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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不乏市场数据和金融研究。但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市场形态，让金

融研究的生产和分配经济机制掌握在了少数信息机构手中。这阻止了独立分析师发声，同时

研究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已有的研报。Red Pulse计划采用RPX机制公平，直接地激励研究
生产者产出研报，同时让消费者引导研究报告并支付公平报酬。

歶欱欮欱欰 欱



1 动机

中国经济的名义歇歄歐歛欱歝歛欲歝位列世界第二，以购买力平价歛欳歝（歐歐歐）歛欴歝测算的歇歄歐已经居
世界之首。但对于外来投资和行业参与者而言，中国仍是一个极难读懂的市场。这种断层

为有能力弥合信息鸿沟的平台和服务商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然而，几个重要情形让此问题更具挑战性。

1.1 研究内容生态断层

现有的研究型内容生态是断裂的。研究业务市场已经被负责内容制造（卖方研究部门歛欵歝）
与内容分发（主要金融终端歛欶歝）的少数大公司割据。小型和独立的研究生产者以及大小金
融机构客户都是输家，它们被迫接受一刀切的定价模式。

1.2 信息准确性和透明度低

尽管针对中国金融市场和各行业的信息来源众多，其准确性和透明度一直是个问题。业内

专家和有信誉的媒体发出的市场传言往往也在当日下午被否认。在噪音中相信什么，相信

谁，是一个难题。

1.3 信息过载

随着中国跃升为全球移动连接和互联网连接最发达的社会之一歛欷歝歛欸歝，市场信息不仅无处不
在，信息量也远超一般分析师能够处理的水平。这种信息过载歛欹歝现象虽然非中国特有，但
仍然增加了分析师的工作难度。

1.4 解决方案：共享研究经济

为解决这些问题，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将建立一个开创性的研究内容平台，简化激励机制，直接酬赏
提供宝贵洞见的研究分析人士，同时确保客户能获取其最需要的研究信息。独立分析师和

市场评论员可以按需向平台供稿，并获得相应报酬。我们的歒歐歘代币便是其内在机制，允
许代币持有人在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成为直接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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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d Pulse的使命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是一个研究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研究平台。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共同兴趣的
全球社区，激励参与者撰写读者想看的研报，提供高精尖分析工具，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的使命就是
解决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信息过载。

3 研究过程规模化

图 欱欺 研究过程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内容生产、分发、消费平台，最初将着重关注中国资本市场歛欱欰歝，一个常
常被提及却很难读懂、并将注定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市场。我们承认现有金融系统中已

存在一些颇具规模的平台，我们并不打算与他们直接竞争。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为解读中国市场提供
了一个替代的辅助研型究平台，它可以满足市场上甚多未被满足的关于中国市场的需求。

3.1 独立分析师贡献内容

业内专家、活跃的投资者以及市场观察员会主动向平台提供独立鲜活的研究报告，弥补了

诸如卖方股票研究机构等传统来源在市场研究覆盖上的空缺。供稿人提供高质量分析，帮

助搭建一个聚焦中国的独立金融社区，也将获得歒歐歘作为他们的报酬。

为解决信息准确性和透明性问题，每个撰稿人都有自己的信誉分，分数将基于读者和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编辑部员工对其过往文章的准确性和质量的评价，以及文章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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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撰写假说洞见

我们对信息过载的解决方案基于两个原则。第一，研报消费者可以悬赏自定数额的歒歐歘来
创建欐研究提示欑，表达他们对新兴话题或者较少被报道话题的兴趣。支付金额越多代表需
求越大。消费者同样可以行使特殊权利，比如对于自己设置的欐研究提示欑，消费者可通过
支付高于门槛数额的歒歐歘，在一段自定义时间内独享研报阅读权。

第二，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可以利用机器学习技术，突出对于研报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十分重要的新闻
事件，同时可以基于用户行为对两边进行话题推荐。这有助于优先排列对于用户可能更关

心的话题。这种歃歬歯歵此 歅歶步歮歴数据将提供给研究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未来报导与分析的一个
出发点。

4 为什么使用区块链?

