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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家族豪门恩怨:

一代奠基二代争权

全公司进行改革
开启新经营时代

1987年，父亲李秉喆去世后，
李健熙接任三星集团会长之职。

1993年2月，李健熙在洛杉矶
发出了呼喊。洛杉矶是他带领集
团数百名高管前往全球先进企
业、进行长达6个月考察的第一
站。在他偶然来到的大型超市里，
他受了刺激——— 展台前面的位
置，完全被日本索尼和NEC的产
品占据，而三星的产品都蒙上了
灰尘，被弃置在后面的角落里。

在世纪末的大转换期中，如
果三星不采取革新，就等同于走
向末路。在这一生死存亡时刻涌
现的危机感，让李健熙发表了《法
兰克福宣言》———“除了老婆孩
子，一切都要变”。他要求全公司
进行改革，开启新经营时代。

1994年，三星推出首款手机，
这为智能手机Galaxy面世奠定了
坚实基础。三星作为全球制造企
业，重获新生。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实现质
量和设计经营等全方位大跃进。
三星总市值也由1987年的1万亿
韩元增长到2012年的390万亿韩
元，骤增40倍，总资产500万亿韩
元。三星由此成为韩国最大的经
济集团，李健熙本人也成为韩国
最成功的企业家。

时刻都有“危机感”
非常重视女性人才

经营专家们认为，贯穿李健
熙经营方式的关键词，是“危机”。

在1996年创下17%的年均增
长率，公司内部正在为此激动时，

正在墨西哥蒂华纳电子复合园区
访问的李健熙，把社长团紧急召
集到了美国圣迭戈。他叱责道，

“自以为卖了一点半导体获得了
些利润，就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只
是一味地骄傲自满”。由此，三星
的员工们立刻开始在全部经营领
域内，三年期间，降低成本和经费
的30%的“经费330运动”。

此外，李健熙的“危机感”也
体现在人事方针变化方面。2010
年，68岁的李健熙提出了新的人
事任命方式。他打破了作为传统
由来已久的“年末人事变动”，开
始随时更换负有业绩下滑责任的
主要子公司的社长和高管。

他向职员们表示：“今后的10
年内，代表三星的大部分产业和
产品都将消失。我们不能有片刻
犹豫，只有向前。”

“试想，如果让男性把事业与
家庭都担负起来，大概都会逃跑
吧，包括我。”2012年4月，李健熙
邀请女高级职员一起进行午餐
会，并谈到女性的作用。

李健熙说：“女性有着十月怀
胎的力量，能够轻松战胜分娩的
痛苦。母爱与父爱不同，那是非同
小可的力量。”

李健熙指出：“我今后将更加
重视女性人才，将目前30%左右
的女性录用率进一步提高。”

虽然功过存争议
多年领跑韩国富豪榜

据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12
月30日，李健熙的股票资产为
17 . 621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1052亿元)，连续5年领跑韩国股
市富豪榜。

此外，在美国《福布斯》杂志

发布的2019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
中，李健熙以169亿美元排第65
位。

不过，作为韩国最成功的企
业家，李健熙虽然受到了颇多关
注，但也曾遭到各种调查，甚至一
度被判刑。

因进行非法债券交易，2009
年8月，李健熙被首尔高等法院宣
布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
处罚金1100亿韩元。但因当时平
昌市正面临第三次申办冬奥会的
挑战，体育界和经济界均强烈呼
吁，必须由国际奥委会委员李健
熙出面活动，以确保申办成功。

同年12月29日，韩国政府在
国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李健熙赦
免案。时任总统李明博在会上说，
做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国家利益
考虑”。

这是韩国首次对经济界人士
进行单独特赦。当时，法务部表
示，即将于2010年2月举行的国际
奥委会大会，是申办2018年冬奥
会非常重要的机会。若李健熙不
被赦免，很有可能丧失国际奥委
会委员资格，无法参与平昌申办
活动。

李健熙自1996年起担任国际
奥委会委员，1991年曾获奥林匹
克勋章。因2014年入院后，无法继
续参与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活动，
2017年8月，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接受了李健熙的辞任请求。

此外，2018年2月，韩国金融
监督院以及警方调查发现1000多
个李健熙的借名账户，涉嫌偷税
漏税。

韩媒指出，虽然围绕李健熙的
功过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质疑，
如果没有他非凡的能力和领袖风
范，就没有三星这个全球品牌。

三星家族的故事比任何一部韩剧
都精彩，父子相残、兄弟阋墙、跳楼自
杀、公报私仇，应有尽有。

“王子”之乱

李秉喆15岁就被家里包办了婚
姻，生了8个儿女，为后来的家产之争
埋下了伏笔。

三星家族的第一场争夺大戏，发
生在上世纪60年代，李秉哲从三个儿
子里选接班人的时候。

起初，李秉哲准备让三兄弟平分
家产，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老爷子却
突然变了主意，决定家产由大儿子李
孟熙一个人继承。

