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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
演进、 内容与效应∗

艾仁贵∗

　 　 内容提要　 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起初是为了安置 ２０ 世纪下半

叶尤其是 ９０ 年代大批涌入的苏联犹太高技术移民而为ꎮ 在此过程中ꎬ
以色列政府设置多个人才安置计划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色列政府针

对国内优秀人才外流的现象ꎬ 实施了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计划、 以色列

国家引才计划、 吉瓦希姆青年引才计划等ꎮ 总体看ꎬ 以色列已走出了一

条以 “移民吸收 ＋ 技术研发” 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强国之路ꎬ 此举为以

色列补充了重要的人才资本ꎬ 并在以色列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当下ꎬ 高技术人才的流入成为助推以色列以来

崛起为举世闻名的科技创新强国的关键支撑ꎬ 其相关经验是后发国家实

现创新发展目标的 “他山之石”ꎮ
关 键 词　 创新发展　 高技术移民　 以色列　 苏联犹太移民　 海外

以色列人才

作者简介　 艾仁贵ꎬ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ꎮ

进入 ２０ 世纪下半叶尤其是 ９０ 年代ꎬ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ꎬ 高技

术移民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成为全球移民浪潮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ꎮ 高

技术移民ꎬ 又称 “技术移民”ꎬ 指离开本人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ꎬ 跨越国家

边界ꎬ 以自身技能为条件合法迁移到另一国家的人ꎮ① 顾名思义ꎬ 高技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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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低技术移民 (通常也称 “劳工移民”) 相对而言的ꎬ 两者分别对应从事

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移民ꎮ 从高技术移民的国际流向看ꎬ
它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ꎬ 或者从二流发达国家流向一流发达国

家ꎮ 这种高素质人才的跨国不对称流动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ꎮ① 由

于高技术移民拥有高素质和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ꎬ 其国际流动使流入国享受

着人才流入带来的积极影响ꎮ 有鉴于此ꎬ 在当前国际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的

情势下ꎬ 许多国家 (尤其作为人才流出国的发展中国家ꎬ 如中国) 纷纷出台

了一系列引才计划ꎬ 吸引海外人才进入或归国ꎬ 助力于本国的创新驱动发展

目标ꎮ
作为一个以移民立国的国家ꎬ 以色列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其卓越的人才资

源ꎮ 该国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相继实施了两个时段的安置或吸引海外高技

术人才的移民政策ꎮ 高技术移民在较短时间内源源不断涌入ꎬ 这不仅推动了

以色列经济的高速发展ꎬ 而且直接助推了该国的科技腾飞ꎬ 高技术移民成为

经济崛起与科技创新中的关键支撑ꎮ 以色列高技术移民的基本条件是: 接受

过高等教育 (硕士及以上学历)、 从事研发及相关工作ꎻ 从具体职业来看ꎬ 主

要包括科学家、 工程师、 医生、 科研人员等专业群体ꎮ 根据以色列移民吸收

部的界定ꎬ 移民科学家或其他高知海归人员需满足以下标准中的一个 (参见

表 １)ꎮ 海归人才除需满足表 １ 其中任一条件以外ꎬ 还需附上一条ꎬ 即在海外

居住时间超过 ５ 年或以上ꎮ
国际学术界关于以色列高技术移民的研究基本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移民潮

相一致ꎬ 国内学者也有一些相关著述ꎬ 但通常对该群体的高技术移民特征关

注不够ꎬ 而且也没有涉及以色列吸收海外人才的问题ꎮ② 基于此ꎬ 本文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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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进入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群体作为分析对象ꎬ 探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以及 ２１ 世纪以来以色列高技术移民政策的演进、 内容及其实施情

况ꎬ 并考察高技术移民对以色列经济社会的效应ꎬ 以期为其他同样面临高技

术人才吸收的相关国家提供相干借鉴ꎮ

表 １　 以色列高技术移民人员标准

学历 工作经历 成果

博士或同等学力
在移民以色列前 ５ 年中
至少有 ３ 年从事研发
工作

发表有至少 ３ 项科学成
果或注册有 ３ 项专利

理学硕士学位或同等
学力

在移民以色列前 ６ 年中
至少有 ４ 年从事研发
工作

发表有至少 ３ 项科学成
果或注册有 ３ 项专利

理学硕士学位或同等
学力

在移民以色列前 ６ 年中
至少有 ４ 年从事研发
工作

没有任何科学成果或注
册专利者ꎬ 只适于作为
辅助工业研发的候选人

理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
力 (到 ３２ 岁)

没有任何研发经历者ꎬ
将被吸收到商业部门的
研发岗位ꎬ 有资格在工
业辅助岗位服务一年

理学硕士学位或同等学
力 (到 ３７ 岁)

将被接受为以色列某所
大学的研究生

　 　 资料来源: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ｌｉｙａｈ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ｉａ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Ｐａｇｅｓ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６ －０９ －２６.

被动应对: 安置苏联犹太高技术移民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ꎬ 犹太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ꎬ 各地的犹太人存在

着频繁的移民现象ꎮ 基于地缘政治变动ꎬ 原生活在苏联的犹太人在 ２０ 世纪下

半叶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移民潮ꎬ 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以色列ꎬ 且移民群体包

含大量高技术人才ꎮ
苏联的犹太人之所以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ꎬ 与苏联的国内政治局势密切

相关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ꎬ 苏联当局开放了对犹太移民的限制ꎬ 随后出现一股

向外移民的浪潮ꎬ 大约有 ２５ 万苏联犹太人离境ꎬ 其中大约 １３ 万人前往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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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ꎬ 另外 １２ 万人前往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ꎮ① 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

初ꎬ 随着苏联走向解体ꎬ 大批俄裔犹太移民涌向以色列ꎬ 仅 １９９０ 年就有 １８ ３
万人进入以色列ꎬ 在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年间ꎬ 平均每年进入以色列的苏联犹太移民

达 ６ 万人以上ꎬ 此后移民规模开始缩小ꎮ② 据以色列移民吸收部的统计ꎬ 从

１９８９ ~ ２０１１ 年ꎬ 以色列总共接收了超过 １００ 万的苏联犹太移民ꎬ 构成以色列

犹太人口的 ２０％ ꎮ 这两次足以改变以色列人口格局的庞大移民潮ꎬ 被西方学

者称为 “以色列的 ‘俄国革命’” (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③ꎬ 对以色

列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与其他移民群体不同ꎬ 来自苏联地区的移民具有鲜明的特征: 这批移民

受教育程度较高ꎻ 在劳动力市场中参与率较高ꎬ 而且他们在移民前多数从事

技术密集型行业ꎮ 可以说ꎬ 这批移民的高技术移民特征比较显著ꎮ 根据统计

数据ꎬ 长期以来ꎬ 犹太人都是苏联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群ꎬ 尽管他们仅

占苏联总人口的 １％ ꎬ 但在学生、 科研人员、 医生群体中占比分别为 ２％ 、
６％和 ９％ 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ꎬ 超过 ５０ 万犹太人毕业于苏联的高等教育机

构ꎬ 其中大约 １０ 万人受雇于各种高级研究与学术机构ꎬ 大约 ３ 万人拥有博士

学位ꎮ 即使不考虑工程师和医生两类群体ꎬ 仍有超过 ５ 万名技术专家在苏联

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机构就职ꎮ④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０ 年ꎬ 大约 ５８％ 来自苏联的犹太移

民在进入以色列之前接受过高等教育 (而以色列本土居民为 ２５％ 左右)ꎬ 被

以色列移民吸收部认定为科学家或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的犹太移民超过 １３ 万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 ３％ (２０００ 年以色列总人口不到 ６００ 万)ꎬ 这个比例在当时

是相当高的ꎮ 他们在移民至以色列后ꎬ 职业分布如下: 科学家 １ ３ 万名、 工

程师 ８ ２ 万名、 医护人员 ４ 万名 (包括 １ ５ 万名医生、 ２ ５ 万名护士)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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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ｎａ Ｇ Ｋｈｅｉｍｅｔｓ ＆ Ａｌｅｋ Ｄ Ｅｐｓｔｅｉｎ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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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ꎬ 另有 １ ８ 万名音乐家或音乐教师、 ３ ８ 万名其他课程教师ꎮ①

图 １　 来自苏联地区的高技术移民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０ 年) 与以色列原有高技术人员

１９８９ 年) 人数比较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相关资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ｓ ｇｏｖ ｉｌ / ｒｅａｄｅｒ / ?

