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销售。所以企业间的相互借款要经过适当规划，否则有可能视同销售贷款服务而被征收增值税。

特别要注意：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个人无偿提供服务是不需要视同销售的。例

如老板借钱给公司，如果不收利息，是不征收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如果收利息，要出书面的借款合同，而且借

款利率不得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类借款利率。

四、营改增对不动产租赁和买卖有何影响？

2016 年 5月 1日，这个日期针对不动产租赁和买卖业务非常重要。在政策上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1、租房：对外出租的房子，如果是 2016 年 4 月 30 日之前取得的，按 5%交税。2016 年 5 月 1日之后取得

的房子，按照 11%交税。同样的价格开增值税发票就可以抵扣多一点。

2、买房：不买别人2016年4月31日之前取得的房子。比如A在4月20日买了房子，在5月25日卖给B105万，

其中可以抵扣 5%的税，而 B在 6月 25 日卖给C105 万，却可以抵扣 11%，那么同样都是 105 万的价格，B就

亏了 6个税点。

3、只有房地产公司购进的土地可以抵扣进项税。

五、营改增对技术转让、开发有何影响？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免收增值税。其中包含了技术转让和研发服务。研发服务涉及两种情况：A开发一项技术

并把产权卖给 B，B委托 A开发一项技术。两者分别按 17%和 6%征税，这是要区别开的。但对于企业来讲最大

的益处不是增值税，而是企业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凡是属于技术转让的，年技术所得额在 500 万以下

免征企业所得税，技术所得额在 500 万以上的部分减半增收企业所得税，这个才是对企业最重要的益处，因为它可

以免税。

六、税制改革的趋势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之后，紧接着还有其他改革。今年个
人所得税改革再一次提上日程。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核心制度是：

第一，税务局会对每一个人建立个人的收入档案，个人收入档案以身份证为编号；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

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

第三，将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双向申报制度；

第四，社会各部门与税务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

总结：从公司生产、经营角度来讲，我们就要做好税务筹划和税收管理，做好税收管理的目的是要确保公司不

多交一分钱，做好税务筹划的目的是在不多交的基础上尽量少交钱。接下来，同学们针对实际操作中的税务问题与

叶老师进行了交流互动。转眼 3个半小时的论坛将近尾声，同学们的求知热情丝毫不减。这既是非财务人员的财务

管理课，又是财务人员非财务的管理课，同学们都受益匪浅。

叶建平老师立足于财务数据，着眼于经营管理，给大家上了精彩的一课。财务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实用型学问，

它用数字管理业务，并在实践中发挥数据的魅力！ 

尚论坛
FORUM

互联网时代的股权设计观
记何德文老师作客华工管理论坛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正是学习的好时光。2016 年 9 月 2 日，七八点的首席股权架构

师何德文作客华工EMBA管理论坛，为同学们深度剖析“创业合伙人”的选配、锁定、动态

调整、退出。来自华工EMBA的 200 多名学员、校友及企业家高管齐聚 12 号楼 107，共享

这场豪华的交流盛宴。

何德文老师从人力资本、合伙人、股权分配、推出机制四大方面出发，深入浅出地与大家

分享了互联网时代的股权分配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何老师本次分享的精彩看点：

一、人力资本：企业价值 =人 +钱。

很多创业公司初期都是按照出资比例进行股权分配，而没有考虑创业团队内部的人力贡献。即是只有对钱的定价，而对人

的而定价是 0. 这样的股权分配模式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和传统分配习惯的认知，但是在项目运营一段时间后，却容易在合伙人

内部、融资等方面出现问题。《华为基本法》提出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创造了公司的全部价值。从价值创造上来讲，资

本只是价值创造的一个因素。劳动、知识、企业家，都是跟人相关的，华为提出来知识资本化，即知识也跟资本一样参与公司

剩余价值的分配。

因此，何老师指出，股权分配是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并提出了联网时代人力资本模式下股权分配的三板斧：

1、区分人力出资股东与货币出资股东

2、内部跟外部资本之间，不能按照同样的价格来分的时候，既要对钱定价，也要对人定价

3、人力占股，既要有进入机制，也要有调整机制与推出机制

二、合伙人

不管多强大的商业模式，也需要通过人这一因素来实现，合伙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何老师对寻找合伙人的

