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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blockchain的技术发展和市场蓬勃增⻓长，隐性货币在投
资领域出现新的机会。传统经济改变了了⾃自身的经济形式，在
数字世界新的价值不不断出现，并且在该过程中分散技术发挥
显著作⽤用，隐性货币和数字代币正反映了了该现象。⼤大家越来
越把他们称之为“隐性或数字资产”。 

⼤大多数私⼈人投资者,甚⾄至很多专业市场投资参与者没有⾜足够了了解隐性货币市场或难以在⼤大量量的投资对象中做

出选择。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拥有这合法、安全并且简单易易⽤用的⼯工具同时，不不错过赚取额外收⼊入的机会。

专业市场数据(证券管理理和交易易者)往往还不不够开放给潜在客户和投资者，担⼼心控制器器效果不不具有综合技术

(软件)⼿手段来解决 有效资⾦金金管理理和客户关系。 

因此,我们开发了了Tokenbox的项⽬目概念，Tokenbox - 信托管理理经济系统，该系统⼀一⽅方⾯面统⼀一了了投资者，另

⼀一⽅方⾯面隐性货币基⾦金金是专业的管理理者和交易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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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潜在投资者，基⾦金金以及交易易

者所设计的独特的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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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2009年年基于blockchain 的技术改⾰革，Satoshi Nakomoto 创造了了⽐比特币（Bitcoin）的⽀支付系统, 这个1

系统完全有潜⼒力力改造世界⾦金金融服务 基础设施。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是记录所有存储在⼤大部2

分电脑合并到⽹网络节点 (P2P)交易易的记录簿(“会计书”)。所有通信⽹网络内均使⽤用密码来鉴定发件
⼈人和收件⼈人⼀一致，与此同时保护交易易数据。 

Blockchain的核⼼心技术优势－抗伪造记录。因为数据存储分散，想要成功攻击潜在⼊入侵者需要具备很⾼高的

硬件资源。  

blockchain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多种多样:⾦金金融服务、贸易易、物流、认证规则、国家管理理要素。创造新的隐性

资产的可能性是blockchain技术应⽤用 有前途的选择之⼀一。实现作为分散虚拟机器器的Ethereum平台成为该

领域不不连续的技术。  

Ethereum平台允许创建和使⽤用smart合同以及发⾏行行⾃自⼰己的代币（隐性资产）。smart合同－在blockchain内

展开的程序，在某⼀一事件的基础上存储和保障该blockchain程序内部的转换价值。这种价值可以是借助专

⽤用程序代码创造的代币，然后把他们分配给你和其他⽤用户属性。个⼈人代币（隐性资产）可以提供给全世界,

他们可能是有吸引⼒力力的投资机会,同时完成许多功能:计算功能,所有权份额和投票权等等。 

应当指出, blockchain技术要求⽤用户⼴广泛收集技能:具备基本计算机知识、信息安全原理理、了了解基础投资原

则。隐性市场周围基础设施多样化 (交易易所、隐性资产存放服务、媒体、顾问等), 但却⽀支离破碎。需要隐性

市场专业参与者努⼒力力建⽴立和发展基础设施,获得潜在投资者和⼴广⼤大⽤用户的信任。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浏览⽇日期： 2017.08.10)1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future_of_financial_infrastructure.pdf (10.08.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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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认为急需⼀一个⼯工具,来确保有效管理理隐性市场⾥里里私⼈人和机构投资⼈人的资产，从⽽而使更更⼴广泛的⽤用
户进⼊入这个市场。毫⽆无疑问Tokenbox将会成为这个⼯工具。



2. 市场分析和项⽬目前景

2. 市场分析和项⽬目前景 

⽬目前⼤大量量投资者和企业认识到了了blockchain技术真正的潜⼒力力，相⽐比传统的资本市场，隐性资产市场扩⼤大速

度⾮非常快。2017年年上半年年贸易易额在专业交易易所增⻓长10倍以上，在6⽉月时已突破5亿美元，与此同时所有隐性

资产总市值从18亿美元提⾼高到110 + 亿美元(⻅见图。1)，总计增⻓长超过600%。为了了⽐比较，S&P 500指数同期相

⽐比仅增加10%(参⻅见图2)。 
 

图1. 2017年年隐性货币市场资本增⻓长趋势 ( 新) 。 1

 

图2. D2017年年 S&P 500趋势 。 2

 https://coinmarketcap.com/charts/ (01.07.2017).1

 https://www.bloomberg.com/quote/SPX:IND (01.07.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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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分析和项⽬目前景

⽤用户数量量和成熟适⽤用的基础设施是隐性资本⾮非常重要的特性。例例如，据Payspacemagazine⻔门户数据，⽐比

特币（Bitcoin）钱包⽤用户数量量已达到41000000⼈人次。还有更更为保守的估计。独⽴立研究公司Coinbase和

ARK Invest Research在2017年年年年初的研究表明，全世界超过10000000⼈人拥有⽐比特币（Bitcoin）。并且仅

仅在2017年年6⽉月Coinbase客户群增加超过25%。 

我们将引⽤用剑桥替代⾦金金融中⼼心（CCAF）在2017年年第⼆二季度作出的报表中 重要的数据  即积极使⽤用隐性货1

币的⼈人数⼤大⼤大增加并且接近⼈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 

• 积极使⽤用隐性货币的⼈人数从2013年年的600000 - 2600000增加⾄至2017年年的5800000－ 11500000⼆二

⼗十六个隐性货币钱包的操作员参与问卷调查,其中包括运营商：Airbitz Armory，Bitgo，

Blockchain，Coinbase，Greenaddress Ledger，Jaxx Mycelium Samourai和Xapo) 

• ⾄至少1876⼈人在隐性货币⾏行行业进⾏行行全职⼯工作，⽽而实际指标可能⼤大⼤大超过2000⼈人，主要考虑⼤大型矿区和

其他公司不不提供数据⾃自⼰己研究⼯工作者的数据。 

• 81%钱包供应商位于北北美和欧洲地区,但是在这些地区⽤用户只占61%(31%的⽤用户在欧洲和30%的⽤用户在

北北美洲)。20%的⽤用户居住在亚太地区还有13%—－拉丁美洲国家。 

因此，已经可以说隐性市场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到2017年年中期,全世界已经有超过80个交易易所在进⾏行行隐性货币贸易易。 . 2

市场的快速增⻓长不不仅吸引私⼈人投资者,⽽而且还有更更多的专业参与者。交易易所，经纪投资公司和基⾦金金致⼒力力于向

投资者提供市场数据访问。 

隐性市场专业资产管理理服务需求显示良好势态。Google Trends的数据事实证实它是良好的信息来源。下

⾯面是世界各地⽤用户相关课题需求动态:  

  