ＭＩｖａｌ ＝ ｃｗ＿ ｕｓｒ＿ ｖｉｅｗ＿ ＳＨＴＭＬ＆ＩＤ ＝ ５７０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６) 制作ꎮ

为了安置大批涌入的海外移民人才ꎬ 帮助其尽快融入以色列当地社会ꎬ
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犹太高技术移民进行吸收、 安置与转化的

举措ꎮ
(一) 设置专门管理与服务机构

１９７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以色列政府通过特别决议ꎬ 决定在国家研发委员会之

下设立科学吸收中心 ( Ｈａ － ｍｅｒｋａｚ ｌｅ － ｋｌｉｔａ ｂｅ － ｍａｄａ /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规定了该中心的组织结构、 职能与预算ꎮ １９７５ 年底ꎬ
该中心转归移民吸收部管辖ꎮ 除了帮助移民科学家和海归人才融入以色列研

发体系和学术界以外ꎬ 该中心的另一主要职能就是为他们提供各种资助ꎮ 他

们接受该中心资助的条件是ꎬ 移民科学家需达到该中心认定的科学家条件且

不超过 ７０ 岁ꎮ 海归人才则多一个程序ꎬ 即首先需由回国居民管理处确认其在

回国前居住海外的时间超过 ５ 年ꎮ 在资助年限上ꎬ 移民科学家一般为 ３ 年ꎬ

４５

①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ｅｍｅｎｎｉｃｋ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ｅｗ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ｐ ７５ －
８０ 如果把音乐家和教师也计算在高技术移民行列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人数超过

１９ 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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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归人才一般为两年ꎮ 移民科学家或海归人才回国后必须从事研发工作ꎬ
并且资助的经费必须只能用于科学研究ꎮ①

(二) 设立专项基金或资助计划

面对来自苏联的庞大高技术犹太移民群体ꎬ 以色列政府有针对性地推进

了多个人才安置计划ꎬ 其中包括提供专基基金ꎮ
第一是 “夏皮拉基金” (Ｓｈａｐｉｒａ Ｆｕｎ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以色列

政府实施了为移民科学家提供津贴的 “夏皮拉基金”ꎬ 具体由科学吸收中心进

行管理ꎮ 夏皮拉基金规定ꎬ 移民科学家进入以色列的第一年由该基金为其支

付薪水ꎬ 雇主无需支付薪水ꎻ 第二年各支付一半ꎬ 之后该基金支付 ３０％ ꎬ 直

至雇佣者完全被以色列就业市场吸收ꎮ 这种举措旨在鼓励雇主雇佣那些在以

色列没有任何经历的移民科学家ꎬ 并尽力减轻雇主的负担ꎮ② 直到 １９８８ 年第

二波苏联移民潮进入以色列前ꎬ 该中心帮助了大约 ３ ５００ 名科学家ꎬ 其中

６５％受雇于高等教育机构ꎬ ２０％受雇于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 医院和实验室ꎬ
１５％受雇于工业部门ꎮ③

第二是 “吉拉迪计划” (Ｇｉｌｅａｄｉ Ｐｒｏｇｒａｍ)ꎮ １９８９ 年ꎬ 苏联走向解体ꎬ 大

批苏联犹太人涌入以色列ꎬ 这批移民中的科学家比例非常高ꎬ 并且其中超过

一半多的移民科学家 (７ ７３５ 人) 是在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间到来的ꎬ④ 为此ꎬ 以色

列政府设立了一批新的资助计划来安置和整合这些移民科学家ꎮ⑤ １９９４ 年ꎬ
以色列政府启动了面向移民高端人才的 “吉拉迪计划”ꎮ 该计划以著名化学家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ｌａｆ Ｇｌöｃｋｎｅ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０: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ｌｆ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ｔｓ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ｔｓｄａｍ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９８

Ａｌｌａ Ｋｏｎｎｉｋｏｖ ＆ Ｒｅｂｅｃａ Ｒａｉｊｍａｎꎬ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４１８ － ４１９

Ｎｉｎａ Ｇ Ｋｈｅｉｍｅｔｓ ＆ Ａｌｅｋ Ｄ Ｅｐｓｔｅｉｎꎬ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１９８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Ｋｈａｎｉｎꎬ Ａｌｉｙａ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ꎬ
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ꎬ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３

除面向高端科学家的 “吉拉迪计划”、 “卡米尔计划” 以外ꎬ 还有针对一般研究人员的项目ꎬ
以色列科技部通过 “基础研究促进和发展基金会” 资助了 ４００ 多个移民研究项目ꎬ 还成立了名为 “克
里泰克斯” 的关于高技术移民资料的数据库ꎬ 免费为技术移民、 用人企业和技术孵化器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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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泽尔吉拉迪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Ｇｉｌｅａｄｉ) 的名字命名ꎬ 致力于为来自苏联的一流

移民科学家提供 ３００ 个大学研究岗位ꎮ① 起初ꎬ 移民吸收部将移民科学家的聘

期确定为 ３ 年ꎮ 由于许多移民科学家进入以色列的年龄偏大ꎬ 通常无法获得

以色列大学的终身教职ꎮ②

第三是 “卡米尔计划” (ＫＡＭＥ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以色列政府决定将

资助范围扩大ꎬ 为新来的移民科学家在以色列大学提供 ５００ 个研究岗位ꎬ 并

为其提供绝大部分津贴ꎬ 直到退休 (通常为 ６８ 岁)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吉拉迪计划”

正式扩展为 “卡米尔计划”ꎬ 后者是希伯来语 “吸收移民科学家” (Ｋｌｉｔａｔ Ｍａｄａｎｉｍ
Ｏｌｉｍ /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的缩写ꎮ 该计划受益者的条件是: 年龄超

过 ４４ 岁ꎬ 且成功通过 “夏皮拉基金” 和 “吉拉迪计划” 考核的科学家ꎮ 作为移

民科学家的持久资助项目ꎬ 该计划 ６０％的经费来自以色列移民吸收部ꎬ 其余

由高等教育委员会和所在大学共同承担ꎬ 用于出版著作与论文、 教授与指导

学生、 建造研究与教学实验室、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提交研究计划、 参与专

业性的研讨会等等ꎮ③

图 ２　 以色列各大学安置 “卡米尔计划” 移民科学家的人数 (１９９８—２０１１ 年)

６５

①

②

③

Ｎｉｔｚａ Ｄａｖｉｄｏｖｉｃｈꎬ Ｚｉｌａ Ｓｉｎｕａｎｙ － Ｓｔｅｒｎ ＆ Ｄａｎ Ｓｏｅ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ｎ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２６

Ｍａｒｉａ Ｎ Ｙｅｌｅｎｅｖｓｋａｙａ ＆ Ｌａｒｉｓａ Ｆｉａｌｋｏｖａ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ｘ －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ꎬ ｉｎ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 －
Ｒａｆａｅｌ ＆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ｅｄｓ ꎬ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６２４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Ｓｈ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ＭＥ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Ｈｅｂｒｅｗ)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ｕｅｌ
Ｎｅａ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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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由于有 ５１ 人同时受聘两所大学或机构ꎬ ６ 人同时受聘三所大学或机构ꎬ 此处

统计的总数合计为 ７３７ 人次ꎮ

资料来源: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Ｓｈ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ＭＥ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Ｈｅｂｒｅｗꎬ

ｐ １００.

