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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以色列以 “创新的国度” 闻名于世ꎮ 近年来ꎬ 以色列

的创新竞争力在全球主要创新指数评估榜单中名列前茅ꎬ 呈现出创新驱

动型经济体的要素与特征ꎮ 以色列的创新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与市

场、 人才与教育、 创新产出与专利认证、 政府体制与基础环境等四方

面ꎮ 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塑造以色列强大的创新竞争力的源泉ꎬ 政

府、 企业、 高校的分工与协作形成了高效运转的国家创新体系ꎬ 政府主

导设立与运作创新机构ꎬ 企业负责高新技术的研发与产出ꎬ 高校主管学

术科研的攻坚与技术转移ꎮ 以色列在创新型国家建立的过程中积累了很

多成功的经验ꎬ 如加大研发投入、 完善政策法规、 推行引智计划、 增强

企业创新活力、 创建高校产业园区、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ꎬ 这对当下中

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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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两大议题ꎮ 自亚当斯密以来ꎬ 历代经济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

技术变革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联系ꎮ 约瑟夫熊彼特 (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ｌｏｉｓ
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 在 １９１２ 年首次提出了 “创新” 的概念ꎬ 并将创新理论引入经济

活动ꎮ 熊彼特强调 “创新” 是一个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的概念ꎬ 他认为

“创新是新技术、 新发明在生产中的首次应用”ꎮ 熊彼特的观点为创新理论体

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ꎬ 由此形成了新古典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 制度创新学

派和国家创新体系学派等解释范式ꎮ 其中ꎬ 国家创新体系学派以国家社会经

济的宏观视阈来考察各国技术创新的实践ꎬ 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国家

创新体系学派发端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ꎬ 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弗里

曼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Ｆｒｅｅｍａｎ) 于 １９８７ 年在其著作 «技术政策与经济业绩: 来自

日本的经验»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ｐａｎ) 中首次提出了 “国家创新体系” 的概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起ꎬ 迈

克尔波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Ｐｏｒｔｅｒ) 和理查德Ｒ 纳尔逊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 Ｎｅｌｓｏｎ)
都丰富并发展了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ꎮ 至今ꎬ 国家创新体系学派已成为 “技
术创新” 研究的集大成者ꎬ 该学派一致认为技术创新源自一个复杂的国家系

统ꎬ 由多元公共性机构组成国家网络以推动创造、 扩散和运用新技术ꎮ 其中ꎬ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ꎬ 高校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源泉ꎬ 政府机构是技

术创新的助推器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起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提出 “经合组织创新政策评论系列”ꎬ 对经合组织成员国及部分非成员国的创

新体系进行综合评估ꎬ 一方面梳理其可量化对比的主要创新要素ꎬ 另一方面

也承认不同背景国家的创新体系在表现形式、 特点以及效应方面的差异性与

多元化ꎮ
作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以色列ꎬ 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ꎬ 借第三次

科技革命之力ꎬ 在中东地区率先启动创新驱动战略ꎬ 克服了资源匮乏、 市场

狭小的天然瓶颈ꎬ 国家竞争力陡然提升ꎬ 并享有 “创新国度” 的美誉ꎮ 当前ꎬ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ꎬ 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布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

中国和以色列建交 ２５ 周年之际ꎬ 双方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签署了关于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以色列国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①ꎬ 因此梳理与探讨以

色列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一些做法ꎬ 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ꎮ

９２

① 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ꎬ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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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它们共同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全球

创新指数» 中ꎬ 将该报告的副标题拟为 “全球创新、 制胜之道”ꎬ 旨在强调当

世界经济遭遇一系列挑战、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的朦胧前景中ꎬ 创

新是各国摆脱停滞状态必需依赖的关键途径ꎮ 然而ꎬ 国际上尚未形成评估国

家创新能力的统一标准ꎮ 当前ꎬ 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创新指数评介体系林林总

总ꎬ 本文主要选择 ４ 个最具公信力的指标体系ꎬ 分别是 “全球创新指数”①、
«全球竞争力报告»②、 “彭博创新指数”③ 以及 “全球创新政策指数”④ꎮ

«全球竞争力报告» 将全球 １４４ 个经济体归纳为三类ꎬ 即生产要素驱动

型、 效率驱动型和创新驱动型ꎬ 其中包括以色列在内的 ３７ 国被认定为创新驱

动型经济体ꎮ⑤ 根据近 ５ 年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全球四大创新指数体系的评

价结果ꎬ 它展现出以色列比较突出的创新竞争力ꎮ 譬如ꎬ 在 «全球创新指数»
中ꎬ 以色列的创新竞争力始终维持在次强级地位ꎬ 近 ５ 年来排名依次为第 １７、
１４、 １５、 ２２、 ２１ 位ꎻ 在 «全球竞争力报告» 中ꎬ 以色列创新指数的排名依次

为第 ６、 ４、 ３、 ３、 ４ 名ꎻ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的 «彭博创新指数排行榜» 中ꎬ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全球创新指数”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ＧＩＩ) 出自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ꎮ 该报告由欧

洲工商管理学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ＩＮＳＥＡＤ ＆ ＷＩＰＯ) 共同发布ꎬ 依据衡量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的

综合指标而对全球约 １４０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予以评估的年度报告ꎬ 每年主题各异ꎬ 旨在启发全球经

济体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关键作用ꎬ 并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提供创新理念与创新愿景ꎮ
«全球竞争力报告»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是由世界经济论坛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ＷＥＦ) 综合 １２ 个指数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年度报告ꎮ 该报告认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由制度、
基础设施、 宏观经济环境、 健康与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与培训、 商品市场效率、 劳动力市场效率、 金

融市场发展、 技术准备情况、 市场规模、 商业成熟度和创新等 １２ 个竞争力支柱共同塑成ꎬ 强调创新指

数的高低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与阶段ꎮ
“彭博创新指数”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是由美国著名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推出的衡

量国家创新力的年度排行榜ꎬ 它基于七大参数项: 研发强度、 制造业增值、 生产效率、 高等教育效率、
高科技密度、 研究人员比率和专利注册ꎮ 该指数排行榜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经合组织、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联合国等机构的数据ꎮ

“全球创新政策指数” (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ｅｘ) 由美国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

(ＩＴＩＦ) 和考夫曼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基金会于 ２０１２ 年联合发布ꎬ 它是一个涵盖七大核心指标、 ２２ 个次级指

标、 总计 ９１ 个子项指数的创新政策评价体系ꎬ 对全球 ５５ 个经济体的创新政策进行了细化评级ꎬ 旨在

推动各国政府审视并优化本国的创新政策ꎬ 进而提升创新的驱动能力ꎮ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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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排名分别为第 ５ 位和第 １１ 位ꎮ 具体而言ꎬ 我们可从企业与市场、 人

才与教育、 创新产出与专利认证、 政府体制与基础环境等四方面来解析以色

列创新竞争力的基本面ꎮ
(一) 企业与市场

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或工艺创新持续性地为

市场提供新产品ꎬ 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ꎮ 在此过程中ꎬ 高科

技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是技术创新、 增加出口与扩大就业的中坚力量ꎮ 在以色

列的创新型经济体系内ꎬ 中小企业的地位举足轻重: 其数量占企业总量的

９７％ ꎬ 贡献着国民生产总值的 ５０％ ꎬ 拥有雇佣员工数量的 ６０％ ꎮ① 仅 ２０１５
年ꎬ 以色列新成立的初创企业总数就达 １ ４００ 余家ꎬ 其中 ３７３ 家企业筹集了约