4.1 减少摩擦成本

由于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需要处理交易对手风险，结算清算也会产生费用，传统资金

转移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通常介于欱％至欱欰％之间，此外无论数额大小还要支付固定费
用）。而使用歒歐歘则能大大降低了这些费用，在对于要处理大量小额支付的平台来说尤为
如此。

4.2 建立记录系统

区块链账簿是可公开验证的记录档案，能确认我们系统上的内容提供者已经得到了公允的

酬劳。研究消费者也能确信，付款已经转至他们所选的研究内容上。可靠的记录系统可长

久作为货币使用情况的账目。

4.3 解决“冷启动”问题

最后，采用歒歐歘作为我们开放式研究平台的内在机制也能解决欐冷启动欑问题，它能说服足
够多的独立分析师和评论员为平台做出贡献，同时也能说服足够多的消费者（如金融从业

者和金融机构）使用本平台。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其中一方没有足够的活跃度和使用度，

另一方便不愿参加。为了解决这已问题，使用歒歐歘及时犒劳研报提供者，可以使平台拥有
足够多的有价值内容，从而吸引大批研究消费者。消费者越多，平台越来越受欢迎，研报

生产者的曝光度及其相应的酬赏也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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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什么使用我们自己的RPX代币？

5.1 建立社区

创立歒歐歘允许我们创建一个共同的语言和价值体系，并可以搭建一个社区。最终歒歐歘将成
为一个集会点，吸引生产或消费研究内容的新朋友来到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上。

我们的平台还引入了欐研究提醒欑的概念，允许研究消费者对特定领域的新内容发出请求，
与方案招标（歒歆歐）过程相似。

5.2 支付规模化问题

诸如比特币、以太坊等主要的数字货币存在规模化问题，因为每次付款无论数额多小都会

产生交易费。随着我们的内容平台凭借小额支付换取小部分研究的概念而发展壮大，这类

费用可能会迅速叠加。歒歐歘为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记录账单，用户也可设定自动或手动交
易的金额阈值，从而尽可能降低交易频率，减少总费用。

5.3 管理货币供应

最后，通过建立歒歐歘作为我们自己的软件协议，驱动内容生态发展，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公司也可以
管理货币供应。为了确保支付系统的公平，设立与现实世界专业研究分析师工作酬劳所相

称的研究价格，货币供应管理是必需的。

6 RPX的目的

6.1 研究内容提供者

歒歐歘将用来激励和酬赏研究生产者撰写关于中国金融市场重大的、有价值的研究。更好
的分析能带来更多人气，体现在净赞成票中，而所获净赞成票则能换算成歒歐歘代币当做酬
劳。作为一个反复博弈，研究生产者的信誉分也将在计算歒歐歘酬劳的过程中被算入。

撰稿者如果回应研究提示，也将获得招标者所预设的最低歒歐歘投标酬劳。于是，除了获得
净赞成票并由系统换算歒歐歘，撰稿者还能获得额外投标奖励。或者，研究消费者也可以在
自定义时间内欐锁定欑对研究提示的响应，锁定时间越久需要支付的歒歐歘也越多。

由于我们的平台提供中英双语版本，翻译也可以收到一部分的歒歐歘付款作为工作酬劳。翻
译的准确性也将由赞成欯反对相抵消的投票系统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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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消费者

歒歐歘将用于推动我们的生态系统，主要依靠消费者来确定每篇文章所应得的酬赏。消费者
也可以在基本歒歐歘酬赏的基础上提高招标的悬赏金额，而基本酬赏将最初由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
支付。这样将让某些研究提示得到优先对待，内容撰写者更愿意回应它们获取丰厚回报。

持有歒歐歘将为消费者带来额外利益：

• 对研报文章的投票权。赞成票也将对内容创造者获得的歒歐歘酬赏带来倍增效应。
• 经过身份验证的来自金融机构的用户将获得十倍于标准用户的更大投票权。
• 抢先阅读信誉分高的内容提供者的研报。
• 用户支付歒歐歘发送研究提示，可获得暂时的专属阅读权。

6.3 其他利益攸关方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歒歐歘将成为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社区的通用语言和集会概念，同时也促成了一个交
易机制，并搭建我们的内容生态系统。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公司：歒歐歘是本公司使用的价格控制机制，用于确保研究分析获得公允的酬劳。
公司还将从每次歒歐歘交易中征收佣金创收。