建议一针见血：

1 互相信任 ——是否应该和老朋友一起合伙开公司？身边好友知根知底，比较容易建立信任基础，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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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涵盖长江商学院高尔夫球队、复旦大学 EMBA 高尔夫协会、清华大学 EMBA 高尔夫协

会、暨南大学OK高尔夫球队、华南理工大学MAXAGV高尔夫球队、SAIF 校友会高尔夫俱乐部、北大

BIMBA国发院高尔夫、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EMBA高尔夫球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高尔夫

俱乐部、上海交大安泰EMBA高尔夫俱乐部、西安交通大学EMBA校友会、香港科技大学EMBA高尔

夫俱乐部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尔夫校队。

本次总决赛中，每个参赛高校的 10 名选手分成了 5组，采取 2轮 36 洞队际比杆赛的方式进行，第

1轮使用四人四球比杆赛形式，第 2轮使用四人两球比杆赛形式，两轮过后取各高校的最好 4组成绩记入

本轮各自总成绩中。本赛制不仅能够尽情地展现参赛队员们的球技，放大他们各自的技术优势，更能考验

队员与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充分体现团队意识。

虽然是首度加盟赛事，但是华工 EMBA 高球代表队的队员们精神抖擞，在一众老牌精英队伍面前

毫不逊色，沉着应战，精彩目不暇接。队员们都沉着从容地施展技艺，适应超快的推球速度，尽管有时

小球擦洞而过，但长推或切进洞的呐喊声仍是不绝于耳。最终，凭借着扎实的球技和坚韧的精神，华工

EMBA高球代表队在决赛轮交出 335 杆，以 642 杆的总成绩，杀入前三获得团体总杆季军。首秀惊艳为

本场赛事增添了精彩的一笔，也鼓舞了华工EMBA高球协会的众多小伙伴们。而本届冠军由中欧校友高

尔夫俱乐部以总成绩 635 杆（+59），两杆优势惊险夺得，卫冕冠军长江商学院高尔夫球队则以总成绩

637 杆（+61）获得亚军。喜讯传来，现场一片欢呼。

同时，华工 EMBA赵士英和黄丹宇组合、龚杰鹏和黄育辉组合分别以 80 杆（+8）、81 杆（+9）

的好成绩，包揽了最佳拍档奖第二名和第三名。

“第十八届中国名校 EMBA高尔夫联盟总决赛·2016 旭辉杯”圆满落幕。正如本届赛事主题“联

盟担商道、挥杆见真情”所言，在这个商界精英荟萃的平台上，我们不仅为荣誉而战，更是通过以球会友

的形式，促进与兄弟商学院的交流和合作，共同的兴趣爱好成为我们之间的联结纽带，带动着新的交流与

合作。期待明年，我们再一起挥杆，共叙情谊！

《六祖坛经》里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 , 恰如求兔角。佛教教义浩如烟海，其中包含很多鲜活的理念

和实用性很强的思想。因此，以出世间的智慧来指导世间的事业 ,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现代企业家必修的一门功课。

2016 年 9月 23 日，华工EMBA女生协会慧兰荟 9月讲座在 12 号楼 105 圆满举行。本次论坛由慧兰荟常务副部长朱桑

同学主持，主讲嘉宾黄茂慧同学由自身经历出发，娓娓道来，从佛法的视角为大家分析企业经营出现的问题。精彩内容涵盖企

业内在实力与外部资源的问题，企业的生存、发展、持续的问题、企业有效管理的问题。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本次讲座精彩

看点：

一、如何正确认识佛法

佛法是智信，而非迷信。从迷信到智信，需要经过听闻、思维。佛为觉者，觉者不迷，佛性人人皆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佛法的本质。黄茂慧同学从释迦牟尼和爱因斯坦、杨振宁等一众科学名人的观点追本溯源，为大家引出了佛法的本质。

二、企业的内在实力与外部资源

1、企业的内在实力的提升需要做到“戒”“定”“慧三字：”

“戒”解决了企业该做什么、不该什么做的问题。 

“定”解决了企业应该专注做什么的问题。 

“慧”解决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由“执我”到“无我”
华工EMBA女生协会慧兰荟9月讲座
《用佛法的视角分析企业经营出现的问题》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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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吃饭了！夜色降临下的大鹏云海此刻就是吃货的天堂。不得不说生活委员亲订的菜单就是贴心

