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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幣不再是唯一途径，加密存托凭證正在逐步取
代傳統股權，讓所有權和執行实現民主化”

$276 億
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的年度股票收入-- 福布斯

$77.7 萬億
2017 年股市交易總值– 世界銀行

$542 萬億
2017 年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總值– 國际清算銀行(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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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件而言，術語“份額”，“權益”和“股票”可互换使用，并具有相同的含义。
在不同的國家/地區中，可以使用這些術語中的一個或多個来代替其他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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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密存托凭證（CDR）和密碼共享是傳統股權所有權的自然演變，該市場價值達到 77.7 萬億美元，具备傳
統股票所有權的所有優勢，且能够有效解决效率低下的問題。我們的解决方案可以對現有股票市場和所有
新發行的股票進行代幣化。 我們的特殊解決方案不僅僅是一種功能受限的途徑，它能夠直接通過代幣提供
一系列的資產服務（包括股息支付和投票），既比現有方法更快，費用也顯著更低。

傳統

加密

股權登記

區块鏈

股權證書

代幣

股利支票

股利代幣

投票表

智能合約

股權分割

部分所有權

其他企業行動

智能合約

為了更好引入加密存托凭證（CDR）和加密股票，我們將很快推出一個可以上市和交易的交易所
。加密交易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商業模式，我們的全球投資銀行業資深人士都是各個領域的轉家，
涵盖軟件工程，电子商務，电子現金和衍生品交易，機器學習，結構，銷售，證券法律和监管。
在大多数受监管的司法管轄區，證證券化代幣（授予合法權利或資產所有權權的代幣）的交易必
須通過授權监管實體進行，我們正在密切合作，确保我們遵守监管法令與規則，也同時确保不断
變化的监管環境不會過度扼殺證券市場的自然演變。在某些許可的情况下，美國的 JOBS 法案已
經支持加密存托凭證（CDR）和/或加密股票产品，允許符合條件的每間公司最高可筹集 5 千萬
美元。
尽管如此，我們的交易所平台也是特地為交易其他加密工具（例如非證券化代幣）而設計的，無
論监管環境如何，都能确保稳健的收入模式。從那里我們的目標是擴展到債券（總值 92.2 萬億美
元的市場1）和其他現現金工具，然後延伸至 542 萬億美元的衍生品市場。
我們邀請您通過我們的首次貨幣發行（ICO）加入我們的行業。

1

https://www.sifma.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US-Fact-Book-2017-SIFMA.pdf (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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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白皮書提出了傳統股權問題的解决方案，在下幾個月内我們也將會把同個解决方案適用於在固
定收益产品。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提出：
1. 加密存托凭證和加密股票产品允許實現結構化代幣或完全本地發行加密股票 - 根据管轄裁决;
2. 可允許推出和/或交易加密存托凭證，本地發行加密股票和其他加密工具的平台;
3.交易代幣首次發行的细节為嵌入式智能合約功能和（可選）低費用平台交易提供動力。
加密是股權資产的自然演變，保留了所有權的组成部分：投票權，股息和資本增長， 同時弥補了
它所有的缺點。
傳統股權所有權的最基本問題在於費用高，效率低（或称“摩擦”
）
：
•

交易費用高 - 例如，經紀佣金和流動資金費用

•

結算時間缓慢 - 例如，延迟正式交易和所有權登記

•

高管理費用 - 公司和大型專業投資者尤其受影响

這些“摩擦”讓到中間商和經紀商從中获益颇丰 – 截止 2017 年第二季度末截止的 12 個月内，美
國头五大投資銀行的股票業務收益總額超過 276 億美元2。
另一含有的問題是隐私權的缺乏，部分是因引入本意良好但可能略微偏离目標的規則所造成的，
在某些情况下，會导致客户訂單的非法預先運行，從而导致显著的額外費用。

3

存在問題

股票所有權一向都是記錄在中央股份登記册3中，該登記册記錄了所有者名称，持有的股份数量、
类别以及聯系方式。該股票登記册是所有權的官方法律記錄，用於确定投票權，分配股息，通知
股東企業行動（例如股票拆分，新發行，股息）。
股票登記册在很多方面类可視為於私人的區块鏈，由發行人集中控制，是给定股權交易的“黄金
来源”。 每筆交易都需要更新此登記册影响到的部分。
利益相關者的摩擦問題各不相同，但在所有情况下幾乎都有利於中間人或經紀人。利益相關者的
問題包括：

