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智汇”创客故事分享会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为了响应中央“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宗

旨要求，进一步拓宽税企交流渠道，更好地扶
持创新创业，助力长沙经济腾飞发展。 长沙市
国家税务局联合湖南日报、红网等主流媒体共

同举办“湘江智汇”创客故事分享会，邀请创业
明星分享创业经验，税务部门负责人讲解创业
优惠政策，面对面交流互动，帮助创业者明晰
自身创业道路，制定个性化创业方案。

分享会将推出 10 期，每期推出创业典型 4
名，10 期后由媒体和大众推出创业十佳， 拍摄
制作“我是创客”电视节目，分期在湖南经视、
新湖南客户端等平台推出。

“湘江智汇”首期分享嘉宾微访谈：

（一）流转税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

业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
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57 号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包含
个体工商户、其他个人、企业和非
企业性单位），月销售额不超过 3
万元（含 3 万元）的，可以享受免
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对于以一个
季度为纳税期限的纳税人， 季度
销售额不超过 9万元（含 9万元）
的，免征增值税。

(二)企业所得税方面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63 号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
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
税。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
一款所称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
业， 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
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1）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 从业人
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
过 3000万元；

（2）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资产总额不
超过 1000万元。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的通知》 财税 2015 年
34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扩大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5〕99 号

2012 年、2014年、2015 年， 国家多次扩
大减半征税范围。 2015 年 10月 1日起，减税
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年应纳税所得额 30 万元
以下的小微企业。

4.《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
业所得税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4年第 23 号

无论是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企业，符
合小型微利企业规定条件的， 均可按照规定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4年 75 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5〕106 号

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
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
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 6 个行业的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
进的固定资产（包括自行建造），可缩短折旧
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对上述 6 个行
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
进的研发和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
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
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
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单位价值超过 100 万元
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2015 年 9 月，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扩大到
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要行业，
对轻工、纺织、机械、汽车等四个领域重要行
业的企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固定
资产， 可由企业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 对上述行业的小型微利企业
2015 年 1 月 1 日后新购进的研发和生产经
营共用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 万
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 可由企业选择缩
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企业按
本通知上述规定缩短折旧年限的， 最低折旧
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
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 采取加速折旧方法
的，可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

对所有行业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新
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
不超过 100万元的， 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不再分
年度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可
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0 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不再分
年度计算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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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李俊成而言，创业并
不是一件需要下决心的事。

“因为即使不在原单位，
凭我的摄影、 剪辑和导演能
力，可以做很多事。 ”李俊成
说，自己是一个想把技术做到
极致的“工匠”， 但是因为创
业，不免要做很多专业以外的
事。

作为一位电视从业者，李
俊成在著名的“电视湘军”内
混迹多个平台，导演并主持多
档节目。

那时，在工作之余，他是
一个热爱拍摄短片的“文青”，
创办了自己的天理影视工作
室。他拍摄的讲述湖南湘西留
守儿童故事的短片《红纸船》，
在第 31 届日本东京国际影视
节上获得“卓越作品大奖”。

“在体制内做事，我看得
到尽头。 ”李俊成说起自己创
业理由其实和很多人一样：觉
得自己的能力应该有更大的
展现平台。

他想做一些大众更需要
的东西。网络自媒体视频节目

的红火，让他看到了市场。
“有段时间，我发现看针对热点事件

的跟帖评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网友
的回复往往非常有创造力， 而我就想打
造这样一个全民都能参与评论的视频平
台。 ”

因此，这个叫做《问题大了》的全民
脱口秀节目便在网上红火了起来。 针对
一个话题， 每期选择 100 人左右来到摄
影棚参与话题讨论是节目的基本模式。

而《问题大了》所选的话题尺度不免
“奔放”。 例如，你曾经对同性心动过吗？
你会不会出卖色相获得机会？ 你被自己
蠢哭过么……

这些话题通过微信平台上网友提问
率最高的问题筛选出来， 双向的互动触
发的互联网“连接”效应直接反映在了点
击率上。

《问题大了》于今年 5 月首次上线，
到 11月点击人数 4000 多万，其中，点击
率最高的一期已经超过 500 万人次，并
登陆优酷、爱奇艺、芒果 TV 首页。