（比起山庄提供的菜单，我们深刻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步入餐厅迎面而来的是华工

EMBA 深圳中心精心准备的 2 年学习回顾展，PPT 上的每一个画面都可以引发大量话题与评论。

在晚会正式开始之前，班委代表全体同学为杨沛安老师和廉雪佩女士献上礼物（从尼泊尔带回来的

礼物，明明是丝巾，可怎么看是哈达），感谢师者辛勤的付出！

在祝酒环节，杨老师回忆了同学

们面试、学习期间的点点滴滴，并提

到在过去的 2 年，我们见证同学们蒸

蒸日上：有的同学公司已经上市，有

的同学公司即将上市，有的同学公司

并入上市公司，有的同学公司引入战

略投资，有的同学开始创业，有的同

学走上更高领导岗位，有的同学出任

人大代表等等。我们祝贺同学们的幸

福人生，祝福同学们在华工 EMBA

收获智慧与启迪，更拥有相亲相爱的

彼此（由衷感谢学霸班的创始人杨老

师）。

班级精神的代言人班长沈叶明随后致辞：今晚我们穿着大花裤、大花裙相聚在云海山庄，呼应“花

样年华”的主题，恰同学花样，风华正茂，华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结课晚会是华工 EMBA 的

传统仪式，是结束更是开始，精彩刚刚开幕，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进入后 EMBA 时光（是结束也是开始，

班长你的国学商道可以不用修了）。

席间觥筹交错，各位的杯子颜色大不相同（我们就是这样和而不同），我干了，你随意。在大快朵

颐之后，进入了由樊秀香、刘斌、蒋建军联袂主持的结业感言环节（班级重大活动通常安排 2 位主持人，

只有特别重大活动才有此规格）。每个同学发言的精彩和感动就像我们班的奥斯卡（抱歉啦，在这里我们

打算珍藏起来，不发布）。

在晚宴的最后环节，被誉为“学霸班”的全体同学一致达成如下新共识：拟于 11月举办的毕业旅游——

“月城之约”；拟每月一期的“梧桐读书会”；不定期举办的“知行合一徒步”；每个季度欢聚一次的“四

季荟”。

接下来晚会进入“绽放”环节，在听涛厅，各位进入“跨界歌王”赛。同学们或唱，或跳，或站，或坐。

在大鹏云海，在金秋九月，在一起，再出发！

2016 年 11 月 26 日，第二届华南 EMBA 足球联赛圆满落幕。在长达２个月的赛季里，华工 EMBA 代表队

的队员们在陈松辉会长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快乐足球，健康人生”的体育精神，默契配

合，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取得第三名的佳绩，为华工 EMBA 足球协会的发展和壮大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里没有无敌风景，只有茵茵草地；

这里没有美酒咖啡，只有挥汗如雨；

但是，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冷雨，总有这样一群人在足球场上“受虐”！是怎样的信念与激情，让这样一

支平均年龄超过 40 岁的队伍，全力以赴的为每一场比赛拼搏，奋战到最后一分钟 ...... 太多的豪情，太多的艰辛，

我们或许无法体会，但这个赛季，他们奔跑的身影，再一次让我们深深感动！

本次联赛由华南 EMBA  足球协会主办，广东省足球产业协会承办，在这场“共叙友谊、畅想未来”的联赛中，

各方实力皆不容小觑，华工 EMBA 足球代表队先后与中大管院、厦大北邮、暨大、长江商学院、中大岭院等五支

兄弟学校精英球队进行精彩角逐。

本次华工 EMBA 参赛球员涵盖了很多热爱足球的学员和校友。共同的爱好使大家走到一起。无数场精彩的比

赛见证着我们一路走来的感动和付出，在一次次的比赛和总结中，我们共同进步，续写华工 EMBA 的辉煌。

尤其是最后一场比赛对战中大岭院过程中，纵使阴雨连绵，寒风刺骨，球员们对足球的热爱和为荣誉而战的

决心仍然丝毫不减。球员们穿着橙色球衣，早早来到赛场，进行热身运动。

风雨兼程，激情盛放
热烈祝贺华工EMBA足球代表队获得

第二届华南EMBA足球联赛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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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收获篇