需求: “cryptocurrency fund” 

 https://www.jbs.cam.ac.uk/fileadmin/user_upload/research/centres/alternative-finance/1

downloads/2017-global-cryptocurrency-benchmarking-study.pdf

 https://coinmarketcap.com/currencies/bitcoin/#markets2

 ⻚页  / 6 34



2. 市场分析和项⽬目前景

  

需求: “crypto fund” 

现有投资隐性资产的各类基⾦金金 (对冲基⾦金金、ETF经典基⾦金金、封闭式基⾦金金、直接投资⻛风险基⾦金金)。代币基⾦金金是独

⽴立的和暂时的少部分基⾦金金。其主要特点是，投资者购买基⾦金金份额，得到代币作为该份额所有权的证明。在

第⼀一批隐性货币基⾦金金中，基⾦金金管理理建⽴立在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和智能合同上，值得列列举出⼀一些成

功的项⽬目，⽐比如The Token Fund (现存)  、Satoshi Fund (宣布将在2019 年年关闭基⾦金金, 不不接受新⼀一轮投资1

者)  、TaaS (已经关闭)  。我们认为，正是代币基⾦金金，在⾃自⼰己的事业上实施分散和开放原则，专业投资管2 3

理理服务将⽇日益成为市场领袖的。 

代币基⾦金金的优势在哪⾥里里呢？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列列举出了了这种结构的基本可能性和特点：

特点 描述

资产阶级所投资基⾦金金 任何⼀一种代币资产(隐性货币、代币股票、代币债券、原料料代币所
有权、贵⾦金金属、不不动产、知识产权对象)

基⾦金金运作周期 任意的，不不限制时间

投资者可以获得的基⾦金金类型 公开的、封闭的、公司的、私⼈人的

基⾦金金类型(投资范畴) 任何⼀一类投资者,⽆无论投资⾦金金额 (限制可能只是隐性资产市场本身的
容量量)。合格投资者和⼩小型私⼈人投资者(零售业)都可以使⽤用该基⾦金金。

 http://thetoken.io/ (10.08.2017).1

 https://satoshi.fund/ (10.08.2017).2

 http://taas.fund/ (10.08.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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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分析和项⽬目前景

根据专家预测在2017年年第⼆二季度开始，隐性资本已经注⼊入10%的资⾦金金投⼊入，构成投资基⾦金金，据预测，在未来

三年年的市场份额只会上升 .  1

基⾦金金类型(战略略管理理) 任何战略略管理理(指数基⾦金金、积极管理理策略略、算法贸易易、仲裁战略略)

接收和返回投资者的资⾦金金 指定货币, 隐性货币, 代币

基⾦金金⾥里里投资者份额所有权证
明

以代币基⾦金金的形式.  
1代币基⾦金金价值等于账户内基⾦金金总价值 (资本化)除以代币总数量量。 
代币基⾦金金作为隐性资产可以进⼊入组织市场。代币基⾦金金储存的安全性
和交易易历史的真实性是由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保障的。

结算过程⾃自动化 接收投资者资⾦金金，发放代币(份额)以及反向资⾦金金⽀支付过程全⾃自动操
作:付款过程与智能合同基⾦金金有关。同样借助于智能化的合同⾃自动
征收⼿手续费。

基⾦金金投资组合的资产核算⾃自
动化

资产价值存储账户、证券基⾦金金(贸易易)账户及资⾦金金,专⻔门⽤用于完成票
据，⾃自动计算。 
在blockchain技术平台读取账户余额 (平衡)，⾃自动读出相关贸易易平
台的市场实时价格。

⾃自动⽣生成客户报告 考虑所有基⾦金金的历史交易易计算每个独⽴立客户的实际收益率。 
⾃自动形成报表，该报表包括账户成分、其变化、账户管理理的有效指
标。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052276-cryptocurrency-funds-arrived-bringing-wall-street-1

money/ (10.0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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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kenbox概述

 
 
快速增⻓长的市场，以及隐性货币在⽴立法层⾯面得到⼤大量量国家  的承认，⾃自然会导致专业管理理隐1

性资产的服务需求急剧增加。上述事实表明需要及时建⽴立经济系统可靠的信托- Tokenbox。 

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市场，参与它的发展，⽤用时间来建设⼀一种独特东⻄西。 
 

 

3. Tokenbox概述 

经济系统 

Tokenbox – 是结合了了在专业证券交易易员以及投资者管理理下的隐性货币基⾦金金的经济系统。 

投资者在隐性市场可以获得更更好的资⾦金金控制策略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高度安全性。证券经理理和交易易员，

其中还包括团队⾥里里的专业⼈人员均为创建⾃自⼰己的代币基⾦金金做好了了准备，他们专业、开放以及遵守法律律法规。 

Tokenbox提供技术决策使基⾦金金管理理过程和基⾦金金发展更更有效率并且更更安全。因此，根据⾃自⼰己喜好以及⻛风险和

收益⽐比，投资者可以选择合法的且经过审查的基⾦金金。 

  

请看第7章来了了解Tokenbox功能的展开计划。不不是下⾯面所描述的所有功能和优势，都会在启动后开通。 

Tokenbox基⾦金金管理理者和交易易员提供了了下列列可能： 

 瑞⼠士、⽇日本、新加坡、英国、芬兰、澳⼤大利利亚、欧盟各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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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kenbox概述

1. 在相应法律律基础设施框架下与Tokenbox协作。Tokenbox，这是“伞状”平台，⾥里里边有基⾦金金和交易易员。

Tokenbox为创建基⾦金金，发⾏行行⾃自⼰己的代币，及在法律律结构中其后续市场发展提供法律律注册功能。这可使

基⾦金金和交易易员优化⾃自⼰己在注册⾏行行为上的的⽀支出。 

2. KYC/AML。Tokenbox将代表基⾦金金和交易易员为投资者完成或是组织KYC/AML，同时发展并使⽤用必要的

数据检查系统。 

3. 基于接受使⽤用个⼈人代币的智能合同，可以与投资者进⾏行行互相结算。 

4. 获得内部和外部的流动性。允许使⽤用内部流动: 

• 降低交易易成本。必要时进⾏行行单独销售业务，在对外贸易易平台交易易者不不必⽀支付在内部账户平台输

⼊入和输出的资⾦金金。并且与其它服务⽅方相⽐比，我们将为内部的资⾦金金流动提供⼩小额利利息。 

• 提⾼高安全性。利利⽤用内部流动性，隐性资产容量量减⼩小，在隐性资产的控制下能够暂时的获得外部

服务(交易易所)。降低技术故障的影响⻛风险以及进⾏行行交易易时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延误。 
 