2

https://www.forbes.com/sites/greatspeculations/2017/08/21/q2-equity-trading-revenues-for-largest-u-sbanks-highest-since-early-2015/
3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hareholder-registe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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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散户投資者



高交易費用 – 散户投資者需要為單筆交易支付 25 美元以上




缓慢的結算期 - 最進在 2017 年“改善”至 2 天 ，但總体来看，還是太缓慢了
與開立和維护經紀賬户，启動，執行和結算交易相關的文書工作

3.2

4

职業投資者/資产經理



高交易費用 - 機構投資者需要支付 0.15％或更多的費用



缓慢的結算期 - 最進在 2017 年“改善”至 2 天， 但總体来看，還是太缓慢了



維持大型後台/管理運营的費用 - 最终都是消費者承担



與開立和維护經紀賬户，启動，執行和結算交易相關的文書工作 - 管理效率低，既麻烦又
昂贵



缺乏隐私 – 報告延期不符合規定的大型交易都必須在完全執行之前將曝露在市場中

3.3

股票發行人



股份登記的行政費用 - 直接或外包



企業行動的行政費用 - 例如股票拆分，股息，新發行等需要大量支出（例如通知和备案）



投票的行政費用 – 投票過程不利於股東参與，笨拙且昂贵

目前的情况也被法律和法規巩固，旨在保护投資者，更也延續一路来死板於不灵活的進入市場的
障碍，以真正利益相關者- 公司及其股東- 為代價，大大利益了中間商和經紀人。

4

歷史回顧
5

6

根据 Satoshi Nakamoto 2008 年 10 月的一篇文章中記錄，區块鏈 的發展建立在密碼學領域一群
先人的工作基础上，包括 Stuart Haber 和 W. Scott Stornetta，1991 年；蒂姆梅，1994 年；尼
克·萨博於 1998 年撰寫的“比特金”，於 2005 年出版；和魏岱的“b-money”於 1998 年撰寫，
2006 年出版。
第一次發行比特幣以及在 bitcoin.org 網站上提出底层區块鏈標准是在 2009 年 1 月7。從那時起，
加密和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就一直在迅速和廣泛地采用區块鏈架構。到目前為止，區块鏈成為了一
個尋找解决方案的絕佳方案，其中加密存托凭證 CDR 和加密股票是“殺手級應用”。

4
5
6
7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ockcha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ockcha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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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股權的價值可以籠統被視為於某公司的整個生命周期内，归属於該所有權的所有現金流的净現值
之和。各種类别的股票對股息和/或權利（如投票權）具有不同（或没有）權利。
股息是指向股東分配現金或現金等價物（如額外股權）
。稅收待遇各不相同，在一些國家，不對股
息征稅，在一些國家，股息是附加稅收抵免，在其他國家，股息需缴稅。
投票權通常在結構化格式的年度或特别股東大會（AGM / EGM）上亲自或通過代理人行使，以
批准或拒絕公司提供的一套特定决議。
企業行動是指改變公司發行的股權或债務價值的任何行為，包括修改股票結構或發股息。安排和
管理企業行動（直接或外包给代理商）開銷可觀，是因為都需要發出通知，正式提交公司文件和/
或股東投票。
智能合約是代幣中的自動合約（嵌入式功能），一旦部署，即不可變（發行人不能更改），除非在
極少許情况下已經預编程到合約中。唯一可配置的功能通常是代幣名称和功能的執行費用。即使
代幣發行人停止交易，代幣和智能合約仍然存在并保持全面運作。
傳統股權交易低效率的范围如下：

5.1

交易費用高

傳統市場的交易費用涵盖了一系列行政和监管費用，虽然在過去十年来在降低費用大有改進，但
也無法達到運用分布式賬本技術的水平。某些現有的零售服務自称提供“零費用”交易，但实际
上仍包括交易費，價差和融資費用以及提供“優质”服務收取的費用。但若使用以太坊價格提供
8

的 ERC20 標准，無論交易大小，每筆交易的費用都是固定的。打個比方，對於 100 股每股 1 美元
的零售交易，如果交易費用的固定價格為 0.15 美元，就相當於 15 個基點。對於 1000000 股每股 1
美元的機構型交易，再次以 0.15 美元的固定價格，這相當於 0.000015 個基點。
預期的监管影响：分布式分类賬技術符合监管最佳執行框架，确保代表客户以最佳全價交易。
總結：通過區块鏈技術的交易費用已達到傳統股權交易無法達到的水平，為零售和機構投資者提
供了显著的收益。