从 １９９８ 年 “卡米尔计划” 启动到 ２０１１ 年底该计划结束为止ꎬ① 总共有

６８０ 名移民科学家接受了该计划的资助ꎬ 花费总额约为 １５ 亿新谢克尔ꎬ 每位

科学家受惠于该计划的平均时间为 ９ 年ꎮ 该计划的绝大部分受益者都被就职

于高等教育机构ꎬ 还有一些被研究机构或医院雇佣 (见图 ２)ꎮ 根据统计资料

显示ꎬ 移民科学家使以色列大学的科研产出增加了 ２０％以上ꎮ②

第四是技术孵化器计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ꎮ 该计划设立

于 １９９１ 年ꎬ 系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为安置移民工程师和一般科研人员而创办

的ꎮ 以色列政府成立技术孵化器计划有以下目标: 其一ꎬ 希望将移民工程师

或科研人员安置在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ꎬ 以避免人才流失ꎮ 因而ꎬ 技术孵化

器在成立之初的准则之一ꎬ 是被该计划接纳的创业者至少一半应为新到的移

民 (后来由于移民的不断减少而不再做硬性规定)ꎻ 其二ꎬ 作为犹太复国主义

庞大计划的一部分ꎬ 技术孵化器计划致力于在边远地区安置大量移民ꎬ 因而

技术孵化器分布在以色列从北到南的广大地区 (１３ 个设在加利利和内格夫)ꎻ
其三ꎬ 该计划有着明确的市场导向特征ꎬ 其产品有高科技领域、 以色列制造、
用于出口三大要求ꎮ③ 由此ꎬ 以色列政府通过提供资金和平台吸引了大批新到

的移民参与以色列的创新、 创业浪潮ꎮ④ 其安置移民人才的具体计划是ꎬ 最初

由 “夏皮拉基金” 支付参与孵化器计划的移民工程师的薪水ꎬ 经过两到三年

的运营ꎬ 当这些孵化器实现独立运作、 生产和出售其产品之后ꎬ 再独立支付

移民工程师的薪水ꎮ⑤ 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ꎬ 以色列全境共形成 ２６ 个技术孵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卡米尔计划” 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计划ꎬ 每退休一名增补一名ꎮ 由于进入以色列的移民科学

家数量不断减少ꎬ 导致进入该计划的科学家数量低于退休科学家的数量ꎬ 加上来自移民吸收部的经费

逐年削减ꎬ 该计划不断萎缩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以色列议会正式通过决议停止 “卡米尔计划”ꎮ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Ｓｈｉｔｚｅｒ ｅｔ ａｌ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
Ａｓａｆ Ｄａｒｒ ＆ Ｌｅｏｒａ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０６ － １０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Ｋａｈａｎｅ ＆ Ｔｚｖｉ Ｒａｚꎬ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９４
Ｄｉｎａ Ｓｉｅｇ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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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器ꎬ 其中运行着 ７５０ 多个研发项目ꎬ ６０％ 发展为独立的初创公司ꎮ 而移民

在技术孵化器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到 １９９３ 年ꎬ 参与孵化器

计划的苏联犹太移民达 １ ０００ 多人ꎮ 根据一些学者对以色列技术孵化器的抽样

统计ꎬ 在管理层中ꎬ 移民和本土以色列人之比为 １∶ ４ꎬ 而在员工层面ꎬ 两者占

比分别为 ５４ ５％和 ４５ ５％ ꎮ①

进入以色列的许多移民医护人员需要重新进行考核ꎬ 才能申请医疗卫生

从业执照ꎮ 为了将规模庞大的苏联移民医护人员纳入以色列的卫生保健系统ꎬ
以色列卫生部和以色列医学协会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为外国医科毕业

生制定了新的认证规则ꎮ 尽管这些规则比较烦琐ꎬ 但仍有 ７０％以上的移民医

生成功申请到以色列的医师执照ꎬ 并通过认证获得普通医师执照ꎮ 在这些获

得行医资格的移民医生中ꎬ 大约 ７５％继续从事医生职业ꎬ 其中 ２０％左右转而

开辟新的相关专业领域ꎮ 由于苏联移民医生大批进入以色列卫生系统ꎬ 苏联

移民医生占以色列医生 ４５ 岁以下从业者的 １ / ２、 ４５ ~ ６５ 岁从业者的 １ / ４ꎮ② 在

移民护士中ꎬ ９５％以上继续从事护士行业ꎬ 但通常都经过了一些其他相关培

训或考试ꎮ③ 由此看ꎬ 由于苏联犹太移民医护人员的加入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 他们在以色列绝大多数医院与诊所的医务人员中占据了很大比例ꎬ 大大

充实了以色列医疗系统的人才队伍ꎮ
(三) 提供语言与职业培训

新到的苏联移民多数不懂希伯来语ꎬ 对以色列情况也不熟悉ꎬ 进入以色

列后往往需要经过再培训的过程ꎬ 移民吸收部遂联合劳工部对新移民进行语

言和职业培训ꎬ 以适应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需要ꎮ 此外ꎬ 移民吸收部还成立

了企业家中心ꎬ 为移民成立初创企业提供创业资金ꎬ 并与科技部联合成立了

全国长期吸收技术移民计划委员会ꎮ
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ꎬ 以色列较为成功地安置了苏联犹太高技术移民ꎮ

据以色列移民吸收部 １９９８ 年的一份报告统计ꎬ ８０％以上的移民科学家获得了

移民吸收部的资助ꎬ 其中 ７４％ 继续在他们原来从事的领域工作ꎮ④ 当然ꎬ 各

８５

①

②
③
④

Ａｓａｆ Ｄａｒｒ ＆ Ｌｅｏｒａ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１３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ｅｍｅｎｎｉｃｋ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１
Ｉｂｉｄ
Ａｒｉ Ｐａｌｔｉｅｌꎬ “Ｍａｓ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ꎬ ｉｎ ＯＥＣ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ꎬ Ｐａｒｉｓ: 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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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职业的从业情况有所差别ꎮ 例如ꎬ ５０％ 左右的苏联移民医生在以色列接受

新的培训后ꎬ 继续就职于医学界ꎮ① 移民工程师的情况稍微有所不同ꎮ 由于涌

入以色列的移民工程师数量远远超出本土工程师ꎬ 在安置过程中ꎬ 许多工程

师转而从事其他行业ꎬ 其中不少被技术孵化器吸收ꎮ 到 １９９７ 年ꎬ 大约 ２０％的

移民工程师在原来的领域就业ꎬ １７％ 经过再培训后进入其他工程领域 (多数

为计算机行业)ꎬ ２５％作为技术工人ꎬ ２８％从事非技术性工作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来自苏联的犹太移民不仅人数锐减 (每年降至 １ 万人

左右)ꎬ 而且其中高技术移民的比例也不断降低ꎬ 针对吸收苏联犹太高技术移

民的阶段性政策也由此完成其使命ꎮ

主动谋局: 吸引海外以色列人才归国服务

２００７ 年ꎬ 以色列著名学者埃里克古尔德 (Ｅｒｉｃ Ｄ Ｇｏｕｌｄ) 和奥默尔
莫阿夫 (Ｏｍｅｒ Ｍｏａｖ) 发表了 «以色列的人才流失»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 一

文ꎮ 文中对生活在海外的以色列人进行了统计ꎬ 大约有 ７５ 万名以色列人生活

在国外 (其中大部分是高学历者)ꎬ 占以色列犹太总人口的 １２ ５％ ꎬ 这些海

外以色列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６０％在美国、 ２５％在欧洲)ꎬ 而且这种人才

流动趋向不断加剧ꎬ 仅 ２００５ 年离开以色列的人就超过 ２ ５ 万人ꎮ③ 该文的发

表唤起了以色列社会对人才流失问题的关注ꎮ 紧随其后ꎬ 以色列著名智库陶

伯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本 － 大卫 (Ｄａｎ Ｂｅｎ － Ｄａｖｉｄ) 推出了一系列有

关以色列人才流失的研究报告ꎮ④ 考虑到以色列是一个仅有 ６２０ 万 (以 ２００４
年的总人口为基准) 左右总人口的小国ꎬ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量ꎮ 而就海