7 RPX供应

歒歐歘供应量的总计面值为欱欵欬欰欰欰欬欰欰欰美元，将占歒歐歘总量的欴欰欥。

7.1 通胀

歒歐歘的供应将不断增加，每年增加欱欰％。其中一半将按比例分配给歒歐歘持有人作为持有收
益，而另一半将支付给平台上的内容制作者。放在平台以外的歒歐歘，如数字货币钱包，交
易所或其他其他场所，则不会收到抵消通胀的每年持有收益。初次发行后，通货膨胀率将

会相当高，以保证犒赏参与者所需的初始流通量。

7.2 代币支付

内容创作付款：内容制作者每撰写一篇文章都将收到歒歐歘酬劳。歒歐歘的具体数额将通过可
信度评分提示奖励和文章流行度（计算方法说明参阅欐挑战欑章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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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和其他任务付费：如果原作者仅以一种语言发布内容，平台用户也可以当英翻中或中

翻英译者。翻译也将被评分和排名，如果有多个翻译版本，歒歐歘将分发给排名最高的版
本。未来还将确定其他任务，也会有歒歐歘酬劳。

代币退款：某些情况下，歒歐歘可能会退款给平台参与者。例如，如果在欲周之后提示没有
得到回应，那么消费者支付的所有歒歐歘都将被退还。也可能会出现其他需要退款的情况，
但通常退款将花费欲周时间。

8 现有平台: 市场匹配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以及拥有研究内容平台歷歷歷欮歲步此欭歰歵歬歳步欮正歯歭和歩歏歓手机应用欨歨歴歴歰歳欺欯欯歩歴歵歮步歳欮歡歰歰欭
歬步欮正歯歭欯歵歳欯歡歰歰欯歲步此欭歰歵歬歳步欯歩此欴欹欲欳欲欰欷欸欷欩，专注于从事件驱动角度来研究中国市场和经济。
我们抓取我们认为有可能会影响具体公司、行业或整体经济的主要的宏观经济发布、政策

监管、公司行为、兼并重组和跨境活动。目前，我们平台只服务于内部员工来生产、发布

内容。我们的目标是将其转化为一个以歒歐歘数字货币作为货币化机制的开放式研究平台。

8.1 数据

公司结合传统研究技术和诸如机器学习、中文自然语言处理等先进技术，来收集、分类和

分析中国主要市场事件和趋势。我们的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

• 监管公告
• 政府政策
• 企业披露
• 新闻发布
• 媒体文章
• 社交媒体

中国市场仍受着政府及政策推动，在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由化发展。跟踪政策并且了

解其对行业的潜在影响对于预测市场和投资环境的方向至关重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追踪

主要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并分析相关政策可能对行业及公司造成的影响。

8.2 机构投资者 vs 散户

与美国欧洲等较为成熟、机构投资者占交易活动的欹欰％以上歛欱欱歝的金融市场不同，中国股市
主要由散户组成，占所有交易活动的欸欰欥左右歛欱欲歝。虽然投资者很快开发了自己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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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欲欺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 网站平台

图 欳欺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 歩歏歓手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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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念，但鉴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歛欱欳歝，而且对个人投资者开放的时间较短，大多数
投资者是新人，只有几年的投资经验。

此外，个人投资者往往没有渠道接触或不愿雇佣经过专业训练的理财经理所提供的服务。

因此，散户投资者的股票买卖决策的很大一部分受到新闻、事件和传言的影响，而非基于

对经济基本面歛欱欴歝歛欱欵歝的掌握。我们跟踪各个市场活动的专业能力使我们能选择重要和相关
的信息，同时过滤谣言和虚假报告。

8.3 覆盖行业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目前报道包括银行、券商、保险、资管、房地产、互联网、电信半导体、消
费品、旅游业、服务业、食品饮料、航空航天航空和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市场活动。订阅者

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户门户网站，歩歐歨歯歮步和歩歐歡此的歩歏歓手机应用或每日摘要电子邮件阅读我
们的研究。

8.4 平台功能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对以上行业的每日主要市场活动进行实时报送。内容形式为两段式研究