３５ ８ 亿美元资金ꎬ ６９ 家企业以 ５４ １ 亿美元被收购ꎮ② 以色列正是因其中小型

初创企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而被誉为 “创业国度”ꎮ
适宜的商业运营环境与稳健的市场投资环境造就了以色列初创企业成熟

发展、 高科技产业欣欣向荣的景象ꎮ 从衡量企业成熟度的一些基本要素来看ꎬ
近 ５ 年来以色列企业的知识密集型就业者比例持续走高ꎬ 由 ４１ ３％ 提升至

４７ ７％ ꎬ 世界排名自 ２０１２ 年的第 １５ 位递增为 ２０１６ 年的世界第七位ꎻ 企业研

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比例始终维持在 ３ ５％ 左右ꎬ 稳居世界第一

位ꎻ 企业研发支出海外供资占比由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８％ 陡然提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８ ８％ ꎬ 排名自世界第 ７１ 位跃升至第 ５ 位ꎮ 此外ꎬ 该国的人均风险投资交易

额始终稳居全球前三位ꎮ③

以色列创新驱动型经济的繁盛主要得益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以色列国

内外经济环境的逐步改善ꎮ 伴随后冷战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联系的紧密趋势ꎬ
以色列政府深化了经济自由化改革ꎬ 一方面减轻对资本市场的管制ꎬ 吸引外

国资金流入ꎬ 引导风险投资发展ꎻ 另一方面推进企业的私有化进程ꎬ 加强科

技立国的政策牵引ꎬ 鼓励军事技术转民用的企业研发ꎮ 以色列模式证明了外

来资金的涌入、 风险投资的兴起、 企业研发的投入是高科技企业腾飞的重要

１３

①
②

③

高维和: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现状、 经验与挑战»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４９４ 页ꎮ
Ｇｅｅｋ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Ｚｉｒｒａ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ａｎ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ｅｅｋｔｉｍｅ ｃｏｍ/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１ / ａｎｎｕ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 ａｎｄ － ｖｅｎｔｕｒｅ －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ｉｎ －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２０１６ －０８ －２１
ＩＮＳＥＡＤ ＆ ＷＩＰＯ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２: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ꎬ ｐ ２３７ꎻ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ＩＮＳＥＡＤ ＆ ＷＩＰＯ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６: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ｐ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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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因素ꎮ
(二) 人才与教育

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储备状况是透视国家创新型经济发展潜力的核心要素ꎬ
人才与教育工作是实现创新驱动的抓手与突破点ꎮ 以色列建国后ꎬ 政府奉行

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ꎬ 储备了丰厚的智力资源ꎮ 如今ꎬ 以色列教育的特点主

要体现为教育经费的高投入、 义务教育的长时段、 高等教育的优质化、 高端

人才的井喷化ꎮ
首先ꎬ 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可直接反映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ꎮ 从近 ５

年 «全球创新指数» 的统计数据可知ꎬ 以色列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例始终维持在 ５ ６％左右ꎮ 其次ꎬ 国民受教育年限决定着国民整体素质的

最低限度ꎮ 以色列的国民预期受教育年限高达 １６ 年ꎬ 略高于传统创新强国瑞

士 (１５ ７８ 年) 与日本 (１５ ３４ 年)ꎮ 再次ꎬ 高等教育入学率预示着国家高科

技人才的储备状况与技术创新的研发潜力ꎮ 以色列的高等技术人才的储备状

况良好: 近五年来ꎬ 该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稳中有升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维持在

６２ ５％左右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攀升至 ６７％ 左右ꎮ 此外ꎬ 以色列全职技术人员的

储备规模处在世界顶级水平ꎬ 近两年来 １００ 万人口中专业研发人员数量分别

为 ８ ３３７ １ 人和 ８ ２５５ ４ 人ꎬ 占比位居全球首位ꎮ 最后ꎬ 高等院校的质量是国

家科研水平高低的直观反映之一ꎬ 以色列高校的科研力量已进入世界先进序

列ꎮ 至 ２０１６ 年ꎬ 以色列已建成 ５７ 所专业性技术学院与 ７ 所综合性大学ꎮ 据近

４ 年英国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Ｑｕａｃｑｕａｒｅｌｌｉ Ｓｙｍｏｎｄｓ) 评估世界大学排名指数ꎬ
以色列高校的总体水平排列世界第 ２２ 位ꎬ 有 ６ 所大学挤进了世界 ５００ 强ꎮ①

表 １　 以色列创新国家竞争力之人才与教育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 ) ５ ７ ５ ７ ５ ６ ５ ６ ５ ６

预期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５ ７ １５ ７ １５ ７ １６ １６

高等教育入学率 (％ ) ６２ ５ ６２ ５ ６２ ４ ６７ ９ ６６ ３

“ＱＳ” 高校排名 (前三位平均分) － ５１ １ ５６ ５７ ５ ５６ １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全球创新指数”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数据整理ꎮ

２３

①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５”ꎬ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ｍ / ＡＲＷＵ２０１５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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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新产出与专利认证

技术创新的批量涌现与发明专利的频繁授权是创新强国的直观表现ꎮ 在

“科技立国” 战略的推动下ꎬ 以色列已成为技术创新强国ꎮ 自 １９６６ 年至 ２０１６
年ꎬ 总计有 １２ 位以色列人荣膺 ９ 项诺贝尔奖ꎬ 包括 ４ 项化学奖、 ２ 项经济学

奖、 ２ 项和平奖和 １ 项文学奖ꎮ① 如今ꎬ 以色列的技术创新成果遍及计算机软

件领域、 电子通信、 现代农业、 纳米材料、 医疗技术、 军工技术等多个领域ꎬ
以色列技术几乎在全球的每一座城市中都留有印记ꎮ② 其中ꎬ 胶囊内腔成像技

术、 通用串行总线 (ＵＳＢ) 闪存驱动器、 激光键盘、 个人计算机 (ＰＣ) 微处

理器、 网络电话、 铁穹反导系统、 乌兹冲锋枪、 生物蜂害虫防控技术等高新

技术诞生在以色列ꎻ 以色列还将安保技术系统、 预警机技术、 滴灌等技术研

发至世界顶尖水平ꎮ 高新技术创新成果的涌现驱动了以色列创新型经济的发

展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技术创新对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