外部流动性保障组织市场准⼊入(交易易所)使⽤用公司帐户，允许获得提⾼高限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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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例如,交易易员决定启动基⾦金金，名为“Mark&Robert Coin Fund”。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成⽴立的基

⾦金金将会⽣生成智能合同，在Ethereum的平台发⾏行行标准ERC 20代币。交易易员认定，这种代币有

“MRCF”⾃自动报价机。这种代币是模拟股份基⾦金金， 其价值取决于收⼊入和资产总额的动态变化，

但不不取决于投资者的数量量和购买代币的数量量。投资者可以购买MRCF代币、储存、输送和偿

还。代币也可以流向有组织的市场－交易易所。



3. Tokenbox概述

5. 投资管理理软件⽀支持。此时可以谈论软件总和(请根据具体基⾦金金需要提供可选): 

• 商业终端，采⽤用不不同策略略适应交易易者的需求(证券投资，算法贸易易，仲裁操作，积极的每⽇日内部

贸易易等); 

• 预测分析⼯工具(内置模块,后台测试参数和测试各类贸易易战略略,分析师等); 

• 客户交互系统和客户分析员(如基⾦金金建⽴立和分发报表，以及为客户信息传播，分析到来和已有投

资动态、客户区域归属等)。 

 

6. 市场准⼊入ICO公司:集中化和企业⽅方法可以获得 佳价值代币项⽬目(奖⾦金金、折扣和保证购买)。Tokenbox

确保项⽬目进⼊入平台，也提供代币服务、加⼯工、审核、安全认证。 

7. 销售⽀支持在普遍Tokenbox营销策略略内获得⼤大量量相关联的⼈人进⾏行行全球社会投资 

8. 评级系统,能使投资者在选择基⾦金金做出合理理的决定。这个评级能够让资本总额很⼩小的基⾦金金和具有类似排

⾏行行的⼤大量量参与者竞争。该评级系统还可以避免出现投资者的期望违背了了他的策略略情况。例例如, 基⾦金金战略略

可能向基⾦金金内仅仅纳⼊入隐性货币，总资产提⾼高超过5亿美元。投资者并不不会预测隐性资产交易易流动性较

⼩小，因此产⽣生更更冒险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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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设计与实际应⽤用 (The Token Fund为背景) Tokenbox平台技术基础设施由以下⼏几个主要

模块构成: 

• 代币基⾦金金智能合同; 

• 接收投资和⽀支付给投资者资⾦金金; 

• 代币基⾦金金成本计算和控制系统; 

• 控制余额中的隐性资本总量量和市场总值的分析程序; 

• 系统为每个基⾦金金客户单独计算收益率; 

• ⽤用于贮存ETH和标准为 ERC-20代币的钱包。

在Tokenbox平台能够创建哪些类型的基⾦金金? 

第⼀一,如上所述,隐性货币基⾦金金: 

• 积极交易易管理理的投资基⾦金金 (⽐比如— mutual fund); 

• 指数基⾦金金,包括代币交易易所交易易 (⽐比如—ETF); 

• 积极遵循交易易者策略略的基⾦金金，包括算法交易易、⾃自动化贸易易；



3. Tokenbox概述

 

Tokenbox为私⼈人和机构投资者提供以下可能性: 

1. 使⽤用法定货币和传统⽀支付系统登录到分散经济内集成化到银⾏行行系统的安全密匙。平台内部投资者可以

将法定货币  兑换成隐性货币和代币，以及进⾏行行对向操作。 1

2. 多币种钱包带有数字资产安全存储功能。客户可以为主要的隐性货币和代币创建通⽤用钱包。为了了⽅方便便

⽤用户对客户提供两种类型的钱包: 

• «简单»钱包: 在这种⽅方案中，得到⽤用户同意时钱包钥匙存储在平台内。 

• «专业»钱包: 这使⽤用这种类型的钱包时，钥匙存储在⽤用户⼿手中。 

  

3. 多级安全系统 :  2

• 所有的交易易者在系统注册时必须进⾏行行due diligence 来管理理资⾦金金; 

• 在电脑安全和隐性资产安全存储领域接受更更好的实践; 

• ⿎鼓励⾏行行业领导及专家顾问强制性定期进⾏行行系统的安全审核； 

• 基⾦金金管理理⼈人员和交易易员不不获得“具有”客户资⾦金金的权利利，可以为完成贸易易交易易的⽬目的创建“轻松”钱

包（保存使⽤用平台的钥匙）。交易易员管理理的所有资产，在Tokenbox的管理理下，由统⼀一的组织

（法⼈人）保存，或者可以在专业保存⼈人的保护下（受托者）存储。 

4. 评级制度和“顾问”服务，帮助投资者在Tokenbox管理理者和基⾦金金市场上做出正确的选择  
 

⽬目前推进隐性货币和代币兑换服务分散项⽬目的各设计团队有条不不紊的进⾏行行⼯工作。 

未来这种系统能够建设其他信托管理理经济系统，在这个信托管理理系统内将管理理投资者的资

⾦金金，在此同时不不具有暂时拥有资⾦金金数据的权利利。 

Tokenbox团队时刻跟踪研究新的技术可能性并且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仪器器。

 法定货币: USD, EUR, CHY, CHF1

 安全性作为⼀一个战略略优势，将会使Tokenbox团队达到更更⾼高成就获得更更多⽀支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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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预计blockchain技术的发展和实际资产的代币化在不不久的将来能够使Tokenbox平

台组织以下类型的基⾦金金: 

• 关闭的不不动产基⾦金金（和租赁的收⼊入成本); 

• 保守的投资基⾦金金(法定货币和传统⾦金金融市场的债务⼯工具); 

• 对冲基⾦金金、直接投资等。



3. Tokenbox概述

评分系统的基本标准来： 

• 战略略收⼊入(回顾性的选择时期,展示不不同的市场阶段,等等); 

• ⻛风险管理理(资产分类、资本交易易份额、 ⼤大下沉选择期间等); 

• 战略略描述 (完整性、真实性,存在历史应⽤用策略略)。 

“顾问”服务将根据投资者提出的参数启动优化算法，并根据投资⾦金金额，投资周期，经验，对⻛风险的欲望

等，通知投资者关于选择基⾦金金 优标准。 
 

5. 舒适、现代和直观的平台界⾯面。Tokenbox是由移动设备组合、桌⾯面和不不同操作系统⽹网络版本构成的。 

6. ICO市场准⼊入－为投资者建⽴立的公司。Tokenbox是开放平台，并且可以允许进⾏行行ICO/ITO/TGE的公司

为了了⽤用户参与⼤大众投资平台承载项⽬目数据。投资者可以安全的投资到ICO/ITO/TGE并且购买项⽬目钱币/

代币，包括存储数量量(保证投资者获得⽅方便便⾃自⼰己的时间)。

 