笔记。与传统股票研究不同，我们是纯粹的事件驱动型研究。

• 简要的两段格式，包括概要和情况分析
• 来源主要为中文来源，确保及时性
• 关注确认过或合理查核过的事实，而非市场传闻

这些内容有中英文双语版本，附有引用来源，并附有基于行业、子行业、主题、类型、公

司、地区等标签、共有超过欴欰欰欰个聚焦中国市场的分类标签。用户可以在门户网站通过多
面搜索引擎的歓歏歌歒实施，以及在歡歰歰上根据标签定制推送通知，精确搜索和查询我们归档
的欶年间的市场活动记录。

8.5 现有用户

我们的客户包括主要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央行、主权财富基金、交易所等机构投资

者，验证了我们在中国提供及时、相关的市场情报的平台价值。而关键挑战，在于继续根

据客户的需求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同时保持分析的质量并最大减少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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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解决方案：基于研究内容的共享经济

为了解决这个挑战，我们将创建一个由我们自己的歒歐歘数字货币促成的直接激励生态系
统，从而创建一个全球性撰稿人社区，不受办公空间或就业合同的限制，同时最大限度地

降低公司运营风险和成本。有了这个开放的平台，研究内容的格式也将在自由化的同时标

准化，从几个模板开始：

• 当前平台使用的市场事件研究报告
• 公司专题研究文章
• 行业欯经济部门专题研究文章
• 宏观经济研究文章

8.7 新平台用户

同时，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将对平台结构进行编辑监督，对公平透明的激励系统进行管理，审核批准
部分研究提供者成为专家级贡献者，三管齐下保证质量。歒歐歘匹配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
服务于对中国市场信息日渐增长的需求，也从中国经济崛起中获益。

该平台的用户通常是研报生产者，研报消费者，或双重身份兼有。其他的任务，如编辑和

中英翻译工作，也将根据系统定义的算法得到，歒歐歘报酬。

9 新平台的挑战

搭建一个新的内容发布和内容货币化生态系统面临着巨大但并非不可克服的挑战，该平台

搭载着由独立用户量化生产的内容，并且依据内容质量，相关性，和使用量来评判其价

值。

9.1 主观内容

本质上，在研究内容中表达的分析和观点是主观的，读者的兴趣有可能改变他们认为什么

是重要的。为了更好地组织高质量的研究，平台将按类别和受欢迎程度排列文章。受欢迎

程度排名将使用一些指标计算：

• 作者可信度
• 编辑人员评价
• 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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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阅读时间
• 评论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的机器学习算法及其高级搜索和定制功能还将根据用户过去行为让读者看到更多
他们可能关心和感兴趣的研究。

9.2 排名操纵

人气排名有可能被刷点击，刷浏览行为操纵。为了减少页面浏览对人气排名的影响，我们

将使用多种方法来保证排名由合理活动驱动。

• 研究文章浏览数：最容易追踪，当时也需考虑浏览时间仅几秒的误点击情况。

– 打击刷浏览行为：恶意用户可能会创建多个帐户增加阅读数，刷浏览量。我们将
将跟踪歉歐和设备，并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封锁某些歉歐或某个范围内的歉歐来解决这
一问题。

• 通过测量浏览增速，浏览数增加也将被考量在内。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浏览的文章会因
这种欐蹿红速度欑而排名上升。

• 总流量数：通过每日，每周，每月浏览占站内总浏览量的百分比来测定。
• 浏览时间：浏览行为必须达到最短浏览时间才能算入到浏览数中，这也取决于文章的
长度。过于短篇的文章的浏览可能不被计算在总浏览数中。不过，这一指标仍然可以

通过点击文章而故意不关闭窗口而操纵，尽管其影响将受到参与其中的恶意用户数量

的限制，而恶意用户数也会因歉歐跟踪和设备跟踪而被尽可能限制。
• 文章活动：我们还将还将算入用户的点击次数（高亮标注，鼠标点击），鼠标滚动，
文章共享次数以及评论数。

• 编辑点评：员工可以对分析的质量而给文章额外加分。初始提交必须符合最低标准才
能发布。但是，为了进一步激励优秀分析，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员工可以奖励给文章更多的积
分。

人气指标的操纵不会被欱欰欰％消除，但上述定量和定性指标的组合可以帮助提升排名算法的
效力。

9.3 可信度计算

每位作者的可信度评价将由平台算法自动计算，让读者了解谁的研究报告更成熟，更可靠。

这些指标将决定可信度得分，总共欱欰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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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流行：越热门的文章可信度得分更高。

