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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接班
一炮而红

出身房地产世家的吴继
炜，家族拥有香港上市地产公
司建生国际等，作为长子一直
被寄予接班厚望。 然而，1990
年代初刚在美国毕业的他却
拒绝回香港做“接班人”。

吴继炜在美国的第一份
工作是进入一家房地产公司
打工，其间洛杉矶破产的罗斯
福酒店吸引了他，那时候经济
低迷的洛杉矶开始有一点复
苏的迹象，吴继炜认为这是一
个绝佳的进场时机，1991 年，
吴继炜创办房地产投资公
司。

好莱坞罗斯福酒店是吴
继炜做的第一个项目，没想到
作为吴家长子，创业初期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融资。 拒绝做
“接班人” 一事让老爷子很生
气，不想轻易出资，表示“你能
在外面先募到多少钱，我就投
相应的钱。 ”随后又提出只投
资四分之一，但要一半的股权
的苛刻条件，此番刁难是希望
儿子认输乖乖回港接班。吴继
炜最后找到一位很喜欢这个
项目也欣赏他的拼劲的韩侨，
愿意多投资一点钱，要少一点
的股份。

带着刚结婚不久的太太，
吴继炜在罗斯福酒店里住了
三年， 参与所有的整改和管
理。这个创业项目让吴继炜在
美国地产界一炮而红，一度破
产的酒店当年营业额为 4800
万美金， 净利润达到 1500 万
美金。

一心做“创一代”

2002 年， 香港的互联网
泡沫破灭，房地产价格终于下
调， 吴继炜赶紧回来在香港、
澳门看楼， 并找大型投行合
作，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和摩根
士丹利合作的澳门 AIA 友邦
大厦， 他把这栋空置多年的
23层办公楼重建，入住率从 0
提到 100%，让大摩赚了不少
钱。 此后，吴决定成立基金公
司， 自己募集资金来投资。
2005 年， 吴继炜说服弟弟吴
继泰一起合作成立基汇资
本。

最让吴庆幸的是在内地
找到一个得力帮手彭庆邦，彭
当时已在内地房地产市场打
拼多年，完成了不少高回报的

重大房产交易，包括上海城市
公寓、 上海花旗集团大厦、以
及上海新天地 107/108 号地
块豪华酒店开发项目等。

如今加上项目公司，基汇
资本的员工已超过 1000 人，
2005 年以来， 其募集的股本
已超过 38亿美元， 管理资产
金额达 85亿美元， 包括住宅
项目、零售中心、酒店及商业
地产。

被喻为楼盘
“包装大师”

去年，吴干脆成立基汇资
本美国，专门在美国和英国市
场上提供独立账户直接投资
私募房地产基金管理服务，帮
助亚洲投资者购买海外资产。

那年，李嘉诚次子李泽楷
以 9.28 亿美元的价格， 将北
京三里屯商圈的盈科中心整
体出售给基汇资本， 去年 8
月，李家“七连抛”的第一个楼
盘广州西城都荟亦是该基金
接手。

接手之后， 基汇资本打
算用几年的时间， 在整体资
产管理的策略下改造盈科中
心， 希望重新打造它的地标
特质。

这是基汇资本的惯用手
法， 它偏好买下破旧的老楼，
帮助重整以创造价值，过去几
年干得最多的便是救活“烂尾
楼”。 上海 353广场项目是典
型例子。 2006年，基汇资本花
9 亿元买下上海南京东路上
的东海商都，这个建筑多次更
换经营者始终不尽如人意。基
汇资本邀请海外知名设计公
司参与改造，在保留原来的装
饰艺术风格的前提下，斥资 4
亿元巨资进行重新装修，改名
为“353 广场”，同时调整定位
重新招商。 2012年，基汇资本
以 24 亿元将“353 广场”售
出。

编辑点评：基汇资本从来
不做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采
用深度操盘、战略增值的运作
模式，其主要策略可以简单归
结为： 买便宜的楼-包装-高
价卖出。 能做到这一点，源于
基汇资本旗下拥有的三大运
营平台，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资
产管理团队，包括商业管理平
台，负责对其收购的商业项目
进行重新定位和招商以及物
业管理；酒店运营平台；住宅
开发平台。