９０％以上ꎬ 高科技在以色列的工业生产与外贸出口中均占有重要地位ꎮ 据近 ５
年 «全球创新指数» 的 “知识和技术产出” 指数评估结果ꎬ 以色列在信息通

信技术 (ＩＣＴ) 服务出口、 高科技产业出口贸易额、 中高端技术生产占比等指

数评估中ꎬ 分别跻身世界前 １０ 强、 ２０ 强、 ３０ 强ꎬ 彰显世界创新强国的水准ꎮ
高质量科技学术成果与实用技术专利的认证情况是衡量国家创新竞争力

的另一个重要标准ꎮ 就人均而言ꎬ 以色列是全球专利申请数与科技论文发表

数最多的国家ꎻ 就总体评估结果看ꎬ 以色列在专利申请与质量认证以及高质

量科技论文的发表与引用方面ꎬ 均具备与德国、 美国、 英国等老牌创新强国

相媲美的世界顶级竞争力ꎮ 据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 “全球创新指数” 显示ꎬ
以色列在专利合作协定 (ＰＣＴ) 框架下ꎬ 专利申请量分别位居世界第 ７、 １１、
１１、 ８、 ７ 位ꎻ 同时期ꎬ 该国科技论文发表量的评估状况分别位居世界第 １、
１０、 １６、 １１、 １０ 位ꎻ 此外ꎬ 若按高频率 (Ｈ 级) 被引用的论文数量评估ꎬ 以

３３

①

②

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阿龙切哈诺沃 (２００４ 年)、 阿夫拉姆赫什科 (２００４ 年)、 丹尼埃尔
谢赫特曼 (２０１１ 年)ꎬ 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阿达尤纳斯 (２００９ 年)、 亚利耶瓦谢尔 (２０１３ 年) 以

及斯坦福大学的迈克尔拉维特 (２０１３ 年) 获取诺贝尔化学奖ꎻ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丹尼尔卡内

曼 (２００２ 年)、 罗伯特奥曼 (２００５ 年)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ꎻ 萨缪尔约瑟夫阿格农赢得 １９６６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ꎻ 梅纳赫姆贝京 (１９７８ 年)、 伊扎克拉宾 (１９９４ 年)、 西蒙佩雷斯 (１９９４
年) 获诺贝尔和平奖ꎮ

Ｈｅｌｅｎ Ｄａｖｉｓ ＆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Ｄａｖｉ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ｉｖ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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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维持着全球第 １５ 名的位次ꎮ

表 ２　 以色列国家创新竞争力之创新产出与专利认证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科技论文 (按 １０ 亿购买力平价美元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３０ ４ ４６ ６ ４２ ９ ４６ ４ ４５ ８

引用文献 Ｈ 级指数 (篇数) Ｎ ３９３ ４１４ ４５６ ４９６

ＰＣＴ 框架专利申请量 (按 １０ 亿购买
力平价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６ ２ ５ ６ ５ ３ ５ ９ ６ ０

经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认证 (按 １０ 亿购
买力平价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３７ １ ３１ ７ ３２ ３４ ８ ３２ ６

高端、 中高端技术生产占比 (％ ) Ｎ ５７ ２ ３２ ９ ３０ ８ ２９

高技术出口减去再出口在贸易总额中
的占比 (％ ) １８ １ １７ ２ １３ １ １２ ６ １２ ６

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在贸易总额中占
比 (％ ) ６７ ６ ３７ ３ １２ ７ ４ ９ ６ ５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全球创新指数”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数据整理ꎮ

(四) 政府体制与基础环境

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与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效益直接取决于政府体制

与基础环境的改善程度ꎮ 换言之ꎬ 创新型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依托完善的制

度设计与齐全的基础设施ꎬ 唯此可积聚丰厚的人力资本ꎬ 吸引富裕的金融资

本ꎬ 调控波动的宏观经济ꎮ 因此ꎬ 高科技企业必须享有一个由国家公私部门

共同营建的可供研发、 生产尖端产品的产业环境ꎮ 适宜技术创新的产业环境

由研发政策、 税金政策、 监管环境、 高科技产品的公共采购率、 信息通信技

术的普及率等诸多要素构成ꎮ 就创新政策与基础环境的总体状况而言ꎬ 以色

列被评定为中高级 (Ｕｐｐｅｒ － Ｍｉｄ Ｔｉｅｒ) 国家ꎬ 其中高技术移民政策指数被评

为高级ꎬ 技术研发、 知识产权、 信息通信技术普及率、 政府采购等指数被评

定为中高级ꎬ 贸易与国内市场竞争指数仅处在中低级别ꎮ① 从近 ５ 年来 “全球

创新指数” 的评估结果看ꎬ 以色列的基础设施质量与政府监管质量较高ꎬ 排名皆

维持在全球 ２０ 强左右ꎻ 其法治环境与总体税率水平也达到了创新驱动型国家的水

准ꎬ 挤入全球前 ４０ 强ꎬ 从而有效增添了以色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力与动力ꎮ

４３

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Ｅｚ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ｕｋｅ 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ａｕｆｆｍ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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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以色列国家创新竞争力之政府体制与基础环境指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信息技术普及率与应用率 (％ ) ７６ １ ７４ ６ ７７ ２ ７８ ７７ ３

政府对高科技产品采购率 (％ ) ４ ６ ４ ５ ４ ３ ４ ４ ４ ４

基础设施质量 (评分) ５４ ２ ４９ ４ ５３ ７ ５４ １ ５６ １

政府监管质量 (评分) ８２ ６ ８４ ８ ７９ １ ７８ ６ ７４ ７

法治环境 (评分) ７１ ７３ ６ ７１ ６ ７３ ７４ ７

总体税率 (％ ) ３１ ２ ３０ ５ ２９ ９ ３０ １ ３０ ６

政治稳定性和安全度 (评分) ２９ ４ ３４ ３ ３９ ６ ３７ １ ３８ １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 “全球创新指数”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数据整理ꎮ

综上所述ꎬ 加强研发投入、 鼓励资金注入、 重视人才储备是驱动以色列

创新型经济繁盛的三驾马车ꎮ 科研院所水平高ꎬ 科技论文与发明专利的量多

质优ꎬ 高新技术产出高频涌现及高科技产业经济贡献率持续走高ꎬ 是以色列

创新竞争力的 ４ 个直观表象ꎮ 同时ꎬ 我们也应注意到以色列创新驱动型经济

的掣肘性因素ꎬ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首先ꎬ 以色列的政治稳定性和安全

度欠佳ꎬ 在近五年的指数评估中一直处在全球倒数 ２０ 位左右ꎮ 鉴于多党联合

政府的不稳定性ꎬ 以色列始终面临政府垮台的压力ꎬ 经济发展势必承受政策

变更的风险ꎮ 其次ꎬ 以色列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疲软ꎬ 竞争强度由 ５ 年

前的第 ２５ 位急剧下滑至 ２０１６ 年的第 １０９ 位ꎮ 以色列创新 －创业模式的特点是

初创企业将某项技术研发成熟后ꎬ 时常期待国际巨头企业的收购而非将其做

大、 做强ꎬ 该趋势在近年来愈发明显ꎮ 这致使以色列的本土产业未能发展出

持久、 激烈的同行业竞争关系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解释以色列的初创企业难以

转型为 “独角兽” 公司的致因ꎮ 再次ꎬ 近年来以色列高端人才流失的状况明

显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度的 «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人才报告»ꎬ 以色列的本

