族的教育观：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内在逻辑》

3大名校求学

特拉维夫大学 

以色列理工学院 

希伯来大学 2大古国2个城市文化浸染

以色列（特拉维夫、耶路撒冷）：犹太人民 

族和精神生活的核心，犹太民族的“圣地” 

或“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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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9.22星期日）
北京-特拉维夫(以色列)

Day 2（9.23星期一）
特拉维夫(以色列)

Day 3（9.24星期二）
特拉维夫(以色列)

Day 4（9.25星期三）
特拉维夫(以色列)

上午
抵达

以色列特拉维夫
（北京时间当日凌晨出发）

国际课程1
《胶纸人生：犹太民族的思维哲学》

拟邀讲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常务副
校长Aron Shai（谢爱伦）教授

地点：特拉维夫大学

国际课程2
《解码以色列人工智能产业：全球行业应用

最强黑马》

拟邀讲师：著名计算机视觉科学家、人工智
能应用专家Lihi Zelnik Manor教授

地点：以色列理工学院

国际课程3
《中东乱象根源与以色列的地缘抉择》

拟邀讲师：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学院院长，哈佛大学
博士Meir Litvak教授

地点：特拉维夫大学

中午 午餐
地中海海滨主题餐厅

午餐
以色列亚洲改良风格餐厅

午餐
中式美食

下午
入住酒店
开营晚宴

商业考察1
NewSight
Imaging

主题：技术突
破—把握智能硬

件的命门

备选参访1
Inuitive

主题：以色列芯片
技术发展

商业考察2
TheTime
Incubator

主题：以色列的创
新及早期投资环境

备选参访1
Amiti

主题：以色列在高端
制造领域的布局

特拉维夫城市游览
迦密市场、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雅孔公园等

备选参访2
Ourcrowd

主题：资本对新型产
业布局的影响

备选参访2
Stratasys

主题：革命性技术
在商业发展中的应

用
备选参访3

Poalim Capital 
Markets

主题：以色列投资环
境一览

备选参访3
Twiggle

主题：以色列人工
智能发展概况

晚上 晚餐 晚餐 晚餐

研学计划



Day 5（9.26 星期四）

特拉维夫-耶路撒冷(以色列)
Day 6（9.27 星期五）  耶
路撒冷(以色列)

Day 7（9.28 星期六）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色列)
Day 8（9.29 星期日）  
特拉维夫-北京

上午
商业考察3: 罗斯柴尔德 

家族庄园
家族财富的传承

备选考察1
Amaizz

主题：提升现代农业 
提供产能的重要技术

国际课程4
《犹太民族的教育观：以色列 

经济奇迹的内在逻辑》

拟邀讲师：以色列国防军思维 
课程教练，希伯来大学教育学 

博士Elad Segev

地点：希伯来大学

特色体验
以色列国防军事训 

练营
（此项目为3小时 硬
训，如有不便，  可
选择博物馆参观）

备选体验
以色列国家博 

物馆
乘机返回北京

备 选 参 访 2  
Magal基布兹农庄 主
题：传统农庄转型 与
农业现代化建设

备选参访3
Netafim

主题：现代农业提供 
产能提升的重要技术

文化体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 
馆

中午 游览十字军古城凯撒利亚港口，并在此午餐 死海海滨特色午餐 午餐

下午 前往耶路撒冷，并在老城附近用餐
文化体验
死海漂浮

文化体验：哭墙、圣墓教堂等

晚上 大卫古堡声光秀 返回耶路撒冷 & 安息日晚宴
晚餐

乘车返回特拉维夫

研学计划（Contin.）



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对教育大力投资、高素质人力资源、举国上

下对研发高度重视，以及成熟的创新生态环境为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提

供了强有力支撑。在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公布的2018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报

告中，以色列以76.6分全球排名第20位。这个面积不足1.5万平方公里、

2/3国土被沙漠覆盖、人口800多万的地理小国，却创造了人均GDP超过

3万美元、被西方国家视为全球创新工厂的“经济奇迹”。同时，以色列

因其高新技术产业更被誉为“中东的硅谷”，是除美国之外在纳斯达克

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其生物技术、医药、软件、信息、通信、环

保、清洁能源和其他高新技术都在世界上排名前列。

“

”

上午：抵达特拉维夫
下午：入住酒店 &城市游览
晚上：开营晚宴

Day 1. 抵达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特拉维夫



Day 2. 万物互联：以色列未来产业布局

10:00-12:00 国际课程1.《胶纸人生：犹太民族的思维哲学》
地点：特拉维夫大学

拟邀讲师：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常务副校长Aron Shai（谢爱伦）教授
特拉维夫大学（TAU）设于以色列的文化、金融暨工业中心特拉维夫市，是以色列最大规模的大学，

也是一所教学与研究兼具的高等教育机构。世界大学排名中心（The Center for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2016年将特拉维夫大学排在全球第81位和以色列第三位，全球第56位，是以色列培育