外学者与其母国总人口的比例来看ꎬ 每 １０ 万名以色列人中ꎬ 就有 ２２ ７ 名以

色列学者在美国大学工作ꎬ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外籍科学家占当地科学家人数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ｅｍｅｎｎｉｃｋ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２
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ｅｍｅｎｎｉｃｋꎬ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０１
Ｅｒｉｃ Ｄ Ｇｏｕｌｄ ＆ Ｏｍｅｒ Ｍｏａｖ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 － ２２
Ｄａｎ Ｂｅｎ － Ｄａｖｉｄꎬ “Ｓｏａｒｉｎｇ Ｍ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Ｆ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ꎬ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３３８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７ꎬ ２００８ꎻ Ｄａｎ Ｂｅｎ － Ｄａｖｉｄꎬ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ｅｄ”ꎬ ＣＥＰ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６７１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２ꎬ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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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中高居榜首ꎬ 比韩国高出 ５１％ 、 比加拿大高出 ７９％ ꎮ① 具体到计算机科

学、 经济学等学科ꎬ 以色列人才流失情况尤其显著ꎮ
面对日益严峻的高素质人才流失问题ꎬ 以色列历届政府均给予了高度重

视ꎬ 将之称为 “输不起的战争”ꎮ 以色列议会多次提议讨论国内人才流失问题

的应对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在以色列建国 ６０ 周年之际ꎬ 移民吸收部发起了 “六十周年

之际回家计划” (Ｃｈｏｚｒｉｍ Ｈａｂａｙｔａ Ｂｅｓｈｉｓｈｉｍ /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ｔ Ｓｉｘｔｙ)ꎬ 其中包

括针对海归人才的特别项目ꎬ 以期吸引居住在海外的以色列人才回国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９ ~ １１ 日ꎬ 巴伊兰大学和希伯来大学联合召开了 “全球化与人才流

失: 理论、 实证与政策”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 －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国际学术研讨会ꎬ 该研讨会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讨论以色列的人

才流失问题ꎮ 为了扭转人才流失的局面、 打赢这场 “输不起的战争”ꎬ 以色列

政府将吸收海外以色列人才归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ꎬ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 以色列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引才计划ꎬ 对海外高素质人才发出 “是时候该回家了” 的

召唤ꎮ② 为此ꎬ 移民吸收部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间掀起了一场吸收海外以色列人

回国的运动ꎮ 为了鼓励海外人才回国ꎬ 移民吸收部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ꎬ
例如减税和免税、 解决海归人才的子女上学问题、 在回国找工作期间提供资

助、 为海归人才的雇佣单位提供税收优惠等等ꎮ③ 具体来说ꎬ 以色列政府和民

间实施的重要引才计划如下:
(一) “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计划”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以色列政府批准了一项总投入达 １５ 亿新谢克尔的项

目ꎬ 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建立 ３０ 个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ꎬ Ｉ － ＣＯＲＥ)ꎮ 该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 “吸引人才”ꎬ
“将优秀的研究人员带回以色列ꎬ 作为强化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能力的核心方

０６

①
②

③

Ｄａｎ Ｂｅｎ － Ｄａｖｉｄꎬ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ｅｄ”ꎬ ｐ ６
Ｎｉｒ Ｃｏｈｅｎꎬ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Ｈｉｇｈｌｙ －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４９ － ２０１２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９ꎻ Ｌｉｄａｒ Ｇｒａｖé － Ｌａｚ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ａｔｔｌ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 ‘ Ｉｔ’ ｓ Ｔｉｍｅ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ｗ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ｂａｔｔｌｅｓ － ｂｒａｉｎ － ｄｒａｉｎ － Ｉｔｓ － ｔｉｍｅ － ｔｏ － ｃｏｍｅ － ｂａｃｋ － ｈｏｍｅ －
４７０２３７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５

Ｓａｒｉｔ Ｃｏｈｅｎ － Ｇｏｌｄｎｅ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 Ｃｈｉｓｗｉｃｋ ＆ Ｐａｕｌ Ｗ Ｍｉｌｌｅｒꎬ ｅｄｓ 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１Ｂ: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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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ꎮ① 每个卓越研究中心自 ２０１０ 年起五年的预算为 ４ ５００ 万新谢克尔ꎬ 由计

划与预算委员会 (ＰＢＣ)、 研究机构、 外部的战略伙伴各出资 １ / ３ (１ ５００ 万新

谢克尔)ꎮ 该项目致力于从根本上增强以色列的学术研究地位ꎬ 并计划从美国

和欧洲吸收大批顶级的以色列科学家回国ꎮ
第一批卓越研究中心启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共有 ４ 个中心获批 (参见表 ２

第 １ ~ ４ 个)ꎻ 第二批卓越研究中心启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共有 １２ 个中心获批

(表 ２ 第 ５ ~ １６ 个)ꎮ 这两批中心涵盖了许多科学领域: 生命科学和医学 (６

个)、 精密科学和工程 (５ 个)、 社会科学和法学 (３ 个)、 人文科学 (２ 个)ꎮ
该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各类卓越研究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吸收 ２ ４００ 名顶级研究人

员ꎬ 因此ꎬ 它不仅有以色列各大学研究人员的参与ꎬ 而且鼓励移民或海归科

学家加盟ꎬ 从而使海归移民在以色列高等教育机构获取终身教职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有 ６０ 名左右的青年研究者吸收到这些中心ꎬ 其中 ５５ 名来自海

外的一流科研机构ꎬ 包括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等ꎮ

表 ２　 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一览表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中心名称 牵头单位及牵头人 协同单位

复杂人类疾病的基因调
节 (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希伯来大学哈伊姆策
达尔教授 (Ｈａｉｍ Ｃｅｄａｒ)

特拉维夫大学、 巴伊兰
大学、 舍 巴 医 学 中 心、
哈达萨医学中心

认 知 科 学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魏兹 曼 科 学 研 究 院 亚
丁 杜 代 教 授 ( Ｙａｄｉｎ
Ｄｕｄａｉ)

巴伊兰大学、 特拉维夫
耶斯列谷学院、 苏拉斯
基医学中心

计算程序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特拉 维 夫 大 学 以 斯 哈
伊曼索尔教授 (Ｙｉｓｈａｙ
Ｍａｎｓｏｕｒ)

魏兹曼科学研究院、 希
伯来大学

太阳能燃料联盟 ( Ｓｏｌａｒ
Ｆｕｅｌｓ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以色列理工学院基甸
格 拉 德 教 授 ( Ｇｉｄｅｏｎ
Ｇｒａｄｅｒ)

魏 兹 曼 科 学 研 究 院、
本古里安大学

现代犹太文化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希伯来大学理查德科
恩教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

巴伊兰大学、 本古里
安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

１６

① “Ｔｈｅ Ｉ －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 － ｃｏｒｅ ｏｒｇ ｉｌ /
Ｔｈｅ － Ｉ － ＣＯＲ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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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与 新 信 息 社 会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海法大学亚尔卡里教
授 (Ｙａｅｌ Ｋａｌｉ)

本古里安大学、 以色
列理工学院、 赫兹利亚
跨学科中心

法 学 实 证 研 究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希伯来大学埃纳利托
夫教授 (Ｉｌａｎａ Ｒｉｔｏｖ) 以色列理工学院

群体 创 伤 研 究 (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ｕｍ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特拉维夫大学扎哈瓦
所 罗 门 教 授 ( Ｚａｈａｖａ
Ｓｏｌｏｍｏｎ)

巴伊兰大学、 希伯来大
学、 魏兹曼科学研究院、
赫兹利亚跨学科中心

亚 伯 拉 罕 系 诸 宗 教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本古里安大学哈勒韦
哈 梅 斯 教 授 ( Ｈａｒｖｅｙ
Ｈａｍｅｓ)

巴伊兰大学、 希伯来大
学、 开放大学

量子宇宙: 粒子和天体
粒 子 (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魏兹曼科学研究院约瑟
夫  尼 尔 教 授 ( Ｙｏｓｅｆ
Ｎｉｒ)

希伯来大学、 特拉维夫
大学、 以色列理工学院

光 和 物 质 (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ｅｒ)

以色 列 理 工 学 院 摩 迪
凯 塞 格 夫 教 授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Ｓｅｇｅｖ)

魏兹曼科学研究院

天体物理学: 从大爆炸
到 行 星 (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ｉｇ Ｂａｎｇ ｔｏ
Ｐｌａｎｅｔｓ)

希伯来大学斯维皮朗
教授 (Ｔｓｖｉ Ｐｉｒａｎ)

