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本溯源犹太的智慧”
带您走进以色列创新前线 INNO IN ISRAEL

弹丸之地为何被称为“创新国度”？

在阿拉伯语中，硅谷的“谷（Valley）”的同义词是 Wadi，因此特拉维夫的高科技带也被一语双关地称为
“Silicon Wadi”，获得了“硅溪”的美称。
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介绍以色列的名人着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远的，如爱因斯坦、洛克菲

勒、毕加索；近的，如斯皮尔伯格、基辛格和格林斯潘。还有我们所熟知的谷歌创建人拉里·佩奇、英特尔创建人格鲁

夫、微软 CEO 鲍尔默、甲骨文老板埃里森和戴尔创建人麦克尔·戴尔也都是犹太人。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会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 200 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犹太人创新的本源

科技创新的“永动机”

改变世界的以色列创新——考察学习亮点
神级大咖内部亲授
【Dan Vilenski】理工学院校董，以色列国家纳米技术董事会成员
【Dr. Eyal Doron】身兼研究员，作家以及企业讲师等多重身份，拥有开发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专业背景
【Amir Guttman】IDC 跨学科研究中心 Arison 创业学院学科项目负责人
【Rabbi Avi Rat】犹太最高学位拉比，蜚声全球的宗教讲师

前沿科技企业参访
【THE FLOOR】金融科技平台
【Netafim】影响世界节水的高科技滴灌技术
【City R&D Center】花旗银行旗下孵化器
【创新中心】以色列黑科技，创业生态
【eToro】目前公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平台
【LogicalForm】为银行和企业开发了区块链数据模版，试图取代银行和政府等“值得信赖的一方”的需求

独家惊喜项目

· 独家设计团队破冰活动 近距离接触犹太文化
· 犹太家庭探访 原汁原味以色列文化体验

纯正犹太文化体验

· 探访世界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城:耶路撒冷
· 全世界唯一不会游泳也可漂浮的海-死海
· 以色列世界文化遗产—凯撒利亚国家公园

揭秘犹太的智慧：以色列创新考察之行
创业创新│以色列 IDC 大学商学院 高层管理教育|2018 年 00 月 00 日-00 月 00 日
Day1(00.00，周一)
飞行时间

启程“创业的国度”
推荐航班（海南航空，直飞 10h50m）：
HU7957

首都国际机场 PEK (T2) 01:55——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TLV(T3) 07:45

07:10-13:00

司导接机，乘车前往海法巴哈伊空中花园

13:00-14:00

午餐时间

14:00-16:00

前往游览凯撒利亚国家公园古罗马遗迹

16:30-19:00

返回酒店欢迎晚餐、休息

Day2 (00.00，周二)

北京-特拉维夫

中东哈佛 IDC 大学商学院 全球领袖课程（独家授权）

08:30-09:00

酒店早餐后，车行前往 IDC 校园

09:00-09:30

IDC 大学商学院 :

赫兹利亚

开学典礼及欢迎仪式

接待人：Dr. Taly Eichenwald
（IDC 大学中以合作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
09:45-11:15

创新课程 1/《创新工场》
讲师： Dan Vilenski
（以色列国家纳米计划委员会成员，以色列应用材料协会 前主席）
Dan Vilenski 先生曾被评为“以色列十大高科技先锋偶像”之一，是他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带到了以色
列，并在以色列的创新工程与美国的资本和商业模式之间架起一道稳固的桥梁。是他，将以色列的创
新技术引向美国资本市场，成就了以色列今天享誉世界的“创业的国度”之美誉作为以色列的高科技
先锋偶像，他给以色列带来三大美国高科技公司：半导体公司Kulike and Soffa，开发检测和计量工具
的KLA-Tencor 以及半导体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应用材料公司）。作为以色列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srael）的前主席，Vilenski 支持建立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机构，例如美以工业
研发基金（BIRD）。同时，他还在以色列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担任董事会成员。Dan Vilenski 独具慧
眼，曾为众多本土企业提供指导或进行投资，最终这些企业都被跨国公司收购，包括美国KLA Tencor
和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等。此外，作为美以双边产业研发基金会（BIRD），富布赖特
奖学金基金会和其他活动的顾问，他帮助数百家以色列初创企业研发产品和技术，和本地及外国企业
发展伙伴关系。目前，他正积极与几家他认为将会非常成功的纳米技术初创企业进行合作。
Dan Vilenski 先生目前担任Medasense 生物识别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海法理工学院和以色
列国家纳米技术项目负责人，同时还兼任一些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董事。