如果您对项⽬目实施的技术细节感兴趣，建议您参考“技术平台说明”第五章。 

”同时建议看看我们准备实施如此规模项⽬目团队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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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风险管理理系统是保护投资者利利益的追加资⾦金金。这不不取决于交易易者，Tokenbox平台内

部系统不不允许这些交易易员完成和传统战略略对⽴立的交易易 (如果这种限制在其兑现的背景下)。 

因此，基⾦金金客户－投资者相信他们选择的基⾦金金确实是遵循了了我的策略略,客户认为这种策略略对

⾃自⼰己来说是最佳的⻛风险关系和潜在收⼊入。 



4. 团队和背景

4.团队和背景 

Tokenbox团队创始⼈人已经在隐性资产投资管理理领域具有成功开发项⽬目的经验。在市场上展示: 现有团队产

品－The Token Fund，还有来⾃自Zerion公司流⾏行行的软件CryptoTrader。 
 

The Token Fund  – 这是代币化投资基⾦金金，允许投资分散经济中的隐性货币和代币。管理理基⾦金金、和投资者互1

相结算、充分利利⽤用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和智能合同监控平台管理理者⾏行行为的系统。创始⼈人基⾦金金是弗

拉基⽶米尔•斯⽶米尔克斯和维克多•什什帕科夫斯基。 

所有基⾦金金内部过程透明，⼤大⼤大归功于平台内智能合同Ethereum，其基⾦金金内部审核得以实现，源代码开放使

⽤用，甚⾄至是开放使⽤用专业程序保障。获得投资时由智能合同发⾏行行的代币基⾦金金，基⾦金金参与者是股票。基⾦金金本

身运作与经典股票投资基⾦金金类似 (英语：Mutual Fund)，⼴广泛投资于⾼高质量量的隐性资产光谱。⾃自动计算投资

回报，对投资者来说缺乏 ⼩小和 ⼤大⻔门槛。 

2017年年3⽉月24⽇日The Token Fund 正式开始运⾏行行，在基⾦金金管理理下资产总额超过⼆二百万美元，前四个⽉月基⾦金金运

⾏行行美元收⼊入⽐比 – 227% . 2

⼤大部分基⾦金金客户－ 是欧洲不不同国家的代表，中东和世界其他区域。⽬目前基⾦金金不不仅仅只针对美国客户进⾏行行合

作。 
 

Zerion  公司(EtherionLab前身) – 是快速发展的⾦金金融技术公司，依靠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基础在3

创建附件的领域⼗十分专业。（其中包括DApps）.  

Zerion公司具有⼤大量量程序控制领域的知识和在Ethereum平台开发智能合同的经验。还需要指出团队在技术

和组织⽀支持下列列项⽬目⼈人群销售⽅方⾯面成功的经验: TrueFlip，Waves, Humaniq, Po.et。公司已经在ICO市场上

市，并且在2015年年公司利利⽤用ICO帮助Waves平台。 

从事项⽬目开发,，们也明⽩白，这样雄⼼心勃勃的⽬目标需要聘请该领域⾸首席专家等，⽐比如: 

• 权利利许可; 

• 与投资者联系(关系); 

• 信息和⽹网络安全; 

• big- data和机器器学习; 

• 客户数据验证(KYC & AML)。 

因此, Tokenbox项⽬目将会把以专业和对现代技术具有深刻理理解⽽而闻名的顾问加⼊入协商委员会。 

诚挚欢迎您与Tokenbox团队相识: 

 http://thetoken.io/ (7.07.2017).1

 Information taken from the site https://thetoken.io/ as of July 23, 2017.2

 https://zerion.io/ (7.07.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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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施帕科夫斯基 
合作伙伴管理理 

和合作伙伴共同管理理 The Token Fund.。 
⽹网⻚页开发共同机构Digital360。 

facebook.com/shpakovskycom

  

⻢马克⻄西姆Lukutin 
⾸首席技术官 

10+年年软件开发,8+年年管理理职位,领导软件的Qiwi⾃自

助服务亭的发展,⼀一直在加密货币的主题，因为积

极兴趣2011. 

linkedin.com/in/maxim-lukutin 

  

弗拉基⽶米尔·斯梅梅尔基斯 
合作伙伴管理理 

和合作伙伴共同管理理 The Token Fund。 
合作管理理Brandship.me。国际发展前副总裁

Mail.ru Group。 

linkedin.com/in/smerkis 

  

伊⼽戈尔·多嘎诺夫 
⾦金金融家和分析师 

The Token Fund证券管理理。资本市场⼯工作经验10

年年以上。在投资公司开始职业⽣生涯,成为区域培训

中⼼心负责⼈人。注册评估师，在“开放”银⾏行行抵押部⻔门

担任领导职务。 

facebook.com/igor.doganov 

  

帕维尔·萨拉斯 
⾏行行政总裁 

领导eTorro区域分处。在拉丁美洲发展过Alpari和

GKFX商业。担任过阿尔法银⾏行行场外市场销售和发

展副总统。 

linkedin.com/in/pavel-salas-14423512

  

尤⾦金金·尤⾥里里耶夫 
产品开发总监 

Bikelane Studio与Miami公司创始⼈人之⼀一,主导企

业视觉形象和创建应⽤用程序UI、⼤大型体育公司以

及初创财政增⻓长。 

linkedin.com/in/deusdic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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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里*科尔图诺夫 
前端开发⼈人员 

3+年年的前端开发。 Mel的前端开发⼈人员和团队负

责⼈人。fm在过去。 

facebook.com/100001419982737 

  

沃尔夫·卡尔 
顾问 (块链技术) 

法律律、商务和技术交叉领域主导专家。圣托⻢马斯

⼤大学法律律系的副教授。私⼈人投资资⾦金金学院

（PIFI）总经理理。 

facebook.com/wulf.kaal

  

克⾥里里斯.阿⻉贝尔-史密斯 
监事会主席 

在俄罗斯代表欧洲利利益的20年年经验。⽬目前提供咨

询服务给直接投资组，例例如：列列祖利利塔特有限公

司。Varuna-Partners, Financial Gazette。 

linkedin.com/in/chris-abel-smith 

  

伊利利亚·萨奇科夫 
顾问(计算机安全) 

创始⼈人、电脑安全领域⼤大型私营公司IB Group的

共有者之⼀一，该公司进⼊入世界顶级公司排名第七，

影响世界信息安全。欧洲理理事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和⽹网络安全领域欧安组织成员。 

linkedin.com/in/ilyasachkov 

  

克⾥里里斯.斯⾦金金纳 
顾问 (⾦金金融科技) 