• 文章浏览数：浏览次数的增加可提高可信度得分，其中也会考虑到作者的文章总数。

• 过去文章的质量：编辑人员将通过作者过去的文章来确定文中预测的准确性。

• 通过支付 歒歐歘代币投支持票。

• 文章的流行：越热门的文章可信度得分更高。

• 文章浏览数：浏览次数的增加可提高可信度得分，其中也会考虑到作者的文章总数。

• 过去文章的质量：编辑人员将通过作者过去的文章来确定文中预测的准确性。

• 通过支付 歒歐歘代币投支持票。

9.4 抄袭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执行严厉的惩戒制度，对于任何程度的抄袭行为都是零容忍。如果用户被发现存
在抄袭行为，则该用户的账号将被封，其歉歐地址也会被系统屏蔽。抄袭的严重程度还将决
定余额是否会被锁。

但是，用户所有在平台上发表的研究内容（主题、构思、摘选或全文）可能会被诸如新闻

网站，博客等外部内容平台复制，抄袭或挪用。对于平台上的雷同内容，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将使用
中文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来监控语义相似的文章。

其他形式的抄袭还包括作者故意地重新提交文章或提交略微修改、内容相似的文章。我

们的自然语言处理机制也会侦察这样的违规活动，防止用户不会以这样的手段反复得到奖

励。这对于拥有独特时间锁定制赏金制度是尤为关键的。

关于外部内容的抄袭，如果有足够多的用户以违反我们的反抄袭政策为由举报某篇文章，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员工将会进行审核。此外，随着我们系统完善，并能够抓取外部网站的内容并归
档，我们将使用该功能来确认可能遭到部分或全文抄袭的新发布文章。

9.5 现有平台

9.5.1 基于数字货币的内容平台

目前已有基于数字货币的内容平台开创了使用代币作为内容创作和分发的激励机制。

歓歴步步歭歩歴欮正歯歭歛欱欶歝基于歓歔歅歅歍数字货币，开发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来激励社交媒体内容生产，
类似于 歒步此此歩歴欮正歯歭。虽然两者有几个关键区别，我们仍借鉴了歓歔歅歅歍 欯 歓歴步步歭歩歴欮正歯歭平台
的几个概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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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代币代表欱票的支持 欯 反对票的相抵消系统（非每个用户代表欱票）
• 代币支付使用平方（歮2）比例分布函数将加权给投票数最高的研究内容，但仍会让每

个人都分得报酬。

• 计划性的增加代币流通量，为新的和现有的研究内容提供报酬
• 对于愿意承诺在一定期间不售出代币的代币持有人能获得预先确定的收益率，也会由
于代币流通量增加而获得资金积累。

9.5.2 传统金融研究平台

我们将突破基于加密货币的内容分发系统，将业务扩展到传统的金融研究平台。我们并不

寻求与彭博、汤森路透、歆歡正歴歓步歴、歓欦歐 歃歡歰歩歴歡歬 歉歑等现有平台直接竞争，而是补充这些平
台的研究内容。与这些平台上提供的传统卖方股票研究报告不同，我们的内容来自独立投

资者，研究人员和市场参与者。目的是为研究消费者提供目前研究覆盖较少的行业，经济

部门，公司和主题的报道。

9.5.3 基于网页的用户原创内容平台

其他网站，例如歓步步歫歩歮歧 歁歬歰歨歡和类似中国的雪球，都有用户生成的内容。但是，我们也与
这些这些网站有几点不同：

• 歓步步歫歩歮歧 歁歬歰歨歡：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专注于中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而歓步步歫歩歮歧 歁歬歰歨歡的内容和
读者群主要关注美股市场。顶级供稿人以稿费形式获得酬劳，而稿费来自平台广告收

入。

• 雪球网：所有内容均为中文，对不通中文的读者造成了障碍。作者可以接受读者打
赏，但是打赏得不到保证，不是稳定的薪酬来源。

9.6 披露和利益冲突

作者必须遵守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的信息披露标准。作者必须披露相关股票仓位或任何利益冲突，并
以书面形式同意信息披露。

9.7 行为准则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员工必须遵循最高的伦理标准。员工不得根据尚未公布的研究信息抢先交易，并
不得滥用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员工权职（信息、权限、职权）谋取个人利益。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将建立内部
合规小组，并向董事会提交单独的报告，以确保对这些标准的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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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代币风险