然而，创业的难远非数字这样光鲜。
“第一难的当然是收入。 ”如何将获

得口碑和点击的内容节目变成利润，这
是创业需要解决的商业模式问题。

经过摸索， 李俊成现在发现的三个
方向是：网站分成、自带广告、粉丝经济。

现在，李俊成想的是，尽可能快地将
《问题大了》 节目的制作和运营稳定下
来，然后开始开辟新的领域。 比如，最近
他写了几百字的科幻电影故事梗概，没
想到吸引了美国知名电影制作公司，想
把它拍成电影，进军好莱坞。

李俊成说：“当你喜欢一件事， 并觉
得它足够好时，不妨努力试试看。 ”

（熊远帆 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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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嘉宾：李俊成，在省内多家
电视台担任导演、主持人，现创
办《问题大了》视频节目走红网
络，节目超 4000 万点击量。

大三实习， 大四工作， 对唐朝阳来
说，刚抬起脚准备职业起步时，便遭遇了
现实的当头棒喝。

投出去一份实习简历， 常常杳无音
讯。 终于，去年 12 月，漫长的等待换来了
好消息：在校友学长的帮助下，他和其他
三位同学成功找到银行实习。 回首一路
的艰辛，他意识到，整合闲置的有实习资
源的企业，向身边同学提供实习机会，这
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在他的带领之下，7 名来自不同院系
的学生组成项目团队，创建了名为“青年
实习家”的微信平台和手机版网站，整合
全国企业资源， 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实
习资讯。 今年 5 月前， 他的初衷从未改
变： 做公益， 帮助更多同学解决实习难
题。

逐步深入项目运营，他敏锐地捕捉到
当前国内实习市场的巨大空缺。 于是，他
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组建公司，正式
创业。

5 月，公司成立。 7 月，进驻长沙高新

区创业服务中心，项目得到国家政策层面
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青年实习家”已成
功对接 200 多家企业，提供了 2000 多个
实习机会，保证了 1500 多个实习岗位的
正式落地。 其中，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数达
到 6 万人。

从公益项目到创业项目，运营的困惑
改变了唐朝阳的想法。 最早立项时，他没
有经过任何完整的市场调查和用户分析，
仅仅考虑了如何解决自身需求。后来他发
现， 不从用户群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市场，
是有悖商业逻辑的。

项目日益显现弊端，唐朝阳正努力修
正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不断进行市场调
研、深入探索盈利模式，趁着年轻，他有
足够的资本试错。 接下来，他打算从用户
群体出发，打造精英社群，将社会精英的
经验和知识输入给“校园精英”， 并以就
业创业为主题开展高校巡讲活动，接触更
多的大学生， 聚集一批有粘度的种子用
户。

（郑旋 黄胜）

一个“实习生”的“商业逻辑”

分享嘉宾：唐朝阳，22 岁，湖南大学工
商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专业大四学生。
在校创办“青年实习家”服务平台，目
前平台粉丝数达 6 万人，提供了 2000
多个实习机会。

今年 8 月，“切糕王子”摊上大事儿了。
“因与淘宝沟通出现失误”，4 万份切糕

误以 0.35 元的价格瞬间卖出。 后来通过微
博恳请网友申请退款， 并给下单顾客每人
发放一盒切糕， 他才有幸避免了将近百万
元的惨重损失。

与大学同学网上经营新疆切糕， 以公
道的价格、正宗的口味为自己带来“第一桶
金”，“切糕王子” 阿迪力·买买提吐热一夜
成名。

现在，淘宝上有很多网店都在打着“切
糕王子”的旗号卖劣质切糕。 一路走来，面
对不断遭受的挫折，阿迪力深感创业不易。
最初，他只是单纯想“让更多人了解切糕”
而已。

2012 年，岳阳发生“天价切糕”事件，让
当时正在长沙理工大学读大三的阿迪力坐
立不安。 看到网上议论纷纷，他心里很不是
滋味。 为了给家乡美食正名，他希望有一天
所有人都能尝到味道正宗而又价格实惠的
切糕。

他的想法和同学蒋金亚、 蒋春杨的创
业冲动一拍即合。同年 12 月，3 人凑了 3 万
元，一个负责做，一个负责卖，还有一个负
责管理。 就这样，他们的切糕淘宝专卖店就
在租来的一间民房里开张了。