11:15-11:30

休息时间

11:30-13:00

创新课程 2/ 《行动中的创造力》
讲师：Eyal Doron
（身兼研究员，作家以及企业讲师等多重身份，拥有开发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专业背景）
Eyal Doron 身兼研究员，作家以及企业讲师等多重身份，拥有开发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专业背景。他
的博士后研究专注于开发新的模式，来提高孩子们和青少年的创造力，智力以及自身价值。
他曾经在以色列政府下属的“天才精英学生”部门担任首席顾问，他还领导 IDC 学院的“创新在行
动”项目。同时在 IDC 学院心理学院及传媒学院进行讲座。Doron 博士同以色列国内外的先锋企业合
作，共同致力于以下领域的发展：创造性，危急时刻的问题处理及具有创新性的领导力。
Doron 博士关于“全球视野”观的基础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当代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再是完全
分离的，而是一个“开放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从人生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个人/雇员/管理者对
发展的需求，从而将他们与工作空间的情感维系重新定义。作为 21 世纪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每个人的
个人发展都应该配备一个包含这些内容的“宝典”。Doron 博士通过对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传
媒进行专业性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全球精英及行业先锋的个人及群体的案例分析，从而开发出一些方
法和理论，来帮助人们唤醒自己，用带有创造性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人生以及工作。
这个过程是一种体验性的训练，包括个人和团体方面。将“天天创新”当成是重点，结合“树立具
有激励作用的榜样”以及获得“解决问题”和收获“突破性思维的方法”。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对过去
数十年的研究与发展的基础上，并且它的有效性已经被广泛的验证过，无论是以色列国内外还是管理
的不同领域，无论是雇员还是管理者，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学生。
Doronin 博士还创办了多个电视节目，包括：六节课帮您找回快乐以及其他两个相关系列，如六节
课帮您找回成功，六节课帮您赢得家庭（在 Keshet 2 频道播出）。同时 Doron 博士还是《游乐园生
活》的作者.

13:00-13:45

团队合影和午餐时间

13:45-15:30

创新课程 3 / 《以色列创新科技生态系统的强大和互联网金融的核心价值内涵》

讲师：Amir Guttman 博士

（IDC

跨学科研究中心 Arison 创业学院学科项目负责人）

15:30-15:45

休息时间

15:45-17:15

创新课程 4 /《犹太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宗教》
讲师： Avi Rath
(受过正宗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

17:15-19:00
Day3 (00.00，周三)

晚餐、返回酒店休息
创新企业参访

赫兹利亚

07:30-08:30

酒店早餐

08:30-09:00

车行时间

09:00-10:30

参访 1：金融科技创新平台The Floor参访

企业亮点：

Floor最多可容纳25家企业，具有会员资格的公司将获得与国际金融巨头、风险投资商及

其他导师级别的人物接触的机会，如Santander InnoVentures的Mariano Belinky，HSBC的Keren
Chavkin-Lior和RBS的Neil Cuthbertson。这也将助力以色列的网络安全部把以色列建设成为物联
网、区块链和识别计算技术中心 。

10:30-11:00

车行时间

11:00-12:30

参访 2：移动互联网/世界最大在线投资企业eToro

企业亮点: eToro 利用实时功能使得用户可依据其他用户的活动进行跟踪和交易。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目前该公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在线投资网络,其 200 万用户遍及全球 140 个国 家。e 投睿是目前
全球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与中国平安、俄罗斯联邦储蓄银 行 (SberBank) 以及德国商业银行
(CommerzBank) 这三大金融巨头同时立起合作伙伴关系的金融公司。