创新创业人才的摇篮。

15:00-17:00 商业考察1. NewSight Imaging
主题：以色列芯片技术发展技术突破—把握智能硬件的命门

拜访形式：对话创始人团队
NewSight专注于实现高度可靠、准确、便携和经济实惠的 3D 图像传感，为汽车、机器人、条形

扫码器、AR/VR等行业开发高级 CMOS（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图像传感器芯片。已与三星、

美的、OPPO等企业建立合作；该公司是以色列政府首肯的第一批可以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军民融合

高新技术企业。



Day 2. 万物互联：以色列未来产业布局（Contin.）

备选考察1. Inuitive

主题：以色列芯片技术发展

拜访形式：高管对话
以色列半导体创企Inuitive成立于2012年，其产品NU3000/NU4000是支持3D图像处理和计算机视觉（CV）处理的

ASIC芯片。据说Inuitive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提供专用且完整的3D图像处理和CV协处理器的公司。

备选考察2. Stratasys

主题：革命性技术在商业发展中的应用

拜访形式：高管对话
世界最大的3D打印机生产商、3D打印机的始祖，将3D打印从军用推向商业化，售出了第一台商用的3D打印机；在

Stratasys研发总部，可以看到最前沿的3D打印技术，更可感受到这项革命性技术在商业发展中的出色表现。

备选考察3. Twiggle

主题：以色列人工智能发展概况

拜访形式：高管对话
由google前高管发起于2014年，为电子商务提供基于人工智能、机器学习、NLP等技术的搜索方案，尝试理解用户的意

图；公司拥有15项技术专利，已融资超3500万美金，投资方包括阿里巴巴、韩国KIP、雅虎日本等，获Wired杂志2017

年“Top 100 Hottest Startups in Europe”。



Day3. 未来之国：创新创业的方法论

10:00-12:00 国际课程2.《解码以色列人工智能产业：全球行业应用最

强黑马》
地点：以色列理工学院

拟邀讲师：以色列理工学院著名计算机视觉科学家、人工智能应用专家Lihi Zelnik

Manor教授

15:00-17:00 商业考察2. TheTime Incubator
主题：以色列的创新及早期投资环境

拜访形式：圆桌论坛

以色列创新型孵化器的代表之一，服务对象为电信、互联网、媒体、娱乐等领域的

年轻创新公司，连续三年被以色列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评为最佳孵化器。



Day3. 未来之国：创新创业的方法论（Contin.）

备选考察1. Ourcrowd

主题：资本对新型产业布局的影响

拜访形式：高管对话+案例讨论
OurCrowd是一家位于耶路撒冷的股权众筹公司，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经为67家初创公司募集了1.2

亿美元的融资，这让OurCrowd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最成功的股权众筹公司之一。OurCrowd的

商业模式让它不仅仅是个股权众筹平台，OurCrowd还像VC一样投资平台上的公司。OurCrowd对投

资人收取每年2%的管理费并在投资人退出时收取退出收益的20-25%作为报酬。

备选考察2. Poalim Capital Markets

主题：以色列投资环境一览

拜访形式：高管对话
PCM是以色列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隶属于以色列最大的金融集团Bank Hapoalim；除基金投资之

外，该公司还专门为亚洲客户提供一系列投资服务，包括技术咨询和转让、以色列公司整体收购方案

等；走访PCM，交流以色列的投资环境与投资心得，探讨可能的合作

备选考察3. Amiti

主题：以色列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布局

拜访形式：圆桌论坛
Amiti是以色列领先的风投公司，专注于高科技早期项目投资。成立于2010年，总部设在芝加哥和以

色列。Amiti的团队拥有在以色列高科技公司十几年的运营、销售及、营销、及研发经验。旗下项目

涉及高速通信、高分辨率视频、车联网等。



Day4. 以色列的战争宿命：中东冲突与地缘政治

10:00-12:00 国际课程3:《中东乱象根源与以色列的地缘抉择》
地点：特拉维夫大学

拟邀讲师：特拉维夫大学中东学院院长，哈佛大学博士Meir Litvak教授

14:00-18:00 特拉维夫城市游览
迦密市场、特拉维夫艺术博物馆、雅孔公园等



Day5. 小国大志：根基企业的发展与传承

11:30-14:00 游览十字军古城凯撒利亚港口，并在此午餐

15:00-18:30 前往耶路撒冷，游览沿途风光，并在老城附近用餐

上午

10:00-12:00 商业考察3. 罗斯柴尔德家族庄园
主题：家族财富的传承

拜访形式：庄园管理人分享+庄园参观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富有的家族。家族财富分布在众多继承人手中，如今已涵盖极为广泛

的领域，包括金融服务、地产、矿业、能源、混合农业、酿酒和非盈利机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罗斯柴尔德对以色列的建设功不可没，家族基金会支持以色列各项慈善事业，促进教育、交流，以及以