土人才留守程度位列第 １６ 位ꎬ 且出现高端人才流失严重的趋势ꎮ① 自 ２０１１ 年

以来ꎬ １０ ５％的博士毕业生离开以色列ꎬ 其中科学与工程博士的外迁数量是

社科类博士的 ４ 倍多ꎮ② 虽然目前人才流失的状况还不足以削弱以色列的创新

５３

①

②

Ｔｈｅ ＩＭ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ＩＭ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ꎬ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６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Ｚｉｒｉꎬ “ＣＢＳ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ｏｓｉ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ｔｏ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ｗｓ / ＣＢＳ － ｓｕｒｖｅｙ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ｏｓｉｎｇ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 ｔｏ － ｂｒａｉｎ － ｄｒａｉｎꎬ ２０１６ －１２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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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ꎬ 但这一现象已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高度重视ꎮ

以色列国家创新体系与运行机制

就概念而言ꎬ “国家创新体系” 是一套由企业、 大学、 政府等要素及其之

间关系构成的制度行动者ꎮ 其中ꎬ 大学、 企业与政府联结而成的 “三螺旋”
结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架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

兹 (Ｈｅｎｒｙ Ｅｔｚｋｏｗｉｔｚ) 建构了 “官、 产、 学” “三螺旋” 的协同创新模式ꎬ 阐

释了政府、 企业与大学如何在知识经济时代推动创新的发展ꎮ “三螺旋” 创新

理论认为ꎬ 政府、 产业和大学等创新主体在发挥各自的传统职能外ꎬ 还附带

显现另外两个主体的功能ꎬ 三者交叠作用ꎬ 进而驱动创新的螺旋上升式发

展ꎮ① 以色列国家创新体系的特质在于ꎬ 政府、 企业、 高校 ３ 个主体既各司其

职又相互提携ꎮ 具体而言ꎬ 以色列政府主导技术创新的战略走向ꎬ 营建科研

体系ꎬ 健全政策保障ꎻ 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占据着国家创新体系的中枢地位ꎬ
是技术研发的主体力量ꎻ 以色列高校及其技术转移办公室 (ＴＴＯ) 是创新体

系的辅助力量ꎬ 负责人才培育与技术转移ꎮ 在全球化时代ꎬ 以色列创新竞争

力的强力塑造得益于 “三螺旋” 式的运行架构ꎬ 即政府、 高校、 企业以技术

研发为中心紧密互动ꎬ 进而促成了技术创新的进步ꎮ
(一) 政府主导建构创新体系

早在委任统治期间ꎬ 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就肯定了开展科学与技术工作的

重要性ꎬ 犹太移民成为现代以色列技术研发的拓荒者ꎮ 以色列首任总理本 －
古里安强调: “科学研究及其成果不再只是抽象的知识追求ꎬ 而是所有文明民

族中的一个中心ꎮ”② 至 １９４８ 年ꎬ 犹太移民社团已搭建了现代以色列科研体系

的雏形ꎬ 相继成立了涉及生物、 艺术、 工业、 农业、 医学等领域的专门研究

院所ꎬ 例如梯瓦 (Ｔｅｖａ) 制药 (１９０１ 年)、 比撒列 (Ｂｅｚａｌｅｌ) 研究所 (１９０６
年)、 海法理工学院 (１９１２ 年)、 犹太农业研究站 (１９２１ 年)、 希伯来大学

(１９２５ 年)、 魏茨曼研究所 (１９３４ 年)、 哈达萨 (Ｈａｄａｓｓａｈ) 医学中心 (１９３４
年) 等ꎬ 这 “为现代科学研究、 技术发展、 新一代科学家的培养奠定了功能

６３

①

②

[美国] 亨利埃茨科维兹: «三螺旋———大学 － 产业 － 政府关系: 基于经济发展的知识型实

验室»ꎬ 载 «三螺旋创新模式»ꎬ 陈劲译ꎬ 清华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４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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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建制化的基础”ꎮ①

以色列建国后ꎬ 在科技立国战略的主导下ꎬ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由此循

序渐进、 逐步成型ꎮ 政府推动创新体系的建构工作可具体分为 ３ 个阶段ꎮ 第

一阶段是 １９４８ 年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的奠基阶段ꎮ 首先ꎬ 第一次中东战争

结束时ꎬ 本 －古里安总理旋即责成国防军组建 “科学指挥部”ꎬ 旨在依托其统

领下的军事研发形成并维持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技术性优势ꎮ 其次ꎬ 政府主导

创建了基础性的科研体系ꎮ １９４９ 年ꎬ 本 － 古里安筹建研究理事会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指导完善以色列科研机构的建制工作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期间ꎬ 研究

理事会先后组建了数个政府级研究机构ꎬ 诸如纤维研究所、 国家物理实验室、
生物研究所等ꎮ 以 １９６１ 年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②的成立为标志ꎬ 政府主导

建构的国家科研体系已基本成型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本 － 古里安欲邀请爱因斯

坦担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ꎬ 尽管未能如愿ꎬ 但历史意义巨大ꎬ 昭示着 “科学

与技术将成为维持这一新生国家生存的核心竞争力ꎮ”③

政府主导国家创新体系建构的第二阶段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期ꎬ
以引导、 促进民用企业的集群化发展为主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ꎬ 以色列国内外

环境的骤变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建构提出了新要求ꎮ １９６２ 年ꎬ 政府主动将劳动

密集型的进口替代战略调整为资本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ꎬ 鼓励发展技术

附加值高的产业ꎮ 此外ꎬ 鉴于 “六日战争” 后法国武器禁运酿成的安全危机ꎬ
政府于 １９６８ 年首次召集研讨科技政策的卡察斯基委员会 ( Ｋａｔｃｈａｌｓｋｉ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做出了为军事高科技研发注入大量资金、 筹建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ＯＣＳ) 的决议ꎮ④ １９６９ 年ꎬ 以色列 １３ 个内阁部门均创办了主管科研工作的首

席科学家办公室ꎮ 从此ꎬ 首席科学家制度统筹以色列的科研工作ꎬ 它依据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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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理查德Ｒ 尼尔森: «国家 (地区) 创新体系: 比较分析»ꎬ 曾国屏、 刘小玲等译ꎬ
知识产权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５９８ 页ꎮ

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位于耶路撒冷ꎬ 由以色列政府于 １９６１ 年创立ꎮ 它一方面促进以色列的

科学家与人文学界学者之间的联系ꎬ 另一方面也在国家重要的科研项目上向政府提供意见ꎬ 并且推动

在学术上取得成就ꎮ 该学院现有 １１５ 名以色列非常杰出的学者ꎮ
Ｕｚｉ Ｄｅ Ｈａａｎ ａｎｄ Ｂｏａｚ Ｇｏｌａｎｙꎬ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ｏｆ Ｍｉｎｋꎬ 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ｓ: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ａ Ｈｏｔ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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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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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市场的需求状况ꎬ 负责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ꎬ 统筹科研经费的分配ꎬ 协

调技术研发的国际合作ꎮ 其中ꎬ 工业与贸易部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为企业提

供同行业研发资助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Ｒ＆Ｄ Ｇｒａｎｔｓ)ꎮ 该款项自创设之日起即成为以

色列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的必要补给ꎬ 为致力于开发新产品、 面向海外市场的

初创企业提供有关市场需求、 产品定位、 销售资助等方面的扶助ꎮ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ꎬ 同行业研发资助项目承担了工贸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针对私营