特拉维夫大学、 以色列
理工学院、 魏兹曼科学
研究院

染色质和 ＲＮＡ 的基因调
节 ( Ｃｈｒｏｍ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ＲＮＡ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希伯来大学尼尔弗里
德 曼 教 授 ( Ｎｉｒ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巴伊兰大学、 以色列理
工学院、 魏兹曼科学研
究院、 舍巴医学中心

细胞生物物理和医学技
术 的 结 构 生 物 学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 －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魏兹 曼 科 学 研 究 院 基
甸 施 赖 伯 教 授
(Ｇｉｄｅｏｎ Ｓｃｈｒｅｉｂｅｒ)

特拉维夫大学、 以色列
理工学院

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 Ｐｌａｎｔ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特拉维夫大学希勒尔
弗 洛 姆 教 授 ( Ｈｉｌｌｅｌ
Ｆｒｏｍｍ)

本古里安大学、 希伯
来大学、 魏兹曼科学研
究院

生活系统中动态过程的物理
方法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以色列理工学院阿米特
米勒教授 (Ａｍｉｔ Ｍｅｌｌｅｒ)

巴伊兰大学、 希伯来大
学、 特拉维夫大学、 魏
兹曼科学研究院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官方网站资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 － ｃｏｒｅ ｏｒｇ ｉｌ / Ｔｈｅ － Ｉ －

ＣＯＲ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１) 制作而成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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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国家引才计划”
“以色列国家引才计划”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系来自以色

列政府跨部门的倡议ꎬ 创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ꎬ 致力于吸引生活在海外的以色列

高素质人才回国ꎬ 由工业与贸易部的首席科学家领导ꎬ 在以色列工业研发中

心 (Ｍａｔｉｍｏｐ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Ｄ) 下运作ꎮ 它具体由移民吸收部、
工业与贸易部、 财政部、 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计划与预算委员会共同推动ꎮ 该

计划在 ５ 年内提供 ３ ６ 亿美元配套资金ꎬ 为海外以色列人才及其家庭回国提

供支持和帮助 (尤其在就业方面)ꎮ① 参与该计划人员的条件是ꎬ 任何居住在

海外并有兴趣回国的以色列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愿意回到以色列的工业

或学术部门工作ꎮ 该计划与以色列的商界、 公司、 雇主维持着密切的联系ꎬ
便于为该计划成员提供可靠的雇佣机会ꎮ 该计划提出在以下方面提供具体的

帮助: 通过该计划建立的公司与就业机会数据库为海归以色列人才寻找合适

的就业机会ꎬ 包括直接联系仍在国外的雇佣者ꎻ 了解相关的计划与机会ꎬ 以

帮助海归人才在以色列工业或学术部门找到合适的工作ꎻ 为海归人才家庭提

供所需的最新信息ꎬ 以便尽快适应以色列的生活ꎮ② 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一年ꎬ
就有 ２９４ 名海外以色列研究人员回国服务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已有 ４ ０００ 人

注册了该计划ꎬ 并且其数目呈现稳步增长态势ꎮ③

(三) “吉瓦希姆青年引才计划”
由于缺乏对以色列就业市场的了解ꎬ 新到的移民和海归犹太人通常都面临

着诸如缺乏当地资源和联系、 语言障碍、 文化差异等方面的挑战ꎮ 为了吸引更

多有潜力的青年技术移民ꎬ ２００６ 年ꎬ “拉希基金会” 成立了一个名为 “吉瓦希

姆” (Ｇｖａｈｉｍ) 的非营利性组织ꎬ “吉瓦希姆” 在希伯来语中意为 “高度”ꎬ 寓

意为新一代技术移民的到来可以帮助以色列达到新的高度ꎮ 由此ꎬ “吉瓦希姆青

年引才计划” 致力于为高技术移民提供所需的帮助、 指导和关系网ꎬ 确保具有

３６

①

②

③

Ｈａｙａｈ Ｇｏｌｄｌｉｓｔ － Ｅｉｃｈｌｅｒꎬ “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ａｙｓ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ｈａｓ Ｈａｌ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０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ｅｗｓ / Ｓｕｒｖｅｙ － ｓａｙｓ － ｂｒａｉｎ － ｄｒａｉｎ － ｆｒｏｍ － Ｉｓｒａｅｌ － ｈａｓ －
ｈａｌｔｅｄ － ４０９６０１ꎬ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６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ｒａｅｌ － ｂｒａｉｎｇａｉｎ ｏｒｇ ｉ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７１２０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０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ｓｒａｅｌ － ｂｒａｉｎｇａｉｎ ｏｒｇ ｉ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ｉｄ ＝ ７１２０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１ꎻ Ｎｅｔ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ꎬ “ Ｏｕｔ ｏｆ Ｅｘｉｌｅ: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ｘ － ｐａｔｓ Ｗｈｏ Ａｒｅ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Ａｇａｉｎ ”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Ａｐｒｉｌ ５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ｊｅｗｉｓ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ｐｒｅｍｉｕｍ － １ ６５０２０２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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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潜力的青年移民在以色列找到工作ꎬ 顺利融入以色列社会ꎮ 在 “吉瓦希姆”
的徽标上印有 “吉瓦希姆: 连接人才” (Ｇｖａｈｉ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ｌｅｎｔｓ) 的内容ꎬ
其口号是 “通过人才流入建设以色列梦”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ꎮ 该组织在特拉维夫、 耶路撒冷、 阿什杜德设有培训基地ꎮ

作为帮助高技术移民就业的非政府组织ꎬ “吉瓦希姆青年引才计划” 分为

三类项目: 一是就业项目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即为高技术移民在以色列找

到合适的工作提供帮助、 指导ꎮ 该项目为期一个月ꎬ 包括小型工作坊 (教授

移民学会面试技巧、 薪水与合同谈判ꎬ 以及为他们提供在以色列就业市场的

个人整体形象包装)、 一对一的职业咨询、 以色列市场的工作实习等ꎮ 二是创

业加速器项目 (Ｔｈｅ Ｈｉｖ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ꎬ 即面向移民企业家的初创企业加速器

计划ꎬ 该加速器分别在特拉维夫和阿什杜德运作ꎬ 为移民和海归企业家在以

色列创建和发展初创企业提供帮助和指导ꎮ 该项目为期 ６ 个月ꎬ 内容包括:
参与谷歌在以色列的研发平台、 谷歌特拉维夫园区的一周训练营ꎬ 与风投公

司建立联系ꎬ 约请顶级导师提供现场指导ꎬ 在特拉维夫和阿什杜德的办公环

境中体验创意共同工作空间ꎬ 以及接受专家培训和其共同办公等ꎮ 三是职业

实习项目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即为研究生提供在以色列的

职业实习机会ꎮ 其实施对象为年轻的海外犹太学生ꎬ 项目为期 ５ 个月ꎮ 实习

生要求每周至少工作 ２０ 个小时ꎬ 具体内容包括: 乌尔潘希伯来语培训课程、
文化参观活动、 职业技能培训等等ꎮ① 根据 “吉瓦希姆” 官网的介绍ꎬ 在参

加其项目的移民中ꎬ 达到预期效果的参与者高达 ８８％ 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 吉

瓦希姆通过与超过 ６５０ 家以色列主要公司建立伙伴关系ꎬ 已帮助 ２ ４００ 多名新

移民在以色列找到工作ꎮ②

除以上专门的引才计划以外ꎬ 以色列还成立了专门机构来加强对海归人才

的争夺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科学院建立了专门的联络中心 (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致力于联络旅居海外的以色列研究人员ꎬ
并建立他们与以色列国内研究机构之间的直接交流ꎬ 以便他们返回以色列与尽

快融入当地社会ꎮ 该联络中心搜集了以色列各大学、 学院、 研究机构及实验室

的空缺岗位的实时信息ꎬ 并根据专业领域将之发布给相应的海归研究人员ꎮ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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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中心还组织学术会议ꎬ 帮助海归研究者与以色列研究机构进行接触ꎬ 增加

