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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三星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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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逝世相关报道

韩国59人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三星的
“芯”
痛与
“芯”
奋
世界观
日前，
一条新闻登上了各大网站热搜：
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去世了。
1987年，
他从父亲李秉喆手里接过三星集团指挥棒，
随后推动三星集团成为韩国最大
家族企业和
“巨无霸”
经济体，
承载了韩国1/5的GDP。以至于有人说，
对于韩国人而言，
有三
件无法避免的事情：
税收、
死亡和三星。他也因此被称为
“三星的上帝”
“韩国的经济总统”
。
可是，
现在李健熙倒下了，
今后的三星集团又会怎么样？

李健熙。

三星帝国背后
韩版权力的游戏

会长李健熙逝世；
晨报通讯员讲述韩财阀成长史
潇湘晨报特约通讯员冀雨欣 首尔报道
韩国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 25 日在首尔三星
医院去世，享年 78 岁。
三星集团宣布李健熙去世时表示，根据其意
愿，葬礼将简化成家族葬礼。而在韩国网站上，
多数民众对于三星集团未来权力继承的问题议
论纷纷。

有人感叹：
“ 财阀领袖出事，全国国民都在
关心，政治家们也纷纷前去叩头。但那些在财
阀工作时死亡、受伤、被赶走的劳动者却无法
得到关注。他们不是以个人名义被记住的，
只 是 像 财 阀 、大 企 业 里 的‘ 机 械 零 件 ’一 样 被
记住。”
那么，韩国财阀究竟是如何诞生并影响着这
个国家的呢？

财阀的诞生与历史机遇
在韩国，财阀的历史分为日本殖民统治期、
萌芽期、基础建设期、正式培养财阀期、出现大型
企业期和财阀完成期。
1920 年废除“公司令”后，随着日本的大量资
金流入，韩国产业结构开始急剧重组。1945 年开
始，韩国因经济停滞产生了动乱，再加上此前朝
鲜半岛北部工业南部农业的政策，韩国的制造业
生产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比起工业化，更倾向于
商业贸易化。
此后，随着军事政府上台，由于政权成立之
初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财政税收体制，所以政府决
定直接向私营企业收钱（政治献金、回扣等），当
然，经过政府“选拔”，这些私营企业可以获得低
利率的美元资金援助，这使得它们更容易获得外

国设备和原材料。由此，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业
化开始了。
初期的财阀们，为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了将重化工业培育成出口主力行业、设立战
略产业技术研究所等方案，把“韩国制造”的产品
卖到地球另一侧，赚取了国家发展所需的美元，
推动韩国工业化和国民收入增加。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后，财阀开始致力于金融产业、信息通信
产业、广告代理媒体产业，
越来越多元化。
无可置疑的是，财阀们带来了大企业效应，
快速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大部分财阀在发达国
家的资本、贸易、技术等方面形成纽带，占据着韩
国市场。这也使得政府也因此产生路径依赖，心
甘情愿与财阀们打成一片，
并越走越远。

在三星集团的诞生和逆袭上，人们可以窥见多个时
期里的血雨腥风。最初只是一家小商会的三星，由李秉
喆创办于 1938 年，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到中国。
上世纪 50 年代，三星先后办起了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
家毛纺织厂；上世纪 60 年代，三星将业务拓展到保险、医
疗，并于 1966 年成立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
此时，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但半导体技术垄断
在美国和日本手中。在众人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
价，但内存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
能亏得想跳楼。因此，哪怕是当时的韩国政府，也并不
看好韩国半导体产业投入发展。
这时，李健熙站了出来。1974 年，他买下韩国半导
体公司，1983 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
工厂，正式向 DRAM 内存宣战。然而，1984 年，三星刚
推出 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 4 美元雪崩
至每片 30 美分，此时三星的成本是每片 1.3 美元。换句
话说，每生产 1 片亏损 1 美元。到 1986 年底，累计亏损 3
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行
业大佬纷纷缩减规模或者转行，唯有三星以仿佛“自杀
式”的投资疯狂加码，并攻克关键技术上的落后。
1987 年，三星终于迎来行业转机。当年，美国向日
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受此影响，DRAM 价格
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
领先日本。当然，美国企业也不可能突然技术逆袭，吊
打日本企业，为了遏制日本企业的发展，美国进一步扶
持韩国三星，与日本抗衡。1992 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
第一个 64M DRAM，并于当年成为全球最大的 DRAM
制造商。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 价格雪崩，三
星却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
扩大行业的亏损，拼谁的血更厚。很快，DRAM 价格就
跌破材料成本。
当时日本政府响应国民意愿，
为了拯救国内 DRAM
巨头尔必达，拨了 3.7 亿美元，并且自己担保给尔必达拉
了 12.4 亿美元的银行融资。然而，终究是被活活熬死。
尔必达破产当晚，三星总部彻夜通明。