这是一个难得的兄弟
创业故事， 其理性堪称标
本。

16 年前的那个秋天，马
化腾与他的同学张志东“合
资” 注册了深圳腾讯计算机
系统有限公司。 之后又吸纳
了三位股东： 曾李青、 许晨
晔、陈一丹。这 5个创始人的
QQ 号， 据说是从 10001 到
10005。 为避免彼此争夺权
力， 马化腾在创立腾讯之初
就和四个伙伴约定清楚：各
展所长、各管一摊。马化腾是
CEO(首席执行官)，张志东是
CTO(首席技术官)，曾李青是
COO(首席运营官)，许晨晔是
CIO(首席信息官)，陈一丹是
CAO(首席行政官)。

之所以将腾讯的创业 5
兄弟称之为“难得”，是因为
直到 2005年的时候，这五人
的创始团队还基本是保持这
样的合作阵形，不离不弃。直
到腾讯做到如今的帝国局
面，其中 4个还在公司一线，
只有曾李青挂着终身顾问的
虚职而退休。

都说一山不容二虎，尤
其是在企业迅速壮大的过程
中， 要保持创始人团队的稳
定合作尤其不容易。 在这个
背后， 工程师出身的马化腾
从一开始对于合作框架的理
性设计功不可没。

从股份构成上来看。 5
个人一共凑了 50万元，其中
马化腾出了 23.75 万元，占
了 47.5%的股份; 张志东出
了 10 万元，占 20%；曾李青
出了 6.25 万元，占 12.5%的
股份；其他两人各出 5万元，
各占 10%的股份。

虽然主要资金都由马所
出， 他却自愿把所占的股份
降到一半以下。“要他们的总
和比我多一点点， 不要形成
一种垄断、独裁的局面。 ”而
同时， 他自己又一定要出主
要的资金，占大股。“如果没
有一个主心骨， 股份大家平
分，到时候也肯定会出问题，
同样完蛋”。

保持稳定的另一个关键
因素，就在于搭档之间的“合
理组合”。

据《中国互联网史》作者
林军回忆说：“马化腾非常聪
明，但非常固执，注重用户体
验， 愿意从普通的用户的角
度去看产品。 张志东是脑袋
非常活跃、 对技术很沉迷的
一个人。 马化腾技术上也非

常好， 但是他的长处是能够
把很多事情简单化， 而张志
东更多是把一个事情做得完
美化。 ”

许晨晔和马化腾、 张志
东同为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
同学， 他是一个非常随和而
有自己的观点、 但不轻易表
达的人， 是有名的“好好先
生”。而陈一丹是马化腾在深
圳中学时的同学， 后来也就
读深圳大学，他十分严谨，同
时又是一个非常张扬的人，
他能在不同的状态下激起大
家的激情。

如果说， 其他几位合作
者都只是“搭档级人物”的
话， 只有曾李青是腾讯 5 个
创始人中最好玩、最开放、最
具激情和感召力的一个，与
温和的马化腾、 爱好技术的
张志东相比，是另一个类型。
其大开大合的性格， 也比马
化腾更具备攻击性， 更像拿
主意的人。 不过或许正是这
一点， 也导致他最早脱离了
团队，单独创业。

后来， 马化腾在接受多
家媒体的联合采访时承认，
他最开始也考虑过和张志
东、 曾李青三个人均分股份
的方法， 但最后还是采取了
5 人创业团队， 根据分工占
据不同的股份结构的策略。
即便是后来有人想加钱、占
更大的股份，马化腾说不行，
因为在马化腾看来， 未来的
潜力要和应有的股份匹配，
不匹配就要出问题。 如果拿
大股的不干事， 干事的股份
又少，矛盾就会发生。

当然，经过几次稀释，最
后他们上市所持有的股份比
例只有当初的 1/3，但即便是
这样， 他们每个人的身价都
还是达到了数十亿元人民
币， 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
局。

编辑点评：可以说，在中
国的民营企业中， 能够像马
化腾这样， 既包容又拉拢 ，
选择性格不同、各有特长的
人组成一个创业团队，并在
成功开拓局面后还能依旧
保持着长期默契合作，是很
少见的 。 而马化腾成功之
处，就在于其从一开始就很
好地设计了创业团队的责、
权 、利 。 能力越大 ，责任越
大 ，权力越大 ，收益也就越
大。

� � 44 岁的吴继炜出身房地产世家，从美
国高校毕业后， 拒绝父亲安排回香港接
班，一心要当“创一代”。今天，他的房产
私募基金———总部位于香港的基汇资
本，旗下掌管资产 75 亿美元。

马化腾和他的
5人创业团队

新华

� � 在马化腾看来，未来的潜
力要和应有的股份匹配，不匹
配就要出问题。 如果拿大股的
不干事， 干事的股份又少，矛
盾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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