其被录用的可能性ꎮ① 在该联络中心的帮助下ꎬ 来自美国、 加拿大和欧洲国家

等海归科学家被吸收到以色列不同的研究机构、 学院、 研究所ꎬ 其中仅被大

学吸收的人数就达 ７００ 人左右ꎮ② 该联络中心还利用 “以色列国家引才计划”
的数据库ꎬ 尽可能地将其中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员吸收到以色列的产业中ꎮ

为了应对资深研究人员减少的趋势ꎬ ２０１４ 年ꎬ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员会宣

布在三年内招聘超过 １ ０００ 名新的研究人员ꎬ 尤其以海归的以色列学者为重要

目标ꎬ 这是由计划与预算委员会制定的 «高等教育五年改革计划» (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 － ｙｅ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ｌａｎ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中所规划

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此外ꎬ 一些政府部门也致力于吸收专门领域的海归科学家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科技与空间部和以色列癌症研究基金会合作推动成立了一个

癌症研究联合倡议ꎬ 出资 ８０ 万新谢克尔以吸收该领域的海归科学家回国ꎬ 具

体由科技与空间部提供薪水ꎬ 而以色列癌症研究协会提供研究设备ꎮ 在这个

框架下ꎬ 两名以色列海归科学家被吸收到加利利科学研究所和希伯来大学ꎮ③

一些私人企业家也拿出巨额资金ꎬ 以期吸引海归人才返回以色列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新闻出版商、 慈善家莫里提默尔朱克曼 (Ｍｏｒｔｉｍｅｒ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出资 １ 亿美

元ꎬ 设立了 “朱克曼科学、 技术、 工程与数学领导项目” (Ｔｈｅ Ｚｕｃｋｅｒｍａｎ ＳＴＥ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吸引欧美国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前往以色列大学任教和其

他以色列学者归国服务ꎮ 该项目包括两大部分: 一是 “博士后学者计划”ꎬ 支

持来自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博士后学者前往以色列理工学院、 魏兹曼科学

研究院、 希伯来大学、 特拉维夫大学任教ꎻ 二是 “朱克曼学者计划”ꎬ 为以色

列海外学者回国后创造好的科研条件ꎬ 如资助他们在以色列研究机构建造新

的实验室、 完成项目计划等ꎮ④

以色列政府以及民间组织通过实施上述引才计划ꎬ 以色列的人才外流的

趋势逐渐有所扭转ꎬ 加上近年来以色列技术孵化器和初创企业的勃兴ꎬ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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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创业的高端人才不断增加ꎮ 根据以色列移民吸收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ꎬ 过去 １０ 年间ꎬ 有大约 ７６ １５５ 名海归以色列人及其亲属返回以色

列ꎬ 其中包括 ５ ０００ 多名学者和 ７ ０００ 多名医生ꎮ① 自移民吸收部发起将海外

以色列人带回的运动以来的两年半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共有

２２ ４７０ 名海外以色列人回国 (仅 ２０１１ 年就有 １ １ 万人回国)ꎬ 其中绝大部分

来自美国ꎬ 加拿大、 英国、 法国次之ꎮ 绝大部分海归以色列人的年龄在 ３１ ~
３９ 岁之间ꎮ 从职业来看ꎬ 包括 ４ ８３７ 名学者和研究人员、 ２ ７２０ 名技术人员

(包括工程师、 程序员、 高科技工人) 和 ６８１ 名企业经理ꎮ② 当然ꎬ 海外以色

列人回国人数的大幅度增长ꎬ 与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增多的反犹主义和 “抵
制、 撤资和制裁运动” (ＢＤＳ) 等外部环境有关ꎬ 但以色列政府出台的一系列

引才计划是吸引他们回国的重要内因ꎮ

创新创业: 高技术移民助推以色列经济社会发展

虽然世界各国对高技术移民的界定不尽相同ꎬ 但如前所述ꎬ 它通常有一

定的标准 (教育程度、 从事职业、 工资水平)ꎬ 比如在移民前接受过系统的高

等教育、 从事技术密集性工作 (科学家、 工程师、 研究人员及其他相关职

业)、 工资需超过一定的门槛ꎮ③ 由于高技术移民的这些特点ꎬ 他们不同于一

般的劳动力资源ꎬ 其到来通常以许多方式推动着接受国家或地区的创新发展ꎮ
就以色列的情况而言ꎬ 高技术移民尤其集中于技术研发领域ꎬ 这部分特殊群

体对以色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效应ꎮ
第一ꎬ 为以色列补充了数量庞大且素质较高的人力资本ꎬ 成为该国实现

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ꎮ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ꎬ 一国的经济实力取

决于该国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ꎮ 其中ꎬ 人力资本存

量的质量即指劳动力素质ꎮ 而以色列通过吸收大批高技术移民ꎬ 事实上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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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该国人力资源构成状况ꎬ 在短时间内迅速丰富与优化了以色列人才群

体ꎮ 以苏联移民群体为例ꎬ 这批移民为以色列带来了大量科学家、 工程师、
医生、 学者以及艺术家ꎮ 例如ꎬ 工程师是苏联犹太移民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进入以色列的移民工程师和本土工程师的比例为 ２ ７∶ １ꎬ 而仅

在前三年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 进入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移民工程师就使以色列

的工程师数量增加了 １ 倍 (１９８９ 年以色列工程师数量为 ３ 万人)ꎮ① 医生也是

苏联犹太移民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ꎮ １９８９ 年在苏联移民潮到来前ꎬ 以色列有

１３ １９２ 名医生ꎬ 以色列的医生病人比例为 １∶ ３９４ꎬ 这个比例在西方发达国家并

不算低 (美国为 １∶ ２３０、 英国为 １∶ １４０)ꎻ 而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５ 年ꎬ 有 １ ４３ 万苏联犹

太医生移民以色列ꎬ 超过了以色列当时医生的数量ꎮ②大批高技术移民被吸收

到以色列的高科技、 医学、 学术界等领域ꎬ 不仅为之补充了重要的人才资本ꎬ
缩短了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过程ꎬ 而且在以色列的经济起飞中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ꎮ 正是包括这部分海外高技术移民在内的以色列技术产业就业人员推

动了该国内涵式 (创新发展) 经济增长ꎮ
第二ꎬ 直接助推以色列国民经济实现持续增长ꎮ 如图 ３ 所示ꎬ 在短时间

内涌入的大批高技术移民给以色列社会及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压力ꎬ 如涌入庞

大数量的移民ꎬ 一度使容量本来就不大的以色列就业市场难以吸收ꎬ 导致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以色列的失业率迅速增长ꎮ 但随后通过政府对移民的成功吸收

和安置ꎬ 不仅刺激了以色列住房、 消费市场、 基础设施等内需消费ꎬ 而且大

部分移民都比较成功地融合到以色列的社会经济中ꎬ 其发挥出来的巨大经济

潜力促进了以色列经济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稳定增长ꎬ 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

发展ꎮ 以色列经济学家施罗默马奥兹 (Ｓｈｌｏｍｏ Ｍａｏｚ) 在评价俄罗斯移民时

说: “在很大程度上ꎬ 这批俄罗斯人拯救了以色列ꎮ 这次移民高潮几乎在所有

层面都改善了以色列的经济形势ꎮ”③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ꎬ 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呈

现显著攀升之势ꎬ 而且具有创新驱动发展特征ꎬ 这一经济走势与该时段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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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ｄｉｔｈ Ｈ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 Ｊｕｄｉｔｈ Ｔ Ｓｈｕｖａ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Ｏｐｅｎ Ｄｏ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ꎬ ｉｎ Ｊｕｄｉｔｈ Ｔ Ｓｈｕｖａｌ ＆ Ｊｕｄｉｔｈ Ｈ 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ｅｄ 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ꎬ Ｃｏｎｎ :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５０

Ｔａｎｉ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ꎬ “Ｄｉ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Ｓａｖｅ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Ｙｎｅｔ Ｎｅｗ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７ꎬ 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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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高技术移民的显著增加密切相关ꎮ 而且ꎬ 高技术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

比其他移民群体和本土居民更高的参与率ꎮ

图 ３　 以色列移民、 国内生产总值、 失业率曲线图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７ 年)

说明: １９８９ 年的总人口为 ４５１ ８ 万ꎬ １９８９ 年的失业率为 ８ ９％ ꎬ １９９７ 年的国内生产

总值为 ９７３ ９ 亿美元ꎻ 人口曲线显示的是总人口变化ꎬ “１９８９ 年人口 ＋ 移民” 曲线显示

的是移民给人口带来的变化ꎮ

资料来源: Ｄａｖｉｄ Ｎｏｒｄｆｏｒｓ ＆ Ｏｒｒｅｎ Ｓｈａｌｉｔꎬ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ａｒｔ ｕｐ Ｈｉ － Ｔｅ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９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ｏｒｄｆｏｒｓ ｃｏｍ/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ｓ / ｓｔａｔｔｅｎｇ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１１ －０９.