“他留下的负面遗产必须清算”
2006 年，三星在李健熙的带领下在全球电视市场上
超过日本索尼，位居世界第一，并赶超苹果，在智能手机
市场占据首位。包括内存半导体在内，韩国共获得了 20
多个产品品种的全球市场第一。2017 年，仅三星、现代、
SK、LG、韩华、乐天六大财阀的年营收，就占韩国年度
GDP 超 过 60% ，而 排 名 前 30 的 财 阀 资 产 总 规 模 占 到
GDP 的 95%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财阀们成为了国家
真正的主人。
随着财阀对于政界的威胁扩大，韩国的政界也慢慢
开始出现反对官商勾结的声音。2008 年 7 月 16 日，李健
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而被起诉，被韩国首尔
中央支法判处 3 年有期徒刑，缓期 5 年执行。2009 年 12
月 31 日，李健熙获得了韩国总统的特赦，名义是“以助力
韩国申办 2018 年冬季奥运会”，从而得以在 2010 年重回
三星管理层。1996 年，李健熙因行贿两位前总统被判两
年监禁，但这一判决被暂缓执行，一年后他又被赦免。
10 月 25 日，李健熙去世后，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李
洛渊在 facebook 上发表文章，表示“深切的哀悼”，但同
时也写道：
“不能否认，故人（指李健熙）强化了财阀中心
的经济结构，不承认工会等产生了负面影响”
“还留下了
不透明的支配结构、逃税、政经勾结等阴影”。
韩国民主党发言人许英（音译）在评论中表示:“李
会长是引领三星全球飞跃、奠定韩国经济增长基石的主
角。”他接着说：
“虽然三星是超一流企业，但成为超一流
企业过程中有超出法律的不当行为……不正当内部交
易、官商勾结等，他（指李健熙）留下的负面遗产是我们
社会必须清算的时代课题。
”
他还表示:“希望以李会长的去世为契机，李在镕副
会长（李健熙之子）在之前向国民道歉时向国民承诺的
‘新三星’
能够早日实现。”
当然，目前可以预料的是三星集团的基本结构不会
有大的变化。继承税方面，李健熙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
权价值约为 18.2251 万亿韩元，根据持股比例，预想的继
承税有 10.9351 万亿韩元。不过，继承税是根据前人死
亡后 2 个月内的平均股价计算决定的。因此，李健熙死
后两个月内三星股价的变化，非常重要。另外，股票以
外的资产（持有的现金、
房地产、
退休金等）实行 50%的继
承税率。人们预计，继承税的缴纳不会采用资产出售的
方式，
而是采用通过延付制度以及利用贷款的方法缴纳。

英国要让志愿者故意染新冠？
90名健康志愿者或将
“主动接触”
新冠病毒，
来帮助研发疫苗
本报记者李卓 长沙报道
据每日邮报报道，10 月 20 日，英国政府证实，英国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故意让健康志愿者感染新冠病毒
的国家。
按计划，90 名 30 岁以下的健康志愿者将“主动接触”
新冠病毒，来帮助英国能够更快地研发出疫苗。
目前，英国已有 4 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超过 87 万人受
到感染，而英国的疫苗研发并无明显进展。此前，在牛津
大学研制的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中，已有一名巴西志
愿者死于新冠肺炎并发症。

志愿者报酬可能超过4000英镑
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年龄在 18 岁到 30 岁之间，这一群
体被认为感染病毒的风险最小。
在挑战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人员将使用棉签把病
毒放到志愿者的鼻子里。第一阶段后，志愿者们将被要
求在诊所隔离两周半的时间，同时研究人员会对他们的
症状进行全天候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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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将在伦敦的皇家自由医院进行，该医院有
一个专门的诊所来控制这种疾病。届时，进入诊所的通
道将严格控制，进出时将进行仔细的净化，并进行专门的
空气过滤，以确保不会对附近的任何人造成风险。志愿
者们将被监控至少一年，以确保他们不会产生任何长期
的负面影响。
22 岁的丹妮卡·马科斯刚从大学毕业，现在正在为
流浪者做志愿者工作，
她希望能参与其中。
“ 现 在 有 这 么 多 人 在 挣 扎 ，我 希 望 这 场 流 行 病 结
束。”她告诉美联社，
“ 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病例，越来
越多的人死亡。如果这次疫苗试验意味着全世界的这
段创伤将会更快结束，我想提供帮助。我想成为其中
的一员。”
18 岁的志愿者厄克哈特也透露，他报名参加这一试
验是为了“让世界早日摆脱这场大流行”。在解释他为什
么报名的时候，
他说这些试验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据悉，参与试验的人可能会获得超过 4000 英镑的报
酬。而相关公司之前进行的类似流感试验曾向参与者支
付高达 3750 英镑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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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 据韩联社 26 日最新消
息，韩国已有 59 人在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
目前韩国政府仍未叫停接种。
韩国疾病管理厅 23 日表示，接种流感疫
苗后死亡病例与接种疫苗之间的关联性未得
到证实，将继续开展流感疫苗预防接种工作。
自 10 月 16 日，仁川一位 17 岁少年接种
流感疫苗 2 天后死亡以来，韩国各地陆续都出
现了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的病例，其中大部分
都是 70 岁以上老人，最短在接种疫苗后 4 小时
死亡。
21 日下午，韩国总理丁世均曾亲自前往
世宗市保健所，接种流感疫苗，让民众对疫苗
放心。随着民众对疫苗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断
增大，23 日，他呼吁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彻底
调查，
并向死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
疾病管理厅已经对其中 46 人的死因进行
了调查，认定他们的死因与流感疫苗接种之间
的直接因果关系很低；其中很多人在接种疫苗
后仅出现了接种部位疼痛等轻微异常反应，之
外并没有出现其它异常重症反应。
此外，疾病管理厅表示，在对接种同一批
疫苗后死亡的病例进行调查后，也不能确认死
因与疫苗接种之间存在关联。疾病管理厅因
此决定，将继续推进流感疫苗接种计划。