在很多公司咨询理理事会任职,如Innovate Finance, 
Moven and Meniga，被选为The Financial Brand
银⾏行行 具影响⼒力力的⼈人之⼀一，被称为⾦金金融科技巨头
(Next Bank)。 

linkedin.com/in/cmsk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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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蒂姆.噶烈烈夫斯基 
顾问 (产品开发) 

⾼高新技术领域企业家，程序设计家。拥有商务信

息学本科和硕⼠士优等毕业⽂文凭，俄⾼高等经济学院

（莫斯科）。Jufy Projects创业者 （多于100个

有成功的公司项⽬目）。Zerion⾦金金融科技公司（全

世ICO技术和组织⽀支持）的联合创业者。 

linkedin.com/in/vadim-koleoshkin 

  

阿列列克谢·巴什什利利科夫 
顾问（技术问题) 

Zerion联合创始⼈人。 

The Token Fund合作伙伴。 

Ethereum 开发⼈人员。 

facebook.com/abashlykov

  

叶列列娜.玛萨拉娃 
顾问 

Groupon Russia、Pixonic、Eduson和

AddVenture资⾦金金会的创业者。叶莲娜⼊入选福布斯

杂志的“30 强⽹网络企业家”。 

linkedin.com/in/masol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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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平台技术描述和法律律结构 

Tokenbox平台的特点是开放，向API⾃自⼰己和其他开发⼈人员公开。这意味着经济系统合作伙伴能够跟踪API内

部传输系统，其结构要素相互作⽤用－如模型图。安全审计后在OpenSource背景下客户程序代码是可开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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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团队和背景

5.1. 系统主要模块列列表: 

1. 投资者 

2. 基⾦金金和交易易员 

3. 尽职调查 

4. ⽀支付过程 

5. 贸易易API  

6. 分析 

7. 代币化 

8. 存储 

1. 投资者 

• ⼤大众客户平台API。为了了在客户基地Tokenbox上创建应⽤用程序，API在数据基础上创建私⼈人客

户，连接外部集成和开放； 

• 为所有投资者提供AML/KYC程序，该程序是由不不同合作伙伴运⾏行行是为了了管辖那些作为该国家公

⺠民的⽤用户; 

• 为投资者提供安全可能，个⼈人帐户以外在平台内备份隐私钥匙之后再输⼊入平台内; 

• 移动平台和⽹网⻚页平台内均⽀支持注册过程，以及专⻔门⽤用于pc和笔记本电脑的程序。间接集成源能

够根据加密通信信道传递⽤用户注册数据,按照预定参数识别相关信息创建⽤用户帐户; 

2. 基⾦金金和交易易员 

• 基⾦金金和交易易员使⽤用平台的通道通过⽹网⻚页接⼝口和⾃自有的交易易终端（Windows/Mac OS）来实现； 

• 为保证投资者资⾦金金，对所有基⾦金金和交易易员进⾏行行多重认证； 

• 每个交互对象在该经济系统内都具有⾃自⼰己的唯⼀一id - API。这意味着每个⽤用户,⽆无论是投资者还是

交易易员都是被监管的。系统的特点是API内部合同调节指定之间的交互。因此消除了了错误交易易的

可能性和交易易者的不不当⾏行行为。系统参与者每⼀一⽅方的相互关系都将变得有规格化的,清晰的和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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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尽职调查 

• Tokenbox和其咨询⼈人员及服务供应商进⾏行行尽职调查，以便便查明并审视调节的问题； 

• Due Diligence过程中合作伙伴提供的部分信息可能具有机密的特点并且存储在平台之外。检验

结果仅对所有经济系统参与者将开放; 

• Due Diligence是维护投资者和交易易者利利益和创建有利利的商业环境的基本⼯工具。检查所有来⾃自投

资者和交易易员的⽂文件，监测他们相关需求申请。验证过程没有明确的规定,规则汇编也不不是⼀一成

不不变⽽而是不不断更更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着时间改变。每个相似类型的变化都将记录在案； 

4. ⽀支付过程 

• 研发各种隐性货币付款处理理器器; 

• 根据PCI DSS标准研发⽀支持银⾏行行卡付款的⽹网端; 

• 在系统框架下，代币和法定货币交易易处理理与其成员⾏行行为没有直接联系，并由符合信息安全国际

标准和法规要求的第三⽅方软件服务进⾏行行处理理； 

5. 针对贸易易的API  

• 平台内提供统⼀一API来和不不同的交易易所⼯工作; 

• 在进⾏行行清算的同时可以在内部交易易所进⾏行行交易易; 

• 商业运作作为积极交易易的⼯工具能够获得⾃自⼰己的API，并且可以在系统内与交易易者进⾏行行相互作⽤用； 

6. 分析和市场⻛风险 

• 基于SnowPlow为平台建⽴立分析引擎； 

• 公开纪录所有交易易并且定期输送信息到blockchain（блокчейн）技术内; 

• 嵌⼊入式分析模块负责包括交易易点击率、计算⼤大部分不不同指数、评定许多成功的商⼈人、他们的经

验、根据不不同时间间隔交易易者成功趋势等等； 

• 为了了制定并实施⻛风险管理理系统进⾏行行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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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代币化 

• 为了了代币化 (法定货币和隐性货币转化为代币) 基⾦金金交易易者的活动在Solidity基础上使⽤用智能合

同; 

• 合同数据免除Tokenbox 平台内原⽣生操作的⼿手续费; 

• 智能合同合集是开放的并且允许公开审计; 

8. 存储  

• 所有专⽤用密钥单独存储在平台回路路,从⽽而保证其存储⽔水平更更⾼高; 

• 使⽤用PCI DSS 标准来调整存储通道; 

• 除了了⽩白天投资者资⾦金金流动性存储在带有多种签名的钱包内，并且这些资⾦金金处于回路路封闭状态。 

5.2. 平台研发 

平台由Python/Java语⾔言书写的微型服务集合组成，为了了和每⼀一组⽤用户系统以及合作伙伴⼯工作研发了了单独

的交互界⾯面。 所有交易易者的代币化都是在Ethereum 平台内建⽴立在ERC-20代币标准之上。 
 
 

5.3. 基础设施 

平台基础设施建⽴立在亚⻢马逊⽹网⻚页服务基础之上。基础设施的说明基于Docker集装箱做出的。数据库和其复

制基于PostgreSQL和Elastic Search。  

 

5.4.法律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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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box 推荐给交易易所经纪⼈人成熟的“盒⼦子”⽅方案，这种⽅方案通过例例如组织Tokenbox设置的内置结构基⾦金金