在 １９８９ 年以来进入以色列、 １５ 岁及以上的苏联移民群体中的劳动力参与

率高于非移民群体 (分别为 ５８ １％ 、 ５４ ９％ )ꎬ 苏联地区移民的失业率低于非

移民 (分别为 ７ ８％ 、 １０ ４％ )ꎮ① 以色列海归人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领域ꎬ
他们的归国对以色列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ꎬ 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发言

人埃拉德西尔万 (Ｅｌａｄ Ｓｉｖａｎ) 指出ꎬ “我们投资于海归移民的每 １ 新谢克

尔ꎬ 就能得到 ５２ 新谢克尔的回报ꎮ”②

第三ꎬ 推动以色列国内出现高新技术创业潮ꎮ 大批苏联高技术移民涌入

８６

①

②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４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ｈｍ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ꎬ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ＩＣＳＷ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ꎬ Ｍａｙ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

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Ｚｉｒ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ｘｐａｔｓ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Ｈｏｍｅ ｉｎ Ｒｅｃｏｒｄ Ｎｕｍｂ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Ｎｅｗ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ｘｐａｔｓ －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 ｈｏｍｅ － ｉｎ － ｒｅｃｏｒｄ －
ｎｕｍｂｅｒｓ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７



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 演进、 内容与效应　

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正是以色列科技起飞的时期ꎬ 这种契合并非偶然ꎬ 而是

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ꎮ 一方面ꎬ 苏联移民中间有着大量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ꎬ 他们的到来助推了以色列的高科技革命ꎻ 另一方面ꎬ 以色列高科技

行业的蓬勃发展ꎬ 吸引着大批来自苏联的高科技人才投身其中ꎮ① １９８９ 年ꎬ
受雇于以色列经济民用部门的科学家和研发工程师仅有 ８ ０００ 人左右 (包括大

学中的教学研究人员)ꎻ 而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有 １３ 万来自苏联犹太群体的各

类高科技移民进入以色列ꎬ② 有力补充了以色列劳动力市场中的高端人才ꎮ 到

２０００ 年ꎬ 以色列高科技公司 ４０％以上的雇员都是来自海外的移民ꎬ 从而使以

色列的高科技领域出现了一场小规模的革命ꎮ 高技术移民的涌入带动了以色

列的创新创业活动ꎬ 以色列一举从原来以农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高科技产品

出口为主: １９９０ 年以色列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为 ２２ ２６ 亿美元ꎬ 占以色列总

出口额的 １２％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 ９％ ꎻ 而 ２０００ 年该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总值

增长了 ５１３％ ꎬ 达 １３９ ０１ 亿美元ꎬ 占总出口额的 ３０ ７％ 和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２ ４％ ꎬ 较前十年有了大幅度增长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大批海外以色列人才归国ꎬ 进一步带动了以色列的创

新创业潮ꎮ 大部分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海归人才受雇于从事研发的初创

公司、 医药、 军事和航空工业等尖端科技部门ꎬ 极大地推动了以色列的高科

技产业的腾飞ꎮ④ 通过吸收大批高技术人才ꎬ 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安

置ꎬ 而且培育了以色列社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ꎬ 其国内蓬勃发展的高科技

行业成为全球的聚焦点ꎮ 吉瓦希姆执行官迈克尔本萨多恩 ( Ｍｉｃｋａｅｌ
Ｂｅｎｓａｄｏｕｎ) 指出ꎬ “移民对这个创业国度的潜在贡献是巨大的ꎬ 移民的新浪

潮显然是高素质的人才浪潮ꎬ 也是具有创业精神的浪潮ꎮ 许多移民带着在以

色列建立其初创企业的梦想而来ꎮ”⑤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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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ｉｓｓａ Ｒｅｍｅｎｎｉｃｋ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ｅｗ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ｐ ８０
Ｔｏｍ Ｃａｐｌａｎ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ꎬ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ｅｃ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Ａｐｒｉｌ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６ － ７
Ｓａｒｉｔ Ｃｏｈｅｎ － Ｇｏｌｄｎｅ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Ｈｉ － 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 － ２９
Ｋｏｂｙ Ｂｅｎｍｅｌｅｈꎬ “Ａｓｈｄｏ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 ｐｕｔ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ｉｔｙ ｏ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Ｔｅｃｈ Ｍａｐ”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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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高技术移民的社会融合政策对吸引其他海外犹太移民回国服务具

有典型示范意义ꎬ 有利于塑造统一的以色列国家民族认同ꎮ 以色列的海外移

民广泛分布于北美、 欧洲、 拉美、 亚太、 中东、 非洲等地区ꎬ 因此ꎬ 从苏联、
美国等国流入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的妥善安置问题并非个案ꎬ 而是回归到以

色列故土多个犹太群体的共性问题ꎮ 以色列移民吸收部认为ꎬ 如果移民科学

家都无法在以色列找到位置ꎬ 那么其他普通移民更无法找到他们的位置ꎮ 以

色列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ꎬ 在过去二三十年将成千上万的高技术移民成

功安置在以色列的大学、 科研机构中ꎬ 成为他们在职业和社会上融入以色列

的便利通道ꎮ 著名的 “卡米尔计划” 成为移民吸收的重要象征ꎬ 它不仅是安

置移民科学家的方案ꎬ 而且也被视为所有移民进入就业市场的标杆ꎬ 因此ꎬ
它被称为一项 “民族性计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ꎮ 正如前移民吸收部部长

亚尔扎班 (Ｙａｉｒ Ｔｚａｂａｎ) 指出的: “如果有 ２００ ~ ３００ 名归国的海外犹太杰

出科学家失去工作ꎬ 这将对以色列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ꎬ 因为这些科学家可

以被视作整个移民行为的展示橱窗ꎮ 而且ꎬ 如果那些被大家都认可的、 能够

对国家做出贡献的科学家都无法被整合到以色列当地社会ꎬ 这势必将损害整

个海外移民的声誉ꎮ”①

第五ꎬ 高技术移民的涌入提升了以色列的高等教育水平ꎬ 也增强了以色

列科研和学术界的对外联系与国际合作ꎮ 根据 ２００９ 年以色列大学情况的数

据ꎬ 苏联移民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大学的教员构成: 现在每 ４ 名教职工

中就有一名能说俄语者ꎮ 在精密科学领域ꎬ 这个比例更高ꎮ 例如本古里安

大学数学系 ６０％ ~７０％的职员都是苏联移民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色列大学

又成为吸收和安置海外人才的主要阵地ꎮ 而且ꎬ 数量庞大的高技术人才的涌

入对以色列大学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ꎬ ２００９ 年以色列大学发表的科研成果数

量与 １９９１ 年相比ꎬ 增长了 ９１％ ꎮ② 以色列移民吸收部的计划与研究司司长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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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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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尔阿德勒 (Ｓｈｍｕｅｌ Ａｄｌｅｒ) 指出ꎬ “如果人们看看今天以色列的大学ꎬ 尤

其是数学系、 物理系甚至化学系他们 (移民科学家与海归人才) 发展起

了整个生物学领域ꎬ 包括生物化学、 生物工程ꎬ 所有方面没有这些俄裔

科学家ꎬ 几乎无法想象今天以色列经济的样子ꎮ”① 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

技术移民ꎬ 不仅补充了以色列的高技术人才ꎬ 而且密切了以色列与主要发达

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联系和合作ꎮ
综上ꎬ 进入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对以色列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积极效应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ꎬ 该特殊群体成为以色列迅速崛起为科