德疾控机构遭多人投掷燃烧瓶
据新华社电 德国柏林警方 25 日说，多
人当天早些时候朝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
究所所在建筑物投掷多个燃烧瓶，所幸保安迅
速灭火。
德新社以警方为消息源报道，遇险办公
室位于柏林南部滕珀尔霍夫—舍内贝格区，
不是西北部的总部大楼。研究所一名保安扑
灭火势，但袭击者逃离现场。办公室一扇窗户
被打破。
警方怀疑这起纵火未遂案背后有“政治动
机”，将案件移交至国家刑事侦查人员。警方
已锁定多名嫌疑人。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负责统计德国新冠病
毒相关数据，
向政府提供疫情防控建议。
德新社报道，虽然大多数德国人支持政府
应对新冠疫情的做法，但反对者仍组织多个大
型集会抗议政府因疫情限制企业和个人活
动。数百人 25 日在柏林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
场聚集，抗议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和保持社交
距离。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25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当天零时，德国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11176 例，累计确诊 429181 例；新增死
亡病例 29 例，累计死亡 10032 例。德国虽然感
染率在欧洲处于较低水平，但蔓延速度超过今
年年初。柏林是重灾区之一。

亚阿一月内第三次协议停火
据新华社电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
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停
火的最新协议 26 日生效，但纳卡地区冲突仍
未平息，阿亚双方继续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
动进攻。
阿塞拜疆通讯社 26 日援引阿国防部消息
称，亚美尼亚部队 26 日晨向阿境内的塔乌兹、
塔塔尔、格达巴尔等地区开火。亚美尼亚通讯
社则援引 26 日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斯捷潘尼
扬的声明报道说，阿军方在新一轮停火协议生
效后不久即对纳卡地区东北和东南方向发动
了炮击。
亚阿两国 25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在
纳卡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最新协议，双方
同意从当地时间 26 日 8 时起实施新一轮人道
主义停火。这是纳卡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双方
达成的第三份停火协议。两国曾于 10 月 10 日
和 10 月 17 日分别达成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
生效后，双方均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击。
亚阿两国 9 月 27 日开始在纳卡地区再次
爆发冲突。连日来，冲突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
人员伤亡。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民多为
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 亚 因 纳 卡 地 区 归 属 问 题 爆 发 战 争 。 1994
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
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马克龙被骂，
法召回驻土大使
不是志愿者而是
“敢死队”
？
对于英国政府这一决定，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女发
言人表示，在进行人类挑战试验时，有“非常重要的伦理
考量”。倡导新冠肺炎挑战的志愿者组织赞扬了英国政
府这一决定，并呼吁政府建立一个测试中心。该组织在
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英国政府接受了数千名想参
与研究的英国志愿者。
但一些国外网友认为这并不道德，认为他们不是志
愿者，而是“敢死队”。他们表示，这一做法并不科学，不
研究现有病例而对健康志愿者展开试验，是一种赤裸裸
的“以身试毒”。除此之外，一些政府官员们担心，目前还
没有任何治疗方法能够治愈所有病人，所以不能保证参
与试验的志愿者，在病情严重时可以获救。
研究人员表示，这项研究能够更快确定最有效的疫
苗，并帮助控制新冠病毒。
据悉，英国政府已经为挑战性试验投入了 3360 万英
镑，如果获得监管机构和道德委员会的批准，挑战试验将
于明年开始，
预计结果将于明年 5 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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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法国外交部 25 日发表声明
说，鉴于土耳其政府在巴黎西北郊孔夫朗-圣
奥诺里讷市袭击事件上发表不当言论且侮辱法
国国家元首，
法国于当天召回驻土耳其大使。
声明说，在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中学教
师遇害后，土耳其政府没有对恐怖主义进行谴
责或对法国声援，而是“散布对法国的仇恨和
诽谤性言论”，直接侮辱法国总统马克龙，这种
行为“不可接受”。法国 25 日召回其驻土耳其
大使。
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 16 日发生一起持
刀袭击事件。一名教师因曾在课堂上向学生
展示涉及宗教的漫画，被一名车臣裔男子袭击
身亡。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谴责这起“恐怖袭
击”，并表示政府将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
据法国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
法国政府的举措表示不满，并在电视讲话中称
马克龙“需要做精神检查”。马克龙表示，埃尔
多安的讲话“不可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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