实现，但由间接注册服务供应商维护。如果可供选择的审核⽅方案在进⼊入平台前仍未作为体制注册，他们将

进⼊入Tokenbox注册公司划分出的“单元”（成分基⾦金金），以便便作为⾃自身的基⾦金金会。 

通过Tokenbox平台发⾏行行私有代币的基⾦金金会应符合集体投资机构有价证券发⾏行行和流通的规范。在⼀一些司法管

辖范围下，基⾦金金会需要取得相应的资质或与受许可的基⾦金金⾏行行政管理理者合作。例例如，我们期望，通过

Tokenbox平台发⾏行行代币的基⾦金金会被看作是关于欧盟内可供选择投资基⾦金金会指令的可供选择投资基⾦金金。基⾦金金

会将对泄露露信息承担责任，此类信息证实根据相应司法管辖针对集体投资机构规定的泄露露信息要求，发⾏行行

⾃自身代币。在成熟的⽅方案框架下，Tokenbox提供相应的模板，以便便简化该要求的执⾏行行。  

根据第7章所述的发展线路路图，Tokenbox或与间接服务供应商签署可供选择投资基⾦金金管理理及有价证券发⾏行行

合同，或发展⾃自身⽀支持基⾦金金发售资质可⾏行行性和平台的交易易经纪⼈人。共享平台实⽤用性的 TBX代币将由

Tokenbox LLC发⾏行行。属于储备基⾦金金（例例如第6张所述）的秘密资⾦金金将通过特殊钱包存储在Tokenbox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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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币项⽬目和经济模式 

6.1.  代币化的⽬目的 

我们团队因为The Token Fund发展所积累的经验，为代币基⾦金金商业过程及与其相关的投资活动中的完善和

优化提供了了可能。我们建议合作伙伴和投资者们现在就连接到Tokenbox的⽣生态系统中，加⼊入到代币⽣生成事

件项⽬目中来（以下称为TGE）。 

6.2. TBX代币的功能和属性 

TBX代币在平台内部使⽤用，在连接Tokenbox TBX作为基⾦金金和交易易证券总存量量时保障基⾦金金
和交易易接近Tokenbox的功能。 

这种使⽤用内部代币的⽅方法最好可以遵循⼀一些规则： 

1. 希望在平台内运⾏行行⾃自⼰己个⼈人基⾦金金并且使⽤用所有提供的功能的管理理者或交易易者会因此购买TBX代币并且

把他们存储在平台内。这些资⾦金金以TBX的形式加⼊入基⾦金金或者交易易总存量量，作为所有其他资产组合进⾏行行

评价; 

2. 任何使⽤用平台的基⾦金金，应该持有投资组合资产价格5%的TBX份额。⽐比如，基⾦金金计划在平台中以管理理下

的1百万美⾦金金资产开始⼯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基⾦金金必须存⼊入并加⼊入到TBX投资组合中的⾦金金额不不得少于5万

美⾦金金，这占到总投资组合⾦金金额的5%； 

3. 所有基⾦金金资产价值(包括TBX)为了了遵守该对⽐比关系将⼀一直使⽤用美元进⾏行行鉴定； 

4. 在基⾦金金总存量量内资本总额在市场上资产价格变化时也将会随着时间变化，与此同时取决于投资者资⾦金金

进⼊入和输出总量量。同时,应不不断加⼊入任何基⾦金金在平台内呈现的总存量量中，不不少于资本总量量的5%。在遵循

该原则基础上平台的所有功能都对您开放。这时，如果资⾦金金总存量量中TBX份额下降低于5% ，基⾦金金将不不

能接受投资，直到您的TBX份额重新达到5%甚⾄至更更多； 

5. 基⾦金金可以在交易易所购买TBX代币使您的TBX份额达到5% 甚⾄至更更多。也可以降低您的份额⾄至5%，此时资

⾦金金的价值增⻓长完全根据您的TBX份额增⻓长。 

使⽤用该代币模型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1. 交易易员和基⾦金金可以准确确定，为了了使⽤用Tokenbox基础设施他们必须购买TBX代币的数量量;  

2. TBX代币的需求反映出了了平台的发展⽔水平以及确切使⽤用代币经济系统的⽤用户数量量动态; 

3. 很难操控TBX代币成本。⼀一⽅方⾯面管理理者和交易易者更更感兴趣价格低的TBX代币，允许他们使⽤用平台功能但

是收取 低的价格。另⼀一⽅方⾯面降低TBX代币成本是因为低成本可以限制在基⾦金金管理理下的资⾦金金总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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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TBX代币是有效的代币，他可以保证使⽤用平台所有功能。TBX代币的流动性也可以⽀支

持平台基⾦金金的储备资⾦金金。为了了了了解其形成来源，应研究在TGE过程中被吸引的资⾦金金分配计划

（第6.5）。 

6.3. 使⽤用TBX代币的经济模型 

为了了评估在平台上可以使⽤用的TBX代币数量量，在加密资产投资市场规模指数的基础上，创建了了预测经济模

型。 

加密货币市场总的资本被看作为基础指数。2017年年9⽉月达到的 ⾼高⽔水平被接受为开始标准，在此情况下，到

年年底该数值（1720亿美元）可以被超过。 

对第⼀一个预测年年度⽽而⾔言，加密市场资本增⻓长速度在前⼀一动态基础上根据三个类似周期来计算。这样，加密

市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342%。然后在模型中，资本增⻓长速度每年年下降50%（2倍）。我们认为，该假设很

公平，因为任何⼀一个市场都会变得更更为“成熟”，并且不不会保持以前的增⻓长速度。 

为了了检查假设，建议以下⽅方案：⽐比较2020年年资本数值和⽐比特币价格。在这⽅方⾯面做出了了许多说预测，但使⽤用

统计是正确的办法。如果⽐比特币价格增⻓长趋势，如它七年年来⼀一直表现的那样继续维持，那领先的加密货币

到2020年年将值250000美元（在此情况下，资本将超过4万亿美元）。这样，甚⾄至在保存资本份额中，⽐比特

币在整个市场占50%及以上⽔水平，那么可以做出逻辑模型的结论。 
 

图表 5. ⽐比特⽐比⼀一天内平均价格变化 

观察加密资产总规模后，应确定处于基⾦金金和职业交易易员管理理之下的份额。根据 谨慎的评估，明年年，这个

指数就会超过10% 。 1

⽬目前，在加密资产市场上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可以向职业管理理⼈人员和交易易员提供准备好的⼯工具来创建⾃自⼰己的

加密基⾦金金。Tokenbox正是这种综合的解决⽅方案。 

 https://seekingalpha.com/article/4052276-cryptocurrency-funds-arrived-bringing-wall-street-1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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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币项⽬目和经济模式