12:30-14:00

车行时间，午餐时间

14:00-15:30

参访 3：City R&D Center（花旗银行旗下孵化器）

。
企业亮点：Citi Ventures 是花旗的创新引擎，致力于构思，发布和推出新举措，并有潜力改变金融服
务的未来

15:30-16:00

车行时间

16:00-17:30

参访 4:区块链企业 LogicalForm
企业亮点：

LogicalForm 为银行和企业开发了区块链数据模板。 应用程序使用分散的安全区块链协议来验证

和跟踪物品和通过交易记录。与区块链领域的大多数公司不同，它们试图取代银行和政府等“值得信赖的一方”的
需求，逻辑形式假定他们留在这里。 因此，它集中于在可信方之间有效地利用比特币算法和协议，而没有消除信任
的复杂性。

17:30-19:00
Day4 (00.00，周四)

晚餐时间，返回酒店休息
世界创新标杆企业参访

07:30-08:30

酒店早餐

08:30-10:00

车行时间

10:00-11:30

参访 1：世界农业标杆参访 Netafim 共产主义基布兹

耶路撒冷&特拉维夫

http://www.atp-labs.com/
企业亮点：全球领先的智能滴灌和微灌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全球农业领域的绝对爆品。 作为世界节水
农业的领导者，从 1965 年开始，通过设计解决方案，帮助客户生产出高产优质的作物，同时最大程度
地减少了对珍贵自然资源的消耗。高效有益于人与自然。耐特菲姆保护资源并肩负环保重任，以更聪
明有效的方式利用土地、水和其它资源，保护世界自然资源。

11:30-12:30

基布兹社会主义大食堂午餐

12:30-14:00

车行时间

14:00-16:00

参访 2： 创新中心黑科技参访＋课程《以色列的创业生态》
讲师： Start-up Nation Central 的 VP
流程：先参访以色列创新中心大约 30 分钟，近距离感受以色列黑科技，之后课程主题分享

16:00-16:30

车行时间

16:30-18:00

探访世界最大的钻石交易中心-以色列钻交所

18:00-19:30

车行时间，晚餐时间，返回酒店休息

Day5(00.00，周五)

大屠杀纪念馆＋圣城游览

耶路撒冷

07:30-08:30

叫早、早餐

08:30-09:30

车行时间，前往耶路撒冷

09:30-12:00

参观大屠杀纪念馆

12:00-13:30

车行时间，午餐时间

13:30-17:00

游览橄榄山老城、哭墙、苦路、圣殿山，朝圣三大宗教圣地（犹太教、伊斯兰
教、基督教）

17:00-19:00

特别文化体验项目：犹太家庭享受传统犹太安息日晚餐
拜访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户普通犹太家庭并与他们全家共进晚餐，零距离了解犹太人的生活和工作。
感受耶路撒冷安息日的肃穆！犹太教根据《圣经·创世记》关于上帝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星

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休息的记载，定该日为安息日。

19:00-20:00

车行时间，返回酒店休息

Day6(00.00，周六)

马萨达＋死海漂浮

耶路撒冷

07:30-08:30

叫早、早餐

08:30-09:30

车行时间，前往马萨达

09:30-12:00

游览马萨达国家公园

12:00-13:30

车行时间前往死海，午餐时间

13:30-17:00

享受死海漂浮之乐，参观 AHAVA 工厂
晚餐

17:00-19:00
19:00-20:00

车行时间，返回酒店休息

Day7(00.00，周日)

返程

特拉维夫-北京

07:30-08:30

叫早、早餐

08:30-09:30

早餐后送往特拉维夫机场，以色列要求提前三小时到机场安检。

飞行时间

推荐航班接机（海南航空，直飞 10h50m）
HU7958

Day8(00.00，周一)

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TLV(T3) 14:40——首都国际机场 PEK(T2) 05:00（+1）

完美结束愉快游学行程，返回中国温暖的家

说明：培训及参访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调整(可参考后文备选或企业参访数据库)。
具体行程需要团组名单的最终确认后进行调整确认，此日程仅供参考。