写下感悟与体验，让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事业上、生活上能够时刻记住而且时刻行动着。德国之行，

除了学到了工业 4.0 创新的知识外，还长了智慧和见识，更加懂得生活艺术和哲理。

首先，学会了慢…………生活。慢不代表没有效率，而是代表认真、严谨、细心、眼光长远、完美。德国

人的规划不是短期的，而是长远的，不是 5年或 10 年大计，是 100 年甚至 100 年以上的大计。所以他们每做

一个项目，可以从计划到研讨到分析到咨询上花上 10 年甚至 20 年的时间去完成一个项目计划书，一旦确定、

建设、完工可以用上 100 多年不过时不落后。

而我们呢！只需要一天或者某一领导头脑发热，一拍案台，就定出一个项目计划，然后进工、建设、完工、

验收，过 2到 3年，换届换领导后，就拆、重建、扩建、改建等，打着城市化进程，搞得全城乱成一锅粥，人

民每天生活在建设的尘土飞扬的城市当中，苦不堪言。

第二，德国人的专注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会在某一个领域上专注下去，坚持下去。大到奔驰、宝马、

水泵、化工等……，小到农貝、开 ' 瓶器、指甲刀……，他们不跟风，专心做自己的事业，而且做到最好，他们

不断创新求变可以专注延续上百年历史，这样的精神注入了德国人的基因里，代代传承。

我们呢！创新少，复制品多。因为创新要花时间、花精力、花钱，所以大家就跟风，复制，再复制。因为

即使你创新了，马上被别人复制，专利得不到保护，法律处罚又轻，造成国家人才越来越少，每个人都停止思考

和创新，创业又得不到支持和援助，层出不同的政府收费、打压、几十个不同部门的检查，累死了企业又累死了

工人，走佬的企业老板一大批，讨薪的工人一大批，变成恶性循环，看得心疼。

第三、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十分强。用他们的水来说明这一点，他们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不论是家庭的垃

圾分类还是企业的环保达标，都做得非常好。国家从小培养教育国人的环保意识，并付之行动上，不是停留在口

上、书面上、标语上、形式上的。他们每个家庭每个人每天把垃圾分类好，然后扔到不同的垃圾筒里，多到几十

类，他们的行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做给自己及子女看的，因为以身作侧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他们的工业建筑