项⽬目团队有必要的专⻓长（成功创建使⽤用中的The Token Fund），⽽而且，与⼤大多数竞争者不不同，团队随时准

备好提供可以使⽤用的技术解决⽅方案。正是因此，我们有⾃自信，我们的平台在市场上会占有⼀一定的份额，基

础预测值为1%。Tokenbox项⽬目在市场形成阶段启动，这个竞争优势同样允许考虑Tokenbox平台份额在该

⾏行行业的增⻓长。 

6.4. TGE过程中收集的资⾦金金分配 

市场关键指数 2017F 2018F 2019F 2020F 2021F

加密货币市场资本，百
万美元

172 
300

761 
566

2 063 844 3 828 430 5 465 084

市场增⻓长，%，（每
年年）

342% 171% 86% 43%

Tokenbox指数

基⾦金金管理理下的加密货币
和代币份额，%

10% 12% 15% 18%

基⾦金金管理理下的加密资产
（以下称为 - AUM），
百万美元

76 157 247 661 574 265 983 715

AU规模增⻓长，%，（每
年年）

225% 132% 71%

Tokenbox在市场中的
份额，%

0,00% 1% 3% 5% 8%

在Tokenbox平台中的
AUM，百万美元

762 7 430 28 713 78 697

TBX代币在基⾦金金投资组
合中的份额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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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项⽬目的实施由位于开曼群岛管辖的Tokenbox LLC公司进⾏行行. 

代币发⾏行行过程 (股票代码 – TBX) 借助Ethereum平台内智能合同的帮助构成。因此，TBX 是ERC-20标准代

币，并且可以存储投资者使⽤用的不不同钱包和服务。 

为了了实现TGE我们发⾏行行代币。总共将发⾏行行不不超过 31 000 000 TBX代币. 代币发⾏行行总数量量将取决于投资资⾦金金

总量量。补充发⾏行行量量没有规定，也就是说，在实⾏行行了了TGE后总代币量量不不⼀一定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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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BX的价值对于投资者来说在TGE每个阶段都是⼀一美元。 

 

TBX代币的发⾏行行和他们在TGE参与者钱包内的供应是在完成TGE之后⼗十天之内进⾏行行的。The Token Fund 和

Zerion的代表监管智能合同和地址，隐性货币投资在此基础上并借助多次签字的⽅方式进⾏行行。并且因此吸引

第三⽅方托管账户代理理。 

购买代币可以使⽤用隐性货币： BTC 和 ETH。 

接下来TBX代币将会储备在隐性货币交易易所  并且具有市场定价。 1

 每个分配都将独⽴立宣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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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TGE过程中收集的资⾦金金分配 

⼤大的困难是在进⾏行行TGE的时候

要吸引来⾃自投资者不不超过

20,000,000 美元的资⾦金金。 
  

30% 
投资⽤用于连接第⼀一管理理合作伙伴以及建⽴立储备基⾦金金 

等值⾄至6,000,000美元的资⾦金金作为启动投资在选择

的团队内发往Tokenbox基⾦金金。本基⾦金金(交易易员) 必须

在系统内进⾏行行due diligence。根据战略略特点及相

关⻛风险进⾏行行资⾦金金分配。挑选⾄至10个彼此相对 ⼤大多

元化战略略的基⾦金金。 

该投资需要作为吸引专业管理理合作伙伴参与管理理

Tokenbox平台的营销⽀支出进⾏行行审核。在平台内第

⼀一次组织和发⾏行行基⾦金金应符合⽤用户群体的快速增⻓长和

发展。 

因此，第⼀一合作伙伴Tokenbox (基⾦金金和管理理者)有可

能在平台发⾏行行管理理上获得⼤大笔资⾦金金(在阿尔法版本

内)。 

如果您想成为Tokenbox第⼀一合作伙伴，请联系我

们。 

30% 
研发 

回端, 现成的智能化合同, ⽹网⻚页平台界⾯面, 交易易者终

端, ⼿手机和电脑端应⽤用。 

15% 
市场 

在平台⽹网站吸引投资者和基⾦金金。 

20% 
团队和项⽬目开发⼈人员 

包括研究⼯工作的薪⽔水。 

5% 
圆形图表 

公司注册必须具有合法化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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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Tokenbox操作活动 

图表 6. 操作活动的经济模型 

经济系统Tokenbox的交易易员和基⾦金金，根据其战略略和⼯工作条件与投资者资⾦金金应收取下列列类型佣⾦金金： 

1. ⽀支付“进⼊入”费⽤用 (⽐比如, 收取投资资⾦金金的2% 作为佣⾦金金); 

2. ⽀支付“退出”费⽤用(⽐比如, 收取将要离开的投资者基⾦金金内资⾦金金的2% 作为佣⾦金金); 

3. ⽀支付管理理费⽤用(⽐比如, 收取⼀一年年内的相等份额的年年基⾦金金总存量量的2%作为佣⾦金金); 

4. ⽀支付成功管理理费⽤用(例例如, 作为经营者消除的每⽉月薪酬利利润的20%作为佣⾦金金); 

5. ⽅方案1-4的组合。 

基⾦金金征收的部分佣⾦金金是Tokenbox平台的操作收⼊入。基⾦金金和交易易员提供的根据递减税率取决于交易易数量量的内

部折换 (例例如0.25%起)也是Tokenbox收⼊入来源之⼀一。外部折换(交易易所)提供在零售条件下的佣⾦金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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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选基⾦金金管理理下的资⾦金金总额形成“准备基⾦金金”。该基⾦金金的收⼊入和资产⽤用于⽀支持TBX代币的流

动性，同时⽤用于扩展Tokenbox平台的功能。准备基⾦金金将通过Tokenbox平台拥有所选择基⾦金金

发⾏行行的代币。我们在平台的初版版本阶段已经考虑到为“准备基⾦金金”获得收⼊入。准备⾦金金池的主

要⽬目的是为创建Tokenbox⽣生态系统提供商务⽀支持。



7. 路路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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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E ⼈人群销售 

11⽉月2017

在交易易所上市 

12⽉月2017

• 启动Tokenbox平台 

• 在平台上新的合作伙伴和投资
者 

2018年年3⽉月

• 内部⻛风险管理理体系 

• ⼿手机和桌⾯面应⽤用程序 

• 消费者⾏行行为分析模块 
Q4 2018

7.