企业研发资助 ９０％的份额ꎮ① 以色列初创企业之所以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兴起ꎬ
与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前瞻性统筹工作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为迎合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ꎬ 以色列政府审时度

势地出台新政策、 成立新机构ꎬ 国家创新体系更趋成熟ꎮ 首先ꎬ 政府完善了

技术创新的资金供给体系ꎬ 引导创建了本土风险投资业ꎮ 工贸部的首席科学

家办公室先后出台了 ４ 类技术研发资助计划: 竞争性研发计划、 预种子与种

子计划、 促进投资与创新采用计划、 预竞争和长期研发计划ꎬ 旨在为企业和

高校的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ꎮ② 以色列政府在 １９９３ 年出资 １ 亿美元

成立亚泽马 (Ｙｏｚｍａ) 国有风险投资公司ꎬ “将 ８ ０００ 万美元资金投向 １０ 支处

于创建初期的私营风险投资基金ꎬ 另外 ２ ０００ 万美元资金直接投资给高科技企

业”ꎮ③ 亚泽马项目成功募集了国内外私有资本ꎬ 孕育了以色列本土风险投资

业ꎬ 助推了高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ꎮ 其次ꎬ 政府全方位推动技术创新的国际

合作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以色列先后与加拿大 (１９９４ 年)、 新加坡 (１９９７
年)、 韩国 (２００１ 年) 等国筹建了双边研发基金会ꎬ 以促进双边企业的联合

研发ꎻ 与美国、 德国、 法国、 印度等 ４０ 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科技合作协定ꎬ
合作领域涉及基础研究、 能源、 农业、 电子通信、 软件等ꎻ 以色列还作为第

一个非欧洲国家参与了欧盟研发框架计划ꎬ 得以利用欧洲的先进技术、 研发

平台与研发资金为本国高科技企业创造进军全球市场的机遇ꎮ 再次ꎬ 政府设

立管理、 指导与统筹创新工作的专职机构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国家技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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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总局 (ＮＡＴＩ) 成立ꎬ 取代经济部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ꎬ 直接统领以色列

产业研发中心 (ＭＡＴＩＭＯＰ)①ꎮ 创新总局下设多个研发委员会ꎬ 具体负责各领

域的创新项目ꎬ 以确保创新政策的时效性与灵活性ꎬ 对接全球化时代以色列

初创企业的新需求ꎮ② 以色列国家创新总局旨在为进军全球市场的初创企业解

决发展性难题ꎬ 诸如技术需求方的多向性选择ꎬ 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感ꎬ 外来

融资的较强波动性等ꎮ 它的成立标志着以色列国家创新体系建构的进一步完善ꎮ
(二) 高科技企业集群化发展

在官、 产、 学的 “三螺旋” 创新架构中ꎬ 企业是技术研发、 转移、 应用

的核心力量ꎮ 高科技企业的集群化规模是衡量国家创新体系健全程度的重要

标志ꎮ 长期以来ꎬ 受益于政府创新政策的引导、 高校技术的转移、 外资企业

的入驻ꎬ 以色列全国已形成了以海法、 特拉维夫 － 赫兹利亚、 耶路撒冷、 贝

尔谢巴为核心的四大产业集群区ꎬ 包含 ２７ 个覆盖各行各业的创新高科技园

区ꎮ③ 其中ꎬ 特拉维夫拥有 ５ ０００ 家初创企业ꎬ 是仅次于美国硅谷的全球初创企

业第二多城市ꎮ④ 集群化的高科技企业已成为以色列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骨干力

量ꎬ 它的建构主要源自两个部分: 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兴起与发展ꎬ 以及知名

跨国企业的入驻与合作ꎮ
以色列本土的高科技企业酝酿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兴起于 ７０ 年代ꎬ 发展

于 ８０ 年代ꎬ 腾飞于 ９０ 年代ꎮ 以色列军工研发部门的技术外溢直接孵化了高

科技企业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起ꎬ 服役于 “拉斐尔 (Ｒａｆａｅｌ) 防卫系统”⑤ 等

军工部门的工程与技术研发人员选择自主创业ꎬ 范围涉及电子技术、 通信设

备和航空技术等领域ꎬ 诞生了诸如埃尔比特 (Ｅｌｂｉｔ)、 埃尔森 (Ｅｌｓｃｉｎｔ) 和赛

天使 (Ｓｃｉｔｅｘ) 等知名高科技民用企业ꎮ⑥ １９７２ 年ꎬ 埃尔森医疗成像公司成为

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以色列本土企业ꎮ⑦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全球计算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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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产业研发中心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 ＆ Ｄ) 是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的执行机构ꎬ 代表首席科学家委员执行、 贯彻和监管国际合作项目ꎬ 负责实施双边和多边合作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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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何以成全球创新 “大国”»ꎬ 载 [西班牙] «阿贝赛报» 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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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发展呈现新趋势ꎬ 即以家庭与企业为市场靶向的个人计算机业务方兴未

艾ꎮ 以色列由此涉足软件与信息技术产业ꎬ 催生了第一波本土初创企业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半叶至 ９０ 年代初期ꎬ 诸如关卡 ( Ｃｈｅｃｋ Ｐｏｉｎｔ)、 康维斯

(Ｃｏｍｖｅｒｓｅ)、 郎新 (Ａｍｄｏｃｓ) 等企业已成为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军者ꎮ 这

一时期 “以色列软件年出口额呈指数级增长ꎬ 从 ５００ 万美元增长到 １ １ 亿美

元”①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始ꎬ 缘于俄裔犹太技术移民的批量涌入ꎬ 以及技

术孵化器的相助ꎬ 以色列高科技企业迎来发展的腾飞期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经济部的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启动技术孵化器计划ꎬ 为初创企业提供研发资金、 基础设

施、 业务指导等帮助ꎮ 为合理布局产业结构ꎬ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将孵化项目

圈定在软件、 生命科学、 医学设备、 环境、 水科学、 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研发

性行业ꎮ② 据统计ꎬ 自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末ꎬ 孵化器项目已为 １ ７００ 多家初创

企业提供了 ６ ５００ 万美元的资助ꎬ 其中 １ ５００ 余家企业孵化成功ꎮ③ 至 ２０１５ 年

底ꎬ 以色列已有 ３２ 个技术孵化器ꎮ④ 简言之ꎬ 以色列本土的高科技企业大

多破壳于技术孵化器ꎬ 技术孵化器的成功运作促成了高科技产业的集群化

发展ꎮ
此外ꎬ 跨国企业在以色列设立的研发中心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ꎬ 主要包括直接设立与收购转化两种途径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信息

技术领域的跨国企业率先入驻以色列ꎬ 摩托罗拉 (１９６４ 年)、 威世 (１９６５
年)、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１９７２ 年)、 英特尔 (１９７４ 年)、 日立 (１９７８ 年) 等

巨头相继设立了半导体与电子设备的研发中心ꎮ⑤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起ꎬ
中东和平进程推进ꎬ 阿拉伯国家抵制运动退潮ꎬ 以色列企业私有化改革ꎬ 以