用心体验，
学无止境
德国游学感悟

几乎没有垃圾，因为他们会把费料用在不同的地方上，用来盖围墙、填路基、或者捣碎再用。资源的保护与善用已

经植入了每个人德国人的心里面。

我们呢！工业垃圾之多，拆完又拆，车一堆填在山沟里，污水横流，生活用水也得不到保证，人民生活在水脏

火热之中，政府的环保工作真是累死了检查人员，又累死了人民。归根到底没有严明的法纪处罚，如果排污的判无

期或重刑，排污的不排，检查的休息，多好啊！

第四，德国的服务意识强。他们的每一件物品、每一样设施、每做一件事、每一个行动都站在“人”上，真正

做到以人为本。从开门的手把设计完全配合手形到各种服务上的贴心、用心都会让你超出想象。在餐厅吃饭听到钢

琴声，他们会问你好听吗？！如果你说钢琴在身边就更好了，他们真的就叫四人大汉把钢琴搬到你身边。如果你的

子女插班，没有合适的班可插，他们会为你的子女开设一个班，而且这个班只有你的孩子一个人。（这是何导生活

在德国几十年的真实故事，我没看到！）我看到的是在参观啤酒厂的期间，那位德国人的一个小小举动打动了我。

当老师把一袋二袋的包包衣服放在坐位上，老师连坐的空间都没有时，他马上跑过来，示意帮忙存放，送上一个甜

甜的微笑。那贴 ' 心贴的贴的感觉，多么温暖和可人的笑容。

我们呢！服务越来越好，态度也越来越好，但缺的是“心”，用的是“表”。多数停留在表面上，有点皮笑肉

不笑的感觉。其实最多的好话也顶不过一个真心的微笑。

第五，德国人温和、平静、不急不燥。做什么都不着急，可能救火救命的时刻急吧 ！做完一件事再做一件，等

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无论等饭吃、等车、等人、等……。

我们呢！要快……，越快越好。恨不得一天做完一年的事，那管它做得好不好。恨不得一天可以赚一年的钱，

恨不得一秒就能成功。快……成为习惯，所以不堪忍受等待，因为时间有限，安排的事情太多，所以造成急功近利，

人民心浮气燥，静不下心去思考如何做好一件事情。太赶的时间落差，造成坏的情绪，然后开始恶性循环，越变越坏，

全城浮动，没有了生活的平和气氛。

我在德国学会了平和的心态，平静温和待人处事，用心学习，用心游历，用心待人，用心做事，这就是我的最

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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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恰恰对成本的控制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在李春田看来，酒店行业是互联网整合度很低的

一个行业，究其原因一是大企业“船大难掉头”，二是小的企业没有实力而不敢去尝试。

在互联网风潮的席卷下，短租公寓风生水起，除了本土的小猪、木鸟、途家等多家互联网短租公司外，

还有来自海外巨头闯入者的威胁。2015 年 8 月，全球房屋短租平台的AIRBNB宣布，引入红杉资本中

国与宽带资本两家中国战略合作伙伴，正式进军中国市场。 

XBED的优势——多样性

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李春田表示 XBED的优势在于多样性。XBED无处不在的客房目前为

止都没有两间长得一模一样的房。这个“X”可能代表未知的，可能是性感的。

李春田详细阐述了 XBED的独特模式，首先 XBED的“运营去实体化”让客房可以无限分散，但

是XBED将订房、门卡、收费等等所有东西集中到互联网平台上，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前台、XBED在全

球的客房都会是这样“服务互联网化”的酒店形式，而“体验去标准化”则增加了消费者入住的舒适度

与给予他们更多的选择性，这些都体现了XBED的“X”。

XBED在运营上为房东和业主带来的一是收益，二是更省心，三是保养，房间始终处于良好状态。

XBED还有一个绘梦师平台，整合了一批优秀的设计师，为业主的内部装修设计。XBED的客人入住体

验都是相当自如的，但是其实XBED的配套服务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只是不会出现在客人面前。

如果说XBED所搭建的是一个服务于房东与房客的交易平台，XBED旗下的“丽家会”则是一个“隐

形”的客房服务员联盟。“丽家会”是将周边的人力与服务资源整合进来，通过互联网共享的形式有效利用，

除了退房，客户还可以通过“一键打扫”像呼叫专车司机一样呼叫人员上门服务。

古有孔子周游列国集众家之所长，现有华工EMBA参访融各行业之精华。通过参访交流活动，同学

们将课堂吸收的最新管理知识融合到自身的工作体系中，知行合一。同时，通过各行业精英的交流碰撞，

华工EMBA为同学们创造了一个资源整合的交流平台，促进行业内的资源共享和行业间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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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MBA（六）班、2014EMBA（三）班走进XBED

2016 年 8 月 20 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 EMBA2015（6）班、2014（3）班的同学们，在工商管理学院李志

宏副院长的带领之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第一家互联网酒店——搜床科技 (XBED) 集团进行参访交流。

搜床科技(XBED)集团创始人兼CEO李春田为大家做了关于《有限服务酒店趋势及互联网+》的精彩专题分享。

“酒店发展遭遇成本危机”

在李春田看来，有限服务酒店在大城市的发展逐渐遭遇“成本危机”，随着酒店运营的物业成本、人工成本、

装修成本不断上涨，消费者体验需求升级，经济型酒店在大型城市中心的经营利润逐渐下滑，于是纷纷转战三四线

城市。成本与买方态度是支撑一个商业模型的关键。

“去实体化运营”

而与此同时，互联网正推动着酒店行业的“去实体化”。“去实体化”能有效的帮助酒店摊薄成本。“实体化”

三字其实包含了许多不必要的成本。首先是拿整栋楼去改造成酒店是一种很耗费资源的行为；其次是酒店运营格局上，

除了打扫卫生的客房大姐以外，其它的都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代替运营的。

互联网酒店商业模式思考

李春田对其商业模式的思考更加简化。他认为，传统酒店的门童、前台、保安都是酒店买断了他们的时间来进

行工作，但他们更多的都是处于等待的状态；酒店门面装修得豪华，这些做法都是增加了酒店的运营成本，而这些

成本其实也是消费者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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