歒歐歘无意作为投资平台。 歒歐歘是驱动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开放研究平台的流通数字货币， 购
买歒歐歘代币是对平台成功的投的信任票。但是，仍有几点风险需要用户注意。

10.1 项目风险

与任何项目一样，我们平台的开发和执行会有延迟甚至失败的风险。虽然核心团队具有良

好的研发记录和业务管理经验，但这并不能为成功打包票。团队将努力实现在项目路线图

中所述的里程碑，并将尽可能透明地公布我们的进展和遇到的挑战。

10.2 数字货币风险

与其他资产（如股票，债券，甚至房地产等替代投资）相比，数字货币波动是十分剧烈的。

不要购买在您承受范围数量以外的歒歐歘代币。请花时间了解我们的项目和愿景。我们的目
标是向希望积极参与我们开放性研究平台的志同道合人士融资。

10.3 监管风险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监管环境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我们将尽最大努力遵守所有法律和监

管政策的发展，但我们不能预见法规将如何影响我们的项目和平台开发。

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歐歂歯歃）自欲欰欱欴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区块链和数字货
币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还于欲欰欱欷年欵月启动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委员会，研究数字货币对
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结算和清算的影响歛欱欷歝。

欲欰欱欷年欷月，六家中国区块链机构在贵阳市联合发布了《贵阳首次数字货币发行（歉歃歏）共
识》文件歛欱欸歝。该文件概述了在中国自我管理歉歃歏，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计划。该提
案包括建立对歉歃歏申请人的预审审批制度，明确的投资者要求以及营销和宣传规则。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歓歅歃）最近的一项规定表明，如果该被认定为金融资产，则歉歃歏的
发行公司可能需要在歓歅歃登记 歛欱欹歝。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一项关于歉歃歏的声明，其中命令禁止了歉歃歏筹资的行为，并将
加强对于歉歃歏相关业务平台的监管，督促大众认识歉歃歏的风险性。

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已经采取行动确保监管合规，并将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遵循这些指令。

歒歐歘的销售将会由歒歐 科技欨香港欩 有限公司 欨欣欲欲欵欵欲欹欹欩 在香港完成。美国公民，大陆公
民或新加坡公民将无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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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知名的香港律师事务所正在就歒歐歘是否是一种安全性提出法律意见。歋歙歃、反洗钱、
税务和会计问题的咨询由一家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进行。

11 RPX发售细节

• 公开发行硬顶为欱欵欰欰万美金
• 代币销售开放时间为期欱欴天从欱欰月欰欸日欲欰欱欷年室欱欰月欲欲日欲欰欱欷年
• 基于歎歅歏区块链和歎歅歏智能合约

详情将在官网发布歨歴歴歰歳欺欯欯正歯歩歮欮歲步此欭歰歵歬歳步欮正歯歭

早期认购 红利

第一天 欳欰欥

第二至三天 欲欰欥

第四至七天 欱欰欥

第八至十四天 无

11.1 首期发行RPX总数解析

歒歐歘的分发方式如下：

• 欴欰欥公开售卖代币的资金为公司所有
• 欴欰欥储备代币为公司代持
• 欱欵欥为公司股东所有
• 欵欥为公司员工所有

公司员工持有的歒歐歘有为期欱欲个月的转归期，每季度转归欲欵欥，欶个月内不得出售。每个员
工持有份额将按其在公司的任职时间计算。

资金使用预算：

• 欴欰欥用于研究和开发，平台构建：区块链程序员，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网
站和软件程序员

• 欲欰欥用于研究和编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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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欰欥用于营销，销售和差旅费用
• 欱欰欥用于运营经费：行政、人力、其他员工、房租、水电网煤
• 欱欰欥用于法律和会计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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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台发展蓝图