及受以色列政府大力吸引外资等良好环境的影响ꎬ 全球科技巨头在以色列的

投资与研发进入高潮期ꎮ 此后ꎬ 跨国企业在以色列运营的主要模式是将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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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就地转化为研发中心ꎬ “被收购企业的 ８０％都成了研发中心或并入到跨国

企业在以色列的现有研发中心”①ꎮ 至 ２０１５ 年ꎬ 谷歌、 通用汽车、 美国高通公

司和德国电信等 ２７０ 余家大型跨国企业在以色列设立了 ３２０ 多家研发中心ꎮ②

就以色列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而言ꎬ 本土企业在与跨国企业的密切交往中

受益良多: 既可充分吸收外来资金ꎬ 也可汲取跨国企业的管理经验ꎬ 提升自

身的竞争力ꎻ 同时还能够搭乘国际巨头企业的营销顺风车ꎬ 迅速在国际市场

上推销以色列创新成果ꎬ 以此摆脱国内市场狭小的禁锢ꎮ
(三) 高校科研机构支撑技术研发与转移体系

在学术 －产业 －政府的 “三螺旋” 创新架构中ꎬ 高校科研院所兼顾技术创

新与技术转移ꎬ 其终极价值表现为创新成果的产业化ꎬ 从而实现国家的创新驱

动型发展ꎮ 以色列高校科研体系的地理布局合理且匀称ꎬ 希伯来大学、 特拉维

夫大学、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 巴伊兰大学、 以色列理工学院、 海法大学、 本 －
古里安大学等 ７ 所高水平大学和科研院所分别位于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 雷霍

沃特、 拉马特甘、 海法、 贝尔谢巴等地ꎬ 这潜在地促成了各高校与当地产业界

的紧密联系ꎮ 此外ꎬ 以色列政府也意识到高校应用性技术研发及其与产业联系

的重要性ꎮ １９５０ 年ꎬ 本 －古里安总理推动以色列理工学院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样

本进行改造ꎬ 最终蜕变为以研发应用技术为主的现代研究型大学ꎬ 学生教育以

职业为导向ꎬ 弘扬 “学会技术、 混搭技术、 再造技术” 的教育理念ꎮ 改革后的

理工学院在以色列的高校科研创新体系中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技术转移办公室 (ＴＴ０) 是以色列高校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代表性机

构ꎮ １９５８ 年ꎬ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创建了以色列第一个技术转移办公室 “耶
达” (ＹＥＤＡ)ꎮ 此后ꎬ 以色列的 ６ 所主要大学均设有技术转移公司ꎬ 负责创新

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ꎬ 加强高校与国内外产业界的合作ꎬ 致力于将

技术创新转化为工业产品ꎮ 技术转移办公室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的

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ꎮ 技术创新的产业化以高校赋予企业技术许可的

方式实现ꎬ 高校通过后期的市场绩效获取相应收益ꎬ 收益分配比例为研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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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占 ４０％ ꎬ 大学占 ４０％ ꎬ 科学家所在实验室占 ２０％ ꎮ① 总之ꎬ 以色列的高

校及科研院所已探索出一条依托技术转移办公室实现学术成果产业化的创新

驱动路径ꎮ
此外ꎬ 以色列高校学生是技术转移的绝对主力ꎮ 大学生求学期间普遍参

与创业的培训与实践活动ꎬ 他们毕业后倾心创新创业ꎬ “创业” 可谓以色列大

学生的必修课ꎮ 相当大比例的本科生在毕业前均参与企业实习或组建自己的

公司ꎬ 此类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将市场信息反馈给高校ꎬ 从而直接引导其技

术研发ꎮ 以以色列创新创业摇篮的以色列理工学院为例ꎬ “该校 １ / ４ 的毕业生

会选择创业”②ꎬ ６８％ 的以色列籍纳斯达克上市企业的创始人出自该学院ꎮ③

追根溯源ꎬ 以色列理工学院注重对本科生创新创业素养的培育ꎬ 大学课程设

置中 ２５％的内容为教授研究方法ꎬ 其余 ７５％的内容为各类科技研究项目ꎬ 其

中多数是与企业合作的项目ꎬ 由此让学生尽快掌握创新乃至创业的整个路

径ꎮ④ 以色列理工学院还开展形式多样的 “创意之旅” 活动ꎬ 比如本科生创新

实验室、 企业家俱乐部、 应届毕业生的 “技术为生活” (Ｔｅｃｈｎｉｏｎ － ｆｏｒ － Ｌｉｆｅ)
等项目ꎮ⑤ “创意之旅” 为学生提供了技术转化、 感受创业的模拟实践ꎬ 一般包

含确立创意、 产生创意、 遴选甄别、 细化建议、 贯彻实施和市场渗透等环节ꎮ

以色列创新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国家创新体系的建构与有效推进使以色列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ꎮ 至 ２０
世纪末期ꎬ 以色列已迈入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阶段ꎬ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由

１９７９ 年的 ３ ４００ 美元飙升至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５ ６７５ 美元”⑥ꎮ 以色列模式充分证明了

创新是发展中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途径ꎮ
当前ꎬ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ꎬ 为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入中高

端水平的 “双目标”ꎬ 发展模式必须由生产、 投资两大要素驱动转型为创新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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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是必须着力培育的一个新引擎”①ꎮ 目前ꎬ 中国正

经历着由 “中国制造” 到 “中国创造” 的转型ꎬ 创新指数在世界评级体系内

连年稳步上升ꎮ 据 «２０１６ 年全球创新指数»ꎬ 中国首次跻身创新经济体前 ２５
强ꎬ “是第一个跻身这份传统上由发达经济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榜单前 ２５ 强的

中等收入国家”ꎮ② 尽管中国的创新竞争力有显著提升ꎬ 但 “在关键领域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ꎬ 科技基础仍然薄弱ꎬ 科技创新能力

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③ꎮ 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仍存在诸如研发投入

不充足、 政策法规不完善、 人才储备不丰厚、 企业创新欠活力、 高校技术转

移迟、 创新精神缺失等问题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ꎬ 指出 “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建设国

家创新体系明确企业、 科研院所、 高校、 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功能

定位ꎬ 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网络”ꎮ④ 在我们落实中央战略部署ꎬ 聚合创新驱

动、 提升国家创新竞争力的过程中ꎬ 探讨以色列的创新发展之路ꎬ 对中国的

启示不言而喻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和以色列签订了 «中以创新合作三年行动计

划»ꎬ 成立了中以创新合作中心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以色列议长

埃德尔斯坦时也指出ꎬ 中以之间应 “积极拓展创新领域合作ꎬ 形成机制性合

作平台ꎬ 为中以创新合作提供更多便利”ꎮ⑤ 具体而言ꎬ 以色列的经验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ꎮ
(一) 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基本方

法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起ꎬ 以色列政府就高度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ꎬ 投入巨额

的扶植资金ꎮ 自 １９６８ 年有产业研发政策的官方记录以来ꎬ 以色列的研发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始终高居国际榜首的位置ꎮ⑥ 近 ２０ 年来ꎬ 以色列的

研发支出总额呈现增长的趋势ꎬ 国民研发总投入始终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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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之上ꎮ 政府的研发补助集中投入到互联网安全、 水处理、 现代农业、 新能