二儿子叫做李昌熙，好吃懒做，不
学无术，从小就不被父亲喜欢。

三儿子李健熙，虽然一出生就被
丢给爷爷奶奶带，不是父母的重点培
养对象，却深谙“会哭的孩子有奶喝”
的技巧，天天给家里打电话嘘寒问暖，
还致力于研习老爸最爱运动高尔夫，
给老爸留下了一个懂事宝贝形象。

李秉喆起初对大儿子进行了重点
培养，然而在接手公司半年的那段时
间里，把公司弄得一团糟。经过一段时
间的挣扎，李秉哲最终收回了大儿子
的所有管理权。

此举激怒了大儿子李孟熙。他回
家收集了父亲的偷税漏税黑历史，直
接实名举报到了青瓦台，想把老爸送
进监狱。老爷子雷霆大怒，将大儿子赶
出了家门。

但青瓦台那边还是得有个交代，
因为亲儿子的检举，李秉哲被当时的
政府定了罪，于是想立功的二儿子李
昌熙站了出来，替父亲蹲了半年监狱，
自以为算盘打得精明：无非是半年后
出狱，继承家业。

可没想到，等李昌熙从监狱放出
来，却发现自己的三弟李健熙成了头
号继承人坐到了父亲李身边。彻底傻
了眼的二儿子竟然效仿大哥举报父
亲，最终被父亲送进了精神病院，1991
年过世。

现实版《继承者们》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李健熙身体
越来越差，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开始
物色自己的接班人。

为避免几十年前的坑爹故事再次
发生，李健熙不得不下令让子女们掌
管不同的集团业务：大儿子管电子&
金融，二女儿管酒店&化工，三女儿管
服装&广告。

李健熙一直把长子李在镕视为继
承人。李在镕哈佛大学商学院博士毕
业后就进入三星，与大象集团长女林
世玲在1998年联姻。2009年两人离异，
林世玲分得亿万家产。

大女儿李富真在韩国开了首家奢
侈品店成为韩国女性的时尚先锋，继
承了相当于思密达钓鱼台的新罗酒
店，还被中信集团聘为董事。

李健熙的二女儿李叙显算是中规
中矩的豪门闺秀，商业联姻嫁给《东亚
日报》前社长金炳晚次子金载烈。

事业上，她也是和长姐一样，从三
星的基层做起，几年时间里把管理的三
星第一毛织打造成了韩国的时装业巨
头。2013年时，李健熙将旗下的爱宝乐园
服装生意，全权交给了二女儿，而爱宝
乐园的最大股东是李在镕，寄人篱下的
二女儿也没有和哥哥抗衡的能力。

虽然李在镕承诺不传子女，但其
妹妹李富真也会是一位理想的继承人
选择。而且李在镕本人也仅50出头，也
没有退休计划，他要是到了退休的时
候，那可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个时
候世界形势和韩国局势怎么样，还不
知道呢。换言之，将来掌控三星的，可
能依然是李家的人。

综合中新社、第一财经等

李健熙2014年因心脏病发作
住院后，其子李在镕成为三星的
实际掌门人，并于2016年10月进
入三星电子董事会。李健熙逝世
后，李在镕领导的三星时代，正式
拉开帷幕。

李在镕全面负责经营以后，
一直在谋求自身面貌的变化。但
评论指出，由于此前李健熙卧病
在床以及三星相关的调查、审判

风险，“李在镕体制”难以完全确
立。因此，他今后可能会致力于向

“新三星”转变。
2020年9月1日，李在镕遭到

起诉，被指控涉嫌操纵股票、违反
资本市场法和外部审计以及违反
信托，并在三星生物制品株式会
社IPO期间会计欺诈，从而为李
在镕接班三星集团营造有利环
境。这也是他自2017年2月，由于涉

及在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干
政”丑闻期间非法行贿被起诉后，
时隔三年半再次卷入诉讼。

不过，李在镕对此表示，有关三
星的许多外部争议，都源自于继承
的事宜，从今以后，他将把所有的精
力投资在提高公司的价值方面，承
诺不会再因继承人问题引发争议，

“我将明确表示，我没有计划将公司
经营权交由子女继承。”

葛相关链接

李在镕时代拉开帷幕：

经营权不传子女，向“新三星”转变？

他
曾
说﹃
除
了
老
婆
孩
子
一
切
都
要
变
﹄

李
健
熙
去
世
三
星
走
向
何
方

当地时间10月25
日，韩国三星集团会长
李健熙在首尔三星医
院去世，享年78岁。作
为韩国最成功的企业
家，李健熙如何一手缔
造“三星共和国”？在他
逝世后，其子李在镕领
导的“新三星时代”正
式拉开帷幕，又将面临
何种挑战？

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右）和其长子李在镕。（资料片）

三星集团

小档案

创建时间

1938年，李秉喆成

立三星集团前身

“三星商会”

总市值

519万亿韩元

(2020年7月)

领域

业务涉及电子、金

融、机械、化学等

排名

总市值排在韩国

30大集团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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