² IDC 商学院创新课程备选（世界顶尖导师）
导师

课程名称

介绍
昂内尔·弗里德费尔德(Lionel.Friedfeld)，著名战略风投公司以

Lionel.Friedfeld

色列亚洲基金的首席执行官。他是一位国际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

以色列亚洲基金首席执行官

以色列与中国

家和基金（风投、私募和对冲基金）管理专家。他从 2006 年开

Philippe.Metoudi Alfasec

始在以色列居住，见证了以色列高科技和风投市场的蓬勃发展。

金融服务咨询公司(香港)总经理

莱昂内尔现兼任 i24 国际新闻电视台法语及英语频道的资深金
融评论员。
创新咨询方面工作履历:1)以色列知名高校明星讲师，如在 Bar
Ilan 大学的 EMBA 讲授创新，热衷于系统创新的力量，以更好

Eli Itin

地使组织面对挑战，高效解决，创造价值; 2)Northern Star

(高级创新顾问，创始人;IDC 创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ink Beyond The

Innovation IDC Herzliya(北方创新咨询)的创始人 及高级创新

新创业 MBA 毕业; 澳大利亚悉尼

Seed ：

顾问，一家专门从事组织创新创建和管理的精品咨询公司; 3)前

创新管理：从一颗种子开始

Amdocs 的 Innovation Evangelist(创新布道师)，在大中型企

UNSW 法律和商业管理学位)

业 组织中有超过 20 年的营销和企业创新定位的经验，主要工
作内容是企业 组织创建和推进企业创新文化，帮助定义和解决
组织面临的挑战，以创 造获胜的创新战略。
Zvi Eckstein 教授本科毕业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专业，
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特拉维夫大学经济

Prof. Zvi Eckstein

The Chosen Few: How Education Shaped

学教授、以色列海尔兹利亚跨学科研究中心经济学院院长、计量

Jewish History

经济学会研究员、
《欧洲经济评论》主编等职务。Eckstein 教授

教育是如何锤炼/缔造犹太历史

曾任以色列银行副行长并曾担任包括耶鲁、卡内基 – 梅隆、波
士顿大学等美国顶尖高校的讲师。Eckstein 教授在学术和专业
领域获奖无数并曾任多家政府机构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Barak Ben-Avinoam 博士是 Benhamou 国际风险基金的合伙

Barak Ben-Avinoam 博士

Entrepreneurship and multi-cultural

人，该基金专注于投资硅谷早期的 IT 创新型企业。Barak 在初

management

期投资，加速器以及孵化器领域堪称专家，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

企业家精神和多元文化管理

法国巴黎国际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的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宾州费
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系统的学士学位。
Isaac Ben-Israel 于 1949 年出生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特拉维
夫大学博士学位。 1967 年他加入以色列空军并连续服役直至
2002 年退休。他曾经在多个部门担任领导，包括以色列空军运
筹学研究团队，以色列空军情报部分析评估部门以及以色列国防

Prof. Yitzhak Ben-Israel
总理办公室国家数字信息部创建

军和国防部军事研发部。2007 年 6 月至 2009 年 2 月期间担任
Cyber Warfare 网络战争

人

以色列议会第 17 届议会成员， 在此期间他在安全与外交委员
会，财政委员会以及科学技术委员会任职， 还担任国土安全委
员会分会主席以及以色列印度议会友好协会主席。他的著作《关
于科学与军事情报的对话》获 Itzhak-Sade 军事文学奖，另一部
著作《军事情报的哲学》1999 年被翻译成法语。2006 年他的另
一本著作《科学，技术和安全：战争中的士兵到外层空间》出版。
Boaz Ganor 教授现任以色列赫兹利亚 IDC 大学 Lauder 政府外
交战略学校院长及反恐国际学院主任，同时也是反恐国际学院的
创始人及执行总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博士学位。Ganor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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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担任国际学术反恐共同体（ ICTAC ）的创始会长。
曾经陆续在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胡佛研究所（ 任
Koret 杰出客座研究员）
，蒙特雷国际学院，MIPT(防恐国家纪念
中心)，希伯来大学和巴伊兰大学任职。与此同时，他还是纽约警
察局曼哈顿学院的国际咨询团队成员。Ganor 教授是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防御战略研究学院国际政治暴力及恐怖主义研究中
心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他还联合创办了国际激进和政治
暴力研究中心，该中心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色列跨学科中
心，伦敦国王学院以及约旦预防冲突区域中心都建立了合作伙伴
关系。在国际反犹太主义政策研究学院担任学术咨询执行委员会
成员。