源、 医学制药等高科技领域ꎬ 资金的审批与划拨由各相关部属首席科学家办

公室负责办理ꎮ 除常规性的研发补助外ꎬ 政府还设计了诸多专项补助计划ꎬ
以解决具体的科研问题ꎬ 如网络安全产业升级基金、 空间技术研发基金、 人

类特殊性需求技术研发基金、 生命科学基金等ꎮ① 政府资助技术研发ꎬ 期望成

为撬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有力杠杆ꎮ 相比以色列ꎬ 长期以来ꎬ 中国对技术研

发的投入力度极低ꎬ 对科技研发的大力扶持工作起步较晚ꎮ 直到 ２１ 世纪初ꎬ
中国的研发投入才有了较大提升ꎬ ２００３ 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１ ３％ ꎬ
比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６％ 翻了一倍ꎮ② 近 ５ 年来ꎬ 中国的研发投入稳步增长ꎬ 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了创新型国家 ２％的最低标准ꎬ 但和以色列相比还有较大差距ꎮ

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以色列与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６ 年 “全球创新指数”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绘制ꎮ

(二) 完善政策法规

技术创新与高新产业的涌现需要相关法律条规与刺激政策的保障ꎮ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以色列出台了一系列牵引技术创新、 引导高新产业发展的法

规政策ꎮ １９８４ 年ꎬ 以色列的首部 “创新大法” ——— «工业研究与发展促进

法» 生效ꎬ 它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ꎬ 声明政府将分担研发项目

中的潜在风险ꎬ 从此揭开了以色列中小企业专注于技术创新的序幕ꎮ １９９０ 年ꎬ
政府拟定了 «投资促进法»ꎬ 赋予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的以色列高科技企

４４

①

②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Ｒ＆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ｉｌ / ｍａｄａｎ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５

[美国] 乐文睿、 [美国] 马丁肯尼、 [美国] 约翰彼得穆尔曼: «中国创新的挑战: 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ꎬ 张志学审校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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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惠待遇ꎮ 同时ꎬ 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内的企业

享有相应的补贴与免税政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以色列税收改革法» 生效ꎬ 该法案

通过对主动性资本 (如风险投资、 证券交易、 直接投资等) 的收益税进行调

整ꎬ 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ꎮ① ２０１１ 年ꎬ «天使法» (Ａｎｇｅｌ Ｌａｗ) 的生效

进一步带动了投资初创企业的热情ꎬ 它规定凡是投资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的法定

纳税人ꎬ 均可豁免与其投资额相当的赋税额度ꎮ 此外ꎬ 以色列刺激创新的法律

政策体系还包含 «产权法»、 «版权法»、 «以色列科学院法»、 «２０００ 年生物技术

产业规划»、 «纳米技术: 以色列的国家战略» 等诸多内容ꎮ 以色列技术创新政

策体系的完善促使其国家创新驱动发展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成效ꎮ 目前ꎬ 中国的

创新法规体系尚未健全: 如创新创业扶持的导向政策需进一步明确ꎻ 税收优惠

的手段比较单一ꎻ 财税政策重区域而不重产业优惠ꎻ 缺乏鼓励社会中介融资的

法规等ꎮ 中国在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的长期过程中ꎬ 亟需借鉴

以色列的经验ꎬ 围绕财政资助、 企业扶持、 新兴产业、 成果转化、 技术普及等

方面制定完善的创新政策法规体系ꎬ 为创新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政策环境ꎮ
(三) 有效推行引智计划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ꎬ 是创新的根基ꎮ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

才驱动ꎮ 自建国伊始ꎬ 以色列即高度重视对智力资源的吸纳与利用ꎮ 根据

１９５０ 年的 «回归法»ꎬ “所有犹太人都有权移居以色列”ꎬ 该法案潜在归化了

大批高素质犹太人才ꎮ 在苏联解体前后ꎬ 以色列吸纳了 ８２ ０００ 余名俄裔高端

技术型人才ꎮ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以色列将吸引人才升级为创新型国家建

构的战略性部署计划ꎬ 启动持续性的引智工作ꎮ １９９５ 年ꎬ 以色列推出外国专

家引入计划ꎬ 聘请 ５３０ 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赴以色列进行为期 ３ 年的科研计

划ꎮ③ ２０１３ 年ꎬ 以色列政府启动了 “以色列国家人才流入计划”ꎬ 设立科学家

吸收中心ꎬ 解决移民科学家在科研、 住房、 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以使其快

速融入创新体系ꎮ④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ꎬ 以色列经济部推出 “外国企业家创新签证

５４

①
②

③
④

潘光: «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之路»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ꎮ
Ｉｌａｎ Ｍｏｓｓꎬ “Ｓｔａｒｔ － ｕｐ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ｙ”ꎬ ＯＥＣＤ: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ｏｅｃ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ｆｕｌｌｓｔｏｒｙ ｐｈｐ / ａｉｄ / ３５４６ / Ｓｔａｒｔ － ｕｐ＿ ｎａｔｉｏｎ: ＿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０
潘光: 前引文ꎮ
Ｎａａｍａ Ｔｅｓｃｈｎｅｒ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Ｒｅｔｕ － 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ｍｍｍ /
ｄａｔａ / ｐｄｆ / ｍｅ０３３ ７５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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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ꎬ 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家、 投资商和科技人才在以色列的居住期限延长至

５ 年ꎬ 并赋予其申请长期签证的权利ꎮ① 此外ꎬ 以色列政府还对跨国公司设在

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做出承诺ꎬ 若其雇佣至少 １０ 名诸如软件工程师、 系统分析

人员及生物技术研究人员等高端人才ꎬ 即可享有税收优惠待遇ꎮ 简而论之ꎬ
以色列的引智计划主要聚焦于创新 － 创业型人才的储备工作ꎮ 近年来ꎬ 中国

在引智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ꎬ 但也表现出资金动力不足以及弱企业、
强高校等不平衡现象ꎬ 而以色列在企业引智方面经验颇丰ꎮ 针对企业技术创

新人才紧缺的现实窘境ꎬ 中国在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ꎬ 政府

需加强衔接协调ꎬ 优化布局各类创新型科技人才计划ꎬ 使企业、 高校、 科研

院所有序参与ꎬ 共享引智工作的成果ꎮ 与以色列相比ꎬ 中国系统地提出并实

施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时间较晚ꎬ 比如中国从 ２００８ 年起启动 “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计划”、 ２０１１ 年启动 “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ꎬ 在实施力度、
完善人才管理、 发挥引进人才作用方面ꎬ 还有很大的潜力与空间ꎮ

(四) 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体中ꎬ 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被视为创新的重要源泉ꎮ
以色列特别注重高科技领域中小企业的发展ꎬ 技术孵化器、 风险投资基金、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 ( ＩＥＩＣＩ) 为初创企业的技术创新保驾护航ꎮ 首