时间周期 提议发布的功能

欲欰欱欵年二季至欲欰欱欷第二季度 • 免费邮件订阅者达五万以上 歼 欭 网站改进：改
进歕歉，基于歓歏歌歒的分面搜索标签，创建和保存，
可定制的内容推送

• 歩歏歓手机应用更新：中英双语内容，内容分享，和
改良的搜索功能

• 与歂歬歯歯歭止步歲歧、歔歨歯歭歰歳歯歮 歒步歵歴步歲歳、歓欦歐 歃歡歰歩歴歡歬
歉歑和歆歡正歴歓步歴等金融平台合作整合

• 建成基于机器学习的事件数据平台原型
欲欰欱欷年三季度 • 选入埃森哲歆歩歮歴步正歨 歉歮歮歯歶歡歴歩歯歮 歌歡止 歁歳歩歡欭歐歡正歩欜正项

目歛欲欰歝
• 发布白皮书
• 发售代币

欲欰欱欷年四季度 • 开始开发歐歹歴歨歯歮 欯 歄歪歡歮歧歯平台来取代现有的平台
• 继续改进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分类和转换过程
• 构建标准化研究报告模板和发布工具
• 开始研发安卓应用
• 组建公司内部区块链开发人员和歎歅歏社区开发人
员的工作组

• 雇佣新员工

– 区块率欯数字货币开发者
– 歐歹歴歨歯歮 欯 歄歪歡歮歧歯网站开发人员
– 数据科学家和中文自然语言处理专家
– 前端开发人员
– 移动应用开发人员
– 开发运营
– 研究和编辑人员
– 销售和营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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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周期 提议发布的功能

欲欰欱欸年一季度 • 启动新的歐歹歴歨歯歮 欯 歄歪歡歮歧歯平台
• 通过网页平台，移动应用程序，终端和电子邮件通
讯同步发送定制研究内容

• 微信小程序开发
• 通过歎歅歏区块链和歎歅歏智能合约与歒歐歘代币整合
作为货币化机制

• 开始开发歃歬歯歵此 歅歶步歮歴数据推送，基于我们的机器
学习和歎歌歐算法生成的关键词和主题

• 与新平台协调的改进移动应用（歩歏歓和歁歮此歲歯歩此）
• 推出现有平台内容和数据客户端歁歐歉作为高级服务

欲欰欱欸年二季度 • 基于歒歐歘的平台止步歴歡测试
• 歃歬歯歵此 歅歶步歮歴数据推送止步歴歡测试集成
• 市场数据集成
• 替代数据合作伙伴关系和集成
• 建立与财务顾问、资管公司、券商及其各自的线
上欯移动应用程序的合作伙伴关系

欲欰欱欸年三季度和四季度 • 推出新的基于歒歐歘的开放式研究平台
• 全面整合歃歬歯歵此 歅歶步歮歴数据推送
• 为高端客户开发基于歁歉的智能助手
• 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亚太地区
• 自选股监控列表和多个投资组合跟踪功能以及欐可
追踪的欑投资组合

• 开始开发歂欲歂市场和商业情报引擎，进行定制分析
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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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周期 提议发布的功能

欲欰欱欹年 • 基于开源歒歐歘代币的区块链，允许其他关联金融
服务和平台与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整合

• 研究范围扩大到北美和别的市场
• 在主要金融中心城市（上海、香港、新加坡、东
京、首尔、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举办行业会议

• 为机构客户启动歂欲歂可定制的市场情报引擎
• 扩展基于歁歉的解析和分析工具，将我们从客户群
体中收集的历史用户活动数据作为训练数据

• 与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合作，在我们积极参与的市
场中培养金融和投资素养

• 与基于区块链的身份安全平台合作，确保对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上的私人，半私人和公共信息的隐私保
护和控制

• 创建独立的非营利基金会，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研究
和信息分析领域的创新

• 开始基于歁歉的智能助手研发，帮助用户识别，保
存，检索，评估和分析相关的公共信息

欲欰欲欰年 • 根据顶尖的分析和见解，启动独立的集思广益型对
冲基金

• 启动智能歒歯止歯欭生活方式管理服务，用户可选择
让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上收集的用户活动自动构成用户
档案，与智能助手集成，通过歒歐歘块链技术确保
实现

• 在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平台开发增强现实（歁歒）和虚拟现实
（歖歒）歁歐歉和程序内容扩展，以与其他现实世界的
应用程序连接，因为它涉及社交媒体，新闻，市场

信息，业务分析，继续教育和整体生活方式分析和

建议

• 与仿生设备和平台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创建一
个可从世界任何地区实时访问的开放式信息和知识