Ganor 教授发表了大量关于恐怖主义和反恐方面的文章。著有
《反恐拼图 -决策者指南》和《全球预警：现代恐怖主义合理性
以及对民主世界的挑战》两本书，还曾在“冲突与反恐研究”，
“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非对称冲突的动态”以及奥比斯与
国际法研究等方面发表多篇文章。
Omer Moav 是赫兹利亚跨学科中心和英国华威大学经济学教
授。 他获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前往麻省
理工学院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由于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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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Moav 于 2012 年获得来自以色列 mifal

hapais

颁发的 Landau 奖， 2006 年他因为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成就，
获得希伯来大学颁发的校长奖。2009 年他在以色列财政部担任
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的研究主要方向是经济增长与发展，并且
研究成果被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与以色列和国际媒体也经常发
表他对于以色列经济的一些评论。
背景：Yossi Maaravi 博士在阿德森管理学院担任副院长， 他

Dr. Yossi Maarvi
阿德森企业管理学院副院长

选题 1：the pscycology of ertapernuership /创

拥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并且因为成绩优秀

业心理学

获准进入阿米灵跨学科项目。他在特拉维夫大学以优异的成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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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他的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方向包括行为决策，谈
判及创造力。无论是作为企业管理者还是作为以色列的知名企业
的管理顾问，他经验丰富久经沙场。
Avi Luvton 先生是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中心（MATIMOP）的执
行主任。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代表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
室推进以色列在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为 MATIMOP 亚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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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色列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of Israel）的计算机
科学学士学位。目前，他主要负责推进以色列与亚太地区各国合
作的产业研发合作，重点合作对象有中国，日本和印度。
MATIMOP 是以色列经济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政策执行机关，
是以色列工业研发合作的官方组织，主要负责相关支撑政策的推
进，旨在改进以色列的工业基础设施并对科技创新及创业活动提
供支持。
Dan Vilenski 先生曾被评为“以色列十大高科技先锋偶像”之
一，是他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带到了以色列，并在以色列的创新工
程与美国的资本和商业模式之间架起一道稳固的桥梁。是他，将
以色列的创新技术引向美国资本市场，成就了以色列今天享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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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以色列带来三大美国高科技公司：半导体公司 Kulike and
Soffa、开发检测和计量工具的 KLA-Tencor 以及半导体制造商
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
。作为以色列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 Israel）的前主席，Vilenski 支持建立促进
双边贸易发展的机构，例如美以工业研发基金（BIRD）。同时，
他还在以色列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担任董事会成员。Dan Vilenski
独具慧眼，曾为众多本土企业提供指导或进行投资，最终这些企
业都被跨国公司收购，包括美国 KLA Tencor 和应用材料公司
（Applied Materials）等。此外，作为美以双边产业研发基金
会（BIRD）
、富布赖特奖学金基金会和其他活动的顾问，他帮助
数百家以色列初创企业研发产品和技术，和本地及外国企业发展
伙伴关系。目前，他正积极与几家他认为将会非常成功的纳米技
术初创企业进行合作。Dan Vilenski 先生目前担任 Medasense

生物识别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海法理工学院和以色列国
家纳米技术项目负责人，同时还兼任一些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的董
事。
Eyal Doron 身兼研究员，作家以及企业讲师等多重身份，拥有
开发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专业背景。他的博士后研究专注于开发新
的模式，来提高孩子们和青少年的创造力，智力以及自身价值。
他曾经在以色列政府下属的“天才精英学生”部门担任首席顾
问，他还领导 IDC 学院的“创新在行动”项目。同时在 IDC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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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心理学院及传媒学院进行讲座，同以色列国内外的先锋企业合
作，共同致力于创造性，危急时刻的问题处理及具有创新性的领
导力的教学。Doron 博士通过对哲学，心理学，行为科学以及传
媒进行专业性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全球精英及行业先锋的个人及
群体的案例分析，开发出如何帮助人们唤醒自己的方法，用带有
创造性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人生以及工作。这个过程是一种体验性
的训练，使学员将“天天创新”当成是重点，结合“树立具有激
励作用的榜样”以及获得“解决问题”和收获“突破性思维的
方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