• 注册和许可 

• 多种货币钱包 

• 基⾦金金经理理交易易终端 

• 模块“了了解⾃自⼰己的客户” 

• 对法定货币付款的处理理 

2018年年1⽉月
Tokenbox平台的Alpha版和Beta版: 

• Tokenbox平台Web界⾯面 

• 基⾦金金标记化 

• 分析系统和服务器器应⽤用 

• 固定分析法 

• 税率制度 

• 硬币⾸首发市场 

• 基⾦金金会和交易易员在“⾬雨伞基⾦金金”（再授

权）平台上拥有⾃自主许可机会 

• 对选定合作伙伴（基⾦金金会和交易易商）的
投资 

2018年年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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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00 000 

• 注册和许可 

• 多种货币钱包 

• 基⾦金金经理理交易易终端 

• 模块“了了解⾃自⼰己的客户” 

• 对法定货币付款的处理理

$10 000 000 

• Tokenbox平台Web界⾯面 

• 基⾦金金标记化 

• 分析系统和服务器器应⽤用 

• 固定分析法 

• 税率制度 

• 硬币⾸首发市场 

• 基⾦金金会和交易易员在“⾬雨伞基⾦金金”（再授权）平台上拥有⾃自

主许可机会

$20 000 000 — Full Functionality 

• 形成储备基⾦金金 

• 内部⻛风险管理理体系 

• ⼿手机和桌⾯面应⽤用程序 

• 消费者⾏行行为分析模块

Tokenbox项⽬目的研发在容量量内进⾏行行，容量量⼤大⼩小取决于吸引投资的规模。下⾯面展示功能性的进

展取决于资⾦金金的规模，为了了实现项⽬目团队将分配这笔资⾦金金。



8. Tokenbox 与其它竞争平台的对⽐比 

⽬目前⾄至少有⾄至少两个blockchain技术知名项⽬目寻求创建经济系统，结合投资者和隐性货币基⾦金金：

Melonport和ICONOMI。下图表1进⾏行行项⽬目⽐比较。 

项⽬目 Tokenbox ICONOMI Melonport

代币项⽬目 多效代币 
(允许使⽤用平台的功能) 

代币股票 
 (每周股利利表决权)

代币应⽤用 (获取使⽤用
平台功能)

嵌⼊入式钱包

市场投资 ICO

整理理内部交易易所 基⾦金金(交易易员)必须进⾏行行 
due diligence

ICONOMI 决定是否
注册  
(决定标准不不公开)

业主可以设⽴立代币
基⾦金金 

基⾦金金注册 (交易易
员)

代币基⾦金金(交易易员) 代表平台主张合法⾏行行为 
(平台– 多元基⾦金金)

合法与平台⽆无关 合法与平台⽆无关

基⾦金金的现状(交易易
员)

基⾦金金评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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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限制 

此⽂文件未包含任何个⼈人、法律律或⾦金金融性质的建议。迫切建议您，根据⾃自⼰己的经营⾏行行为，
进⾏行行专业的法律律和⾦金金融咨询。 

上述信息未指出任何合同关系且可能不不全⾯面。可以定期更更新我们不不必须告知您的事实或信息内容的信息。 

尽管我们竭尽全⼒力力使White Paper所提供的数据在该版书籍发⾏行行时能够达到准确和实⽤用，所推荐的⽂文件不不能代替独⽴立第
三⽅方的相应咨询。  

Tokenbox LLC公司、公司经理理、⼯工作⼈人员、职员及合伙⼈人不不担保且不不承担与本⽂文件中任何资料料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

有关或引申出的任何法律律责任。  
  
希望购买TBX代币的⼈人员应在采取本⽂文中所述任何⾏行行为前与单独的专家进⾏行行咨询。  
  
如果您是美国（包括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和受美国保护的任何其他领⼟土）、新加坡、中国公⺠民、侨⺠民（既包括纳

税⼈人，也包括其他身份）或绿卡持有⼈人，或美国、新加坡、中国或任何其他视TBX代币发⾏行行不不合法或需要注册、办理理资
质或终⽌止经营⾏行行为要求的司法管辖区域⼈人⼠士，您不不具有法律律权利利参与公开的Tokenbox数字资产买卖。  
  
“美国⼈人⼠士”是指在任何这些司法管辖区域居住的归化公⺠民-侨⺠民，或任何根据任何这些司法管辖区域法律律创建或注册的组
织机构。居住在境外的美国公⺠民同样可以在指定条件下认定为“美国⼈人⼠士”。根据美国法律律，居住在境外的美国公⺠民同时
在指定条件下可视为“美国⼈人⼠士”。  

代币和分布注册表技术法律律状态在很多司法管辖区域不不清晰或未明确。很难预⾔言，调控机构如何可以采⽤用该技术及其附

件的相应规则，包括Tokenbox平台和TBX代币，以及他们是否将这样做。同时，很难预⾔言，⽴立法或调控机构以何种⽅方式
对调控分布注册表及其附件技术，包括Tokenbox平台和TBX代币的法律律和条例例进⾏行行修订，且他们是否将这样做。调控者
⾏行行为可能将Tokenbox平台和TBX代币平台使⽤用或销售复杂化，其中包括，例例如，如果决定买卖和供应TBX代币视为⾮非法
⾏行行为，或TBX代表为可调控⼯工具，需要TBX代币本身进⾏行行注册或进⾏行行代币买卖和供应的某些⼈人或所有⼈人需获得资质。如
果因调控者⾏行行为或法条或规范修订，在该司法管辖区域的该经营⾏行行为视为⾮非法，或为在该司法管辖区域进⾏行行经营，取得

监管机构必要许可将确定为商业性不不合理理⾏行行为，则Tokenbox平台可能在司法管辖区域终⽌止职能。 

因为TBX代币和所有基⾦金金代币化（基⾦金金代币）采⽤用Ethereum系统，任何错误、损坏或破坏Ethereum作业可能对TBX代币
或基⾦金金代币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除此以外，使以Ethereum为基础的密码共识机制不不能再⽤用的同时，发展密码学或技术
进步，例例如，在量量⼦子计算⽅方⾯面，可能是对TBX代币、基⾦金金代币和Tokenbox平台的威胁，包括TBX代币、基⾦金金代币的使
⽤用。  

⽐比如，TBX代币和基⾦金金代币与Ethereum为基础的其他⾮非集中密码代币在检查TBX代币或基⾦金金代币、Ethereum区块链交易易
事务过程中，包括，“double-spending”（⼆二次付费）攻击，⼤大量量挖矿攻击，对于挖矿者的攻击来说⼗十分薄弱。任何成
功的攻击对于Tokenbox平台、TBX代币和基⾦金金代币很危险，包括，其中执⾏行行和记录由TBX代币或基⾦金金代币参与的交易易。 

电脑⿊黑客或其他预谋犯团队或组织可能以各种⽅方式攻击Tokenbox平台、TBX代币或基⾦金金代币，包括，其中病毒攻击、拒
绝提供服务攻击、基于共识的攻击、⻄西⽐比拉攻击、游袭和电⼦子欺骗。除此以外，因为Tokenbox平台使⽤用开放式软件，存
在⻛风险，第三⽅方或Tokenbox团队成员可能故意或⾮非故意地损坏Tokenbox平台基础设施，可能消极地影响到Tokenbox平
台、TBX代币和基⾦金金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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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okenbox.io

http://tokenbox.io
http://tokenbo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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