色列与阿拉伯的合作；赞助以色列最高法院、国家图书馆的建筑项目和以色列博物馆的修建与运营。

20:00-20:45 声光秀 & 入住酒店
进入耶路撒冷老城的大卫古堡，观看光影盛宴——大卫古堡声光秀，了解耶路撒冷历史文化。大卫塔本

身是座建于公元前2世纪的城堡，靠近耶路撒冷老城雅法门，名称由拜占庭的基督徒命名，他们认为这

就是传说中大卫王的宫殿，历史上曾经多次被损毁与重建。作为几个世纪以来耶路撒冷的象征之一，这

座古老的城堡倾诉着圣城引人入胜的故事。夜晚的声光秀以大卫塔的城墙为背景，一束束灯光点亮古老

的城墙，投影画面在城墙上流动，串连起历史文化的长卷，光影、图像与音乐完美交织，融合成一场壮

观的视听盛宴。

晚上



Day5. 小国大志：根基企业的发展与传承（备选考察方案）

备选考察1. Amaizz

主题：现代农业提供产能提升的重要技术

拜访形式：高管分享

Amaizz提供受保护的电动或太阳能模块化干燥、消毒和存储装置，可防止害虫和防止真菌。除大麦

和玉米脱粒机外，该公司还为任何类型的谷物制作冷藏设备，减少了时间、人工和粮食损失。

备选参访3. Magal基布兹农庄

主题：传统农庄转型与农业现代化建设

拜访形式：高管分享+实验田考察
Magal基布兹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以色列农庄享誉全国，一是因为全球技术和规模都排列第一的灌溉技术公司Netafim就

座落于此，二是作为成功的基布兹转型案例，全以色列都在关注Magal基布兹的持续变化。从最初年收入16000美金，

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年收益高达8亿美金，全球1500万公顷土地都在综合运用Netafim的创新技术进行高效农业发展。

备选考察2. Netafim 耐特菲姆

主题：现代农业提供产能提升的重要技术

拜访形式：高管分享+实验田考察
耐特菲姆是以色列灌溉设备制造商，是世界滴灌技术的发明者。该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综合农业公司，并且是世界上最

大的滴灌产品和服务商。



Day6. 英才摇篮：犹太人的教育观

文化体验：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了解犹太逆境求存进而逆境飞扬的独特民族精神内核

09:00-11:00

国际课程4：《犹太民族的教育观：以色列经济奇迹的

内在逻辑》
地点：希伯来大学
拟邀讲师：以色列国防军思维课程教练，希伯来大学教育学博士Elad

Segev

11:30-13:00



Day6. 英才摇篮：犹太人的教育观（Contin.）

死海海滨特色午餐

13:00-14:00

文化体验：死海漂浮
进入北部死海Kaliya Beach，享受独特的死海漂浮体验。死海，又被称为“世界的肚脐”，

是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内陆盐湖，随着水分的不断蒸发，矿物质沉淀下来，经年累月后形

成了今天的咸水湖，是以色列的象征之一，也曾是埃及艳后的私人美容场所。

14:00-16:00

返回耶路撒冷 & 安息日晚宴
深入犹太家庭做客，体验地道的安息日晚餐；感受犹太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寻找无处不在

的传统智慧。

16:00-22:00



Day7. 文化体验：永恒的耶鲁撒冷

特色体验：以色列国防军事训练营
在约旦河西岸古什埃齐翁的犹太人定居点，坐落着由以色列国防军上校沙龙·加特创办的

“骨干３号”以色列国防特种兵训练军事训练基地。在这里，学员们可以学习反恐演习、

实弹射击、以色列自卫搏击术（马伽术）培训、警犬培训等，并会得到教官并为每位学员

颁发的结业证书。

上午 08:00-12:00

哭墙、圣墓教堂等
西墙，又名哭墙，阿拉伯人称之为布拉克墙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内，圣殿山山下西侧。这是

环绕第二圣殿庭院的古城墙的残存部分。在四面墙之中，西墙被认为是当年最靠近圣殿的，

使它成为犹太教信仰中除圣殿山本身以外最神圣的地点。

圣墓教堂，正教称之为“复活教堂”是耶路撒冷旧城内的一所基督教教堂。 当地的许多基

督徒认为，教堂的基址即是《新约圣经》中描述的基督耶稣被钉死的地方，即各各他的所

在之处，而且据说耶稣的圣墓也在其中，他们因而对此地顶礼膜拜。

下午 13:00-17:00

备选体验：以色列国家博物馆
列博物馆成立于1965年，位于耶路撒冷吉瓦特拉姆区的山丘上，与以色列国会大厦、以色

列最高法院、希伯来大学和圣经之地博物馆为邻，传承是以色列文化艺术瑰宝的重要机构。

晚餐过后，乘车返回特拉维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