先ꎬ 非营利性的技术孵化器秉持 “风险分担、 受益不共享” 的原则ꎬ 增添了

初创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发展信心ꎮ 政府为孵化企业提供两年期的软贷款ꎬ 贷

款额度为初创企业所需研发费用的 ８５％ ꎬ 拨款金额每年最多达 １４ ５ 万美元ꎬ
剩余所需费用由创业者自筹或私营投资方资助②ꎻ 创业失败ꎬ 则无须偿还政府

贷款ꎻ 若成功ꎬ 仅以 ３％的低利率偿还贷款ꎮ③ 其次ꎬ 成熟的风险投资业解决

了中小企业发展初期的融资难题ꎮ 在亚泽马基金运作期间ꎬ 政府秉持 “共担

风险、 让利于人、 甘当配角、 合同管理、 及时退出” 的原则ꎬ 不谋利于初创

企业ꎬ 重在塑造稳健的投资环境ꎬ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破除融资壁垒ꎮ 再次ꎬ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为以色列中小企业缔造了出口 － 创新的联动关系ꎮ

６４

①

②
③

[以色列] 大卫沙曼: «以色列推出创新签证吸引外国人才»ꎬ 载 «以色列时报»ꎬ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ｔｉｍｅｓｏ － 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０ － ２５ꎮ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 ４４
ＡｖｉＦｌｅｇｅｎｂａｕｍꎬ Ｔｈｅ Ｔａｋｅ － ｏｆｆ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ｇｈ － ｔｅｃｈ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 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Ｌｔｄ 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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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会是以色列企业对外展现的门户ꎬ 其业务覆盖整个高科技行业ꎮ 该协会

收集所有具备出口能力的以色列企业的相关信息ꎬ 促成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

的对接ꎬ 一方面促进以色列本土企业与入驻跨国企业的商业联系与研发合作ꎬ
另一方面为以色列企业提供专业的贸易信息与建议ꎬ 推动其进军国际市场ꎮ
这种出口 －创新联动关系ꎬ 通过出口刺激计划、 促进中小企业同跨国公司合

作等方式ꎬ 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ꎬ 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创新与发展ꎮ
目前ꎬ 中国的发展模式正由投资、 出口导向转变为创新导向ꎬ 技术创新的主

体理应形成大型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并驾齐驱的竞争态势ꎮ 然而ꎬ 长期以来ꎬ
中国的高科技中小微企业面临着融资不足、 行政壁垒、 人才稀缺、 出口式微

等不利因素的制约ꎮ 为顺利落实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的构建

“孵化 －创投” 的创业模式ꎬ 中国需要研究借鉴以色列在企业融资、 产业研

发、 出口刺激等方面出台的一揽子引导性政策ꎬ 以降低大众参与创新创业的

成本和门槛ꎬ 最终促成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ꎮ
(五) 创建高校产业园区

以色列高等教育始终以解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急需为己任ꎬ 崇尚应用型

技术的理念激活了高校将实验室成果变现为流水线产品的产业化能力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以色列高校就意识到与产业联系的重要性ꎬ 建立了研究管理

局和科技园区ꎮ① 这是以色列高校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进程的起始ꎮ 在政府的

统筹规划下ꎬ 以色列高校附近均兴建了以高科技产业为发展方向的工业园区ꎬ
区内企业享有信贷、 税收等优惠条件ꎮ 在工业园区内ꎬ 大学与企业紧密互通ꎬ
企业对高校研发的新成果进行快速投产与再开发ꎬ 当生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

时ꎬ 便迁出园区ꎬ 进行扩大再生产ꎮ 如今ꎬ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旗下的魏茨曼

科学工业园、 特拉维夫大学与市政府合办的阿迪蒂姆科学园、 希伯来大学所

属的哈尔瞿茨维姆科学工业园等ꎬ 都已成为国家高科技产业的摇篮ꎮ② 以色列

高校产业园区的实践促进了高校科研成果的转移运用ꎬ 提升了产业结构的更

新速度ꎬ 塑造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ꎮ 这种产学研密切联系的模

式值得中国认真总结、 研究与借鉴ꎬ 尤其要注重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与中小企

业之间搭建有效的平台ꎬ 从而使高校的一些重大科研突破、 新技术发明能够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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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理查德Ｒ 尼尔森: 前引书ꎬ 第 ６１９ 页ꎮ
张倩红: 前引书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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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活力的中小企业快速实现转化ꎮ
(六) 营造创新的文化氛围

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发展活力既源自宽松友好的制度环境ꎬ 又迸发于崇尚

创新的文化环境ꎮ 漫长的大流散经历造就了犹太人对新事物的敏锐判断与接

受能力ꎮ 犹太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标新立异与刻意求新的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塑

造了犹太人的精神品质ꎮ 犹太文化的核心载体 «塔木德» 中包含大量教导犹

太人以思辨的态度来审视世界的内容ꎬ 从而培养了犹太人逆向性、 求异性与

发散性的思维模式ꎮ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ꎬ 犹太思想家们强调犹太文

化应发展为适应环境的民族文化ꎬ 敦本、 务实、 求新成为早期巴勒斯坦犹太

拓荒移民的生存选择ꎬ 也是主要的精神潮流ꎬ 在此背景下ꎬ 诸多解决移民生

存与发展难题的应用性技术创新成果应运而生ꎮ 以色列建国以来ꎬ 随着社会

治理体系日益完善ꎬ 高度强调人人平等、 个性独立的社会原则ꎬ 提倡团结互

助、 包容并存的交往关系ꎮ 这种扁平化的社会模式简化了人际交往中的繁文

缛节ꎬ 编织了平等、 互助、 信任、 沟通的人际网络ꎬ 直接促成创新思维与前沿

信息的快速传播、 互换ꎮ 不仅如此ꎬ 充满活力的以色列国家还形成了一种鼓励

尝试、 宽容失败的社会风气ꎬ 失败的经历被看作为一种更加接近成功的磨炼与

考验ꎮ 由此可见ꎬ 不拘一格的思维模式与合作性关系是创新文化氛围中必不可

少的要素ꎮ 当前ꎬ 中国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流行垂直的管理架构与

组织范式ꎬ 这在极大程度上助长了循规蹈矩、 规避风险的行事风格ꎮ 当然ꎬ 真

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不可能直接移植、 全面复制ꎬ 创新需要从自身的社会背景与

文化母体中孕育种子、 培育成长环境ꎮ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ꎬ 一直存在崇尚变

革、 鼓励勤勉的文化氛围ꎬ 但也同样存在墨守成规、 不越雷池的中庸之风ꎮ 因

此ꎬ 营造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文化氛围依然任重道远ꎮ
综上所述ꎬ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结构调整急速推进的时代背景

下ꎬ 创新驱动已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ꎮ “在未来ꎬ 表现最好

的经济体将是那些政府最有效地帮助开发和管理创新知识资产的经济体”①ꎮ
目前ꎬ 中国既面临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ꎬ 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ꎮ
唯有借鉴世界创新强国的发展经验ꎬ 探索构建符合自身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ꎬ
才能赢得发展主动权ꎮ 一方面ꎬ 位于中东的袖珍国度以色列的创新模式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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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会为中国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 建构合理的创新体系提供 “他山之石”ꎻ 另

一方面ꎬ 中国与以色列在国情、 经济发展的内在约束性条件等方面具有差异

性ꎬ 中国的创新发展道路不能模仿和复制外部做法ꎬ 而只能产生于中国独特

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ꎬ 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借鉴以色列等他国创新发展经验ꎬ
助力于中国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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