创业之初，阿迪力白天上课，晚上做切

糕，常常一忙就是一个通宵。 但网店的发展
受限，导致切糕销售情况一直不理想，甚至
还曾走入低谷。他回忆：“2013 年 8 月，有两
周时间，每天只能卖出几十元的切糕，几乎
连饭都吃不起。 ”

“熬一熬就过去了。 ”那段日子，他坚持
从喀什购买原材料， 采用家族传统手工技
艺制作，并绞尽脑汁思考营销方案。 苦心经
营一年，总算换来了可观的销量和排名。 后
来，《舌尖上的中国 2》热播，切糕进入大众
视野，他的网店销量开始飙升，日销售额一
度超过 10万元。

把握好时机， 阿迪力迎来事业发展的
春天。 去年 5 月，3 人合伙的梦想起航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成立， 成员发展至今有 120
多人。今年“双 11”，“切糕王子”天猫旗舰店
成交额接近 400 万元。 产品遍布各大电商
平台，发展电视购物，研发属于自己的 APP
……在创业路上，他从未停下过脚步。

生活不那么苦了， 阿迪力却有新的烦
恼，“我们缺乏设备， 不能将切糕生产工业
化， 在兼顾产品原味和生产量上容易受到
影响。 ”

即使生产上的烦恼很多， 但他依然没
有忘记回馈社会。 去年 8 月， 云南鲁甸地
震，他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给灾区人民送去
了 5000公斤切糕。 （郑旋 吕锦平）

一块切糕的财富之旅

分享嘉宾：阿迪力·买买提吐热，新疆喀
什莎车县人，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率先
将切糕搬上电商平台， 并成为淘宝切糕
销售冠军。 随着《舌尖上的中国 2》的热
播，被网友称呼为“切糕王子”。

郝春山， 在工程机械上市公司工作十
余年， 任职海外子公司总经理及海外事业
部营销总经理， 负责的几个国家均达到公
司品牌市场占有率第一。

然而在事业稳定的时候却选择了主动
请辞回国下海创业， 这让很多亲朋好友感
到不解。 郝春山却认为，“有时候，放弃才能
看到另一片天。 ”他经常跟一起的朋友说，
“趁还年轻，不去付出，不去创造，不去追

求，不去挑战，怕老了后悔，人生就这一辈
子。 ”

2014年 8 月， 他与几名伙伴一同创建
了长沙天盾重工。

天盾重工是专业生产高空作业平台的
企业，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配件
于一身，目前公司不仅打开了国内市场，同
时产品已经销往海外，在沙特、卡塔尔、印
度尼西亚、新加坡、土耳其等地也已经确定

代理商，进行全球化推广。
但是，作为创业初级阶段，各方面的困

难很多，公司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团队的每
个人都倾注全部心血， 怎样让客户满意和
信任是一个关键的要素， 郝春山和员工开
会时经常说，“我们目前追求的不是数量，
而是质量，哪怕前期我们销售量小，但卖一
台设备就要拿回一个口碑！ ”

记得有一次， 客户的几台剪叉设备因
为靠近天盾重工工厂施工， 完工后打算停
放在公司库房。 设备因为在恶劣的工地施
工几天后， 到处都是混凝土和杂物堆放在
底盘的平台上。 郝春山下班发现这台设备
后， 主动与几名工人一同冲洗客户的旧车
垃圾。 那晚，看到郝春山拿着洗洁剂和刷子
卖力清洗设备的样子，员工都很感动，说有
这样的领导，不怕没有铁杆的客户。

现阶段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多半开始进
入下行通道， 而郝春山作为创业者独具慧
眼选择的项目为工程机械行业逆势上扬的
产品。 依靠着多年的国内外市场和管理经
验， 郝春山带领的天盾重工实现民族品牌
列入国际一流品牌队列也将指日可待。

（陈桃 吕锦平）

一次放弃，带来的另一片天

分享嘉宾：郝春山，曾在
某工程机械上市公司担
任海外市场总监， 现在
辞职下海创业， 成立长
沙天盾重工。 专业生产
高空作业平台， 致力于
打造国际一流的高空设
备民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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