分享平台，信息准确性通过歒歐歘块链技术进行验
证和确保

歶欱欮欱欰 欱欹



以上路线图可能会改变，尤其当市场状况波动，竞争局势转变，用户需求改变时我们需要

随机应变。改路线图旨在概述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希望如何继续延续，扩充现有平台，来实现当下普
遍的信息过载问题这一高屋建瓴的目标。

歶欱欮欱欰 欲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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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鹏远 (Jonathan Ha)，CFA (领英)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 欱欲年的咨询和金融服务经验
• 计算机工程、经济学与商业的教育背景
• 欲欰欱欵至今：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首席执行官
• 欲欰欱欰至欲欰欱欵年：歚欭歂步歮咨询，咨询业务主管和负责人
• 欲欰欰欸年：歌歇电子，全球营销歍歂歁课程
• 欲欰欰欳至欲欰欰欷年：歁歍歓，歉歂歍，歅歍歃财务部门的管理咨询
• 欲欰欰欹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歍歂歁，战略与市场营销学
• 欲欰欰欳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歂歓歅，计算机和电信工程
• 歃歆歁持证人

赵显理 (Stanley Chao)，CFA，CAIA (领英)
联合创始人，数据科学主管

• 欱欱年的投资管理和金融服务经验
• 应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教育背景
• 欲欰欱欵至今：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联合创始人，数据科学主管
• 欲欰欱欳至欲欰欱欵年：歒歡正歩歮歧 歃歡歰歩歴歡歬，定量交易者，金融衍生品＆期货
• 欲欰欱欲至欲欰欱欳年：歇歯歬此步歮 歃歯歲歰歳，金融分析师
• 欲欰欰欹至欲欰欱欱年：歁歔歁基金，管理总裁
• 欲欰欰欴至欲欰欰欸年：歐歡正歩欜正 歗步歳歴证券，调查分析师
• 欲欰欱欲年：华盛顿大学金融工程证书
• 欲欰欰欲年：华盛顿大学应用与计算数学科学
• 歃歆歁持证人
• 歃歁歉歁持证人

Peter Alexander (领英)
联合创始人，非执行主席

• 欲欰多年的中国金融市场和研究经验
• 欲欰欱欵至今：歒步此 歐歵歬歳步，董事长

歶欱欮欱欰 欲欱

https://www.linkedin.com/in/hajon/
https://www.linkedin.com/in/stanley-chao-cfa-caia-4a12043/
https://www.linkedin.com/in/peter-alexander-97630910/


• 欲欰欰欴至今：歚欭歂步歮咨询，创始人和总经理
• 欲欰欰欱至欲欰欰欴年：歐歲歵此步歮歴歩歡歬 歆歩歮歡歮正歩歡歬 保诚金融（上海），中国首席代表
• 欱欹欹欷至欲欰欰欱年：歎歡歴歩歯歮歡歬歷歩此步 歆歩歮歡歮正歩歡歬 （上海），中国首席代表
• 欱欹欹欵至欱欹欹欷年：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 欱欹欹欰至欱欹欹欵年：歂歲歵此歡歧步 歓歴歯歲歹 歡歮此 歒歯歳步（纽约），新兴市场分析师
• 欲欰欰欲年：罗格斯大学（上海）歍歂歁
• 欱欹欹欲年：西康乃迪克大学国际金融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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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丹枫 (领英)
公司顾问

法国巴黎银行投资合伙人中国（前）

王岳华 (领英)
公司顾问

德丰杰龙脉 欨歄歆歊 歄歲歡歧歯歮欩 歖歃合伙人

Mark Kuo (领英)
公司顾问及法律顾问

戈壁 歖歃合伙人（前）

达鸿飞 (领英)
公司顾问

歏歮正歨歡歩歮首席执行官，歏歮正歨歡歩歮和歎歅歏创始人

陶荣褀

公司顾问

歎歅歏理事会秘书在

Sombat Southivorarat (领英)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顾问

徐敬程 (领英)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顾问

萧佑寰 (领英)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顾问

歶欱欮欱欰 欲欲

https://www.linkedin.com/in/tf-cheng-2786b9/
https://www.linkedin.com/in/richardwang/
https://www.linkedin.com/in/markkuo/
https://www.linkedin.com/in/dahongfei/
https://www.linkedin.com/in/sombat/
https://www.linkedin.com/in/jc-xu-88940240/
https://www.linkedin.com/in/hsiakenn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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