技创新强国的关键支撑ꎬ 促使以色列发展为地中海沿岸的 “硅谷”ꎮ «创业的

国度» 一书将移民尤其是高技术移民视为推动以色列经济增长的几大主要因

素之一ꎮ② 借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来说ꎬ １００ 万左右的苏联移民 “改
变了以色列社会的面貌”ꎬ 他们 “挽救” 了这个国家ꎬ 被视为 “发生在这个

国家的最伟大奇迹之一”ꎮ③

结论: 高技术移民的 “以色列模式” 及启示

高技术移民进入以色列有着较长的历史ꎬ 早在建国前就有许多高素质人

才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地区ꎬ 但吸收高技术移民真正形成一项系统的国家政策

还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源自对苏联犹太高技术人才的安置ꎬ 不过这一时期

以色列的移民政策属于应急性政策反应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为了争夺国际人

才ꎬ 以色列主动实施吸引海外以色列人才归国服务的高技术移民政策ꎬ 从而

将吸收高技术移民提升为一项国家战略ꎮ 从人口来源上看ꎬ 以色列的犹太国

家属性ꎬ 决定了其吸收高技术移民的主要方向是流散在外的犹太人群体ꎬ 因

而高技术移民在进入以色列时不存在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复杂测评程序 (例如

１７

①

②

③

Ｏｌａｆ Ｇｌöｃｋｎｅｒ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９０: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ｌｆ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ｔｓｄ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ｔｓｄａｍ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０

[美国] 丹塞诺、 [以色列] 索尔辛格: «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ꎬ 王跃

红、 韩君宜译ꎬ 中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２６ 页ꎮ
Ｈａｖｉｖ Ｒ Ｇｕｒ ＆ Ｈｅｒｂ Ｋｅｉｎｏｎꎬ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ｒｏｎ Ｃｕｒｔａｉｎ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ꎬ Ｉｔ’ｓ Ｃｌｅａｒ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ｌｉｙａ ‘Ｒｅｓｃｕ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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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担保制、 积分评估制等)ꎮ 就来源地而言ꎬ 进入以色列的犹太高技术移民

群体ꎬ 主要是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人才ꎬ 例如来自苏联地区的犹

太移民和美国的海归人才ꎮ
大批犹太高技术移民的涌入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科技人员最为集中的地

方ꎬ 也成为与美国硅谷相媲美的创业和研发高地ꎬ 每 １ 万名以色列受雇者中ꎬ
就有 １４０ 名科学家、 工程师或技术人员 (而美国为 ８５ 名)ꎻ 每 １ 万以色列人

平均每年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科学论文 １１０ 篇ꎮ① 高技术移民占总人口比例是

衡量一国人才储备实力及其吸引力的重要标准ꎮ 根据 «全球创新政策指数

(２０１２)» 对高技术移民占总人口百分比的统计ꎬ 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占总人

口比例达 ２３ ２７％ ꎬ 高居世界第二位ꎬ 以微小差距仅次于中国香港地区

(２４ ０２％ )ꎬ 远远超过了作为高技术移民传统吸收大国的加拿大 (１２ ８０％ )、
澳大利亚 (１１ ９６％ ) 和美国 (７ ４８％ )ꎮ②

综上所述ꎬ 在人口与市场规模都比较小、 地缘政治压力异常强大的情况

下ꎬ 以色列较为成功地实施了高技术移民政策ꎬ 走出了一条以 “移民吸收 ＋
技术研发” 为核心内容的人才强国之路ꎮ 通观高技术移民政策的 “以色列模

式”ꎬ 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ꎬ 形成并完善人才引进的顶层设计ꎬ 坚持推行

“人才优先” 的国家战略ꎮ 移民吸收部是以色列政府专门负责移民吸收及安置

事务 (包括高技术移民) 的部门ꎬ 该部通过制定积极有效的引才战略ꎬ 大力

吸收高技术移民并对其进行妥当的安置ꎬ 推出了一系列资助移民科学家和海

外人才的计划ꎬ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高技术移民的潜力ꎮ 第二ꎬ 官民并举ꎬ
合力吸引海外高科技术人才回国服务ꎮ 当下ꎬ 以色列不仅推出了政府层面的

“以色列卓越研究中心计划”、 “以色列国家引才计划” 等ꎬ 而且民间组织

“吉瓦希姆” 也参与其中ꎬ 由此以色列形成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的吸引海外高

技术人才归国服务的行动ꎮ 第三ꎬ 制定以研发为中心的引才思路ꎬ 充分发掘

海外犹太人才的潜力ꎮ 在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对高技术移民的界定标准中ꎬ 最

２７

①

②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Ｋｒｉｅｇｅｒꎬ “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ｅａｄｓ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１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Ｎｅｗｓ / Ｉｓｒａｅｌ － ｌｅａｄｓ － ｗｏｒｌｄ － ｉｎ － ｐｅｒ － ｃａｐｉｔａ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 ａｎｄ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ꎬ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Ｅｚｅｌｌꎬ ａｎｄ Ｌｕｋｅ 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ꎬ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ｄｅｘ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５ «全球创新政策指数

(２０１２)» 对 ５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了统计ꎬ 中国位列倒数第四ꎬ 仅为 ０ ０５％ ꎬ 远低于 ４ ４％的平

均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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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要求是在研发部门有若干年的工作经验或者出版有科学成果或专利ꎮ
而且ꎬ 在移民获得资助的附加条件中ꎬ 以色列政府明确规定这些移民必须从

事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工作ꎮ 第四ꎬ 将海外人才作为连接以色列与流散地犹太

社团的桥梁ꎮ 作为世界犹太人的故土家园ꎬ 以色列通过一系列活动加强与海

外犹太人的联系ꎬ 将受教育程度以及研发经历都比较丰富的海外人才吸引回

国ꎮ 此举不仅为本国经济社会补充了高素质人才ꎬ 而且增强了海外犹太人对

以色列的认同感ꎮ 第五ꎬ 将人才吸收与科技创新相结合ꎬ 积极引导高技术移

民流向技术研发领域ꎮ 以色列政府吸收高技术移民过程中的重要创举是ꎬ 除

了将杰出科学家安置到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外ꎬ 还将大批工程师和普通科研人

员吸收到 “技术孵化器计划” 中ꎮ 技术孵化器吸收和安置了大批移民科学家

和海归人才ꎬ 充分发掘了移民的科技潜力ꎬ 使之成为以色列创新、 创业的主

力军ꎮ
放眼全球ꎬ 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ꎬ ２１ 世纪全球竞争的实质是科

技和教育的竞争ꎬ 而前两者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ꎮ 为了抢占经济

科技的制高点ꎬ 世界各国都充分认识到人才的极端重要性ꎬ 并积极调整人才

战略、 制定政策ꎬ 以期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 (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ｃｅ ｆｏｒ
Ｔａｌｅｎｔ)ꎮ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ꎬ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移

民人数在过去 １０ 年间增长了 ７０％ ꎬ 达 ３ １００ 万人ꎮ② 在人才获得的各种方式

上ꎬ 吸收高技术移民是用较短时间拥有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ꎮ 在此情况下ꎬ
高技术移民及其吸收问题成为一项世界性共同课题ꎮ 当前ꎬ 世界许多国家纷

纷出台了各种人才计划吸引国际人才ꎬ 例如ꎬ 英国的 “高技术移民计划”、 德

国的 “蓝卡计划”、 加拿大的 “总理科研杰出奖” 和 “首席研究员计划”、 韩

国的 “智力回归 ５００ 人计划”、 中国的 “千人计划” 和 “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ꎬ 等等ꎮ 以色列的高技术移民政策及相关做法为其他国家可选择性地借

鉴ꎮ 与此同时ꎬ 每个国家在制定高技术移民政策时ꎬ 都要充分考虑其历史与

传统ꎬ 注意政策与国情相结合ꎬ 因地因时因人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ꎬ 最大限

度地吸收国际优秀人才ꎬ 并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加以安置ꎬ 注重与技术研发

密切结合ꎬ 从而将人才潜力转化为人才实力ꎮ

３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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