5.2

缓慢結算期
9

最進在美國的結算期改善為 2 天 ，與通過共識區块鏈驗證的交易速度相比簡直是天渊之别。即使
10

考虑到剛提議出的“加速”1 天 夜間結算，還是远远比不上以太坊——ERC20 標准目前在可在

8

https://theethereum.wiki/w/index.php/ERC20_Token_Standard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10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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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0 分鐘内完成低優先級交易 ，并在 2 分鐘内完成高優先級“快速”交易 ，“快速”交易費用比
低優先級交易高約 60％。
注意：這是代幣交易在區块鏈上出現的速度。虽然所有現金結算都受標准銀行系統的約束，但現
金等價物可以通過法定支持的货幣進行交易，例如高盛（Goldman Sachs）Circle 支持的美元货幣
13

（USDC） ，通過現金净結算（EOD）法定結算指令轉為現金。另类機構等級選择（見以下清算
和結算風險部分）正在研發中。
預期的监管影响：符合更快結算的监管目標
總結：通過區块鏈技術在 30 分鐘内完成的結算期已經确立。理論上，傳統股權交易時間可以與這
些時間竞争，但需要承担大量額外的運营承诺和資本。

5.3

文書工作

在過去的十年中，與開立和維护經紀賬户以及启動、執行和結算交易相關的文書工作已經轉為網
上操作，但是在手動输入，更新，驗證，确認，記錄和存档交易（以及其他）方面仍然存在很大
的開銷（見下面的後台）
。
分布式區块鏈的性质确保中間人或經紀人可被抹掉，雙方可以達成一致，向注册商提交电子“签
名”指令，以便直接進行交易（类似於場外交易）
，此交易随後自動記錄在區块鏈上。無需手動输
入或對帳，無需确認過程，無需經紀人，处理和記錄保存是自動化也且不可變。
預期的监管影响：符合加快結算的监管目標。通過已授權許可的經紀人執行證券化交易。了解你
的客户流程也被轉移到區块鏈上，但可能還最低文書工作的要求。
總結：物理文档和存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歷史，區块鏈的不變性為监管機構提供了内置的合
規交易記錄。

5.4

維持庞大後台/管理操作的費用

機構投資者和資产管理人的傳統投資流程通常需要庞大的後勤部門和運营團隊来检查預訂/登錄錯
誤，确認錯誤，付款錯誤，操纵数据，更新内和外部記錄，并向内部交易部門，風險與合規部門
匯報。尽管如此，仍然會出現代價高昂的錯誤 - 通常被称為“中断”
。
作為一個共同分类賬，區块鏈相當於两個共享内部記錄保管系統的交易對手，任何新記錄只是一
個聯合（發送方和接收方）授權指令，如果未經确認则自動被拒絕 - 與 MarkitWire 的模式大致
相同，在互换世界中工作，一方提出的交易由另一方签署（确認）
。這可确保交易部門能够收到任
何不匹配的進实時警報，并保證成功签署（确認）交易，消除了絕大多数操作風險，從而也消除
了後台辦公的需要。

11
12
13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http://www.finra.org/investors/highlights/t-plus-two-is-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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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监管影响：無，只要風險和控制功能不被妥协，并且由於潜在錯誤和/或数据操纵的减少而
产生净正面影响。
總結：使用會签签名的共同分类帳，可确保交易台直接快速識别錯誤，确保交易正确，不产生和
解開銷。

5.5

缺乏隐私性

在某種程度上，透明度以受各項法規規定，包括 Dodd-Frank / Volcker（美國）和 MiFID I / II
（欧盟） 。监管目標一直是為了确保市場的完整性，為所有参與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環境和透明度，
以确保最優惠的價格。伴随這一點的是可觀的額外報告開銷，以确保及時向所有市場参與者傳播
交易信息。
區块鏈是最透明的交易記錄。作為單一的，公開可用的，不可變的交易記錄，可以進乎实時地觀
察所有交易活動，而無需構建聚合器和報告系統。根本區别在於區块鏈不會呈報告交易的價格，
只報告買方和賣方的錢包地址（又名“賬面”
）和交易数量。虽然目前這與各主要市場的监管不同，
但我們的解决方案是提供可以实時發布此信息的交易平台。
除了將股權交易引入电子時代，我們還將提供可以交易這些工具的交易所。我們的交易所將能讓
公众参考 CDR 和其他加密工具的定價，我們也同時間與各监管機構合作，進一步使法規與金融
市場的這一阶段變化和投資者的最佳利益保持一致。
預期的监管影响：證券化代幣可能需要額外披露，其他加密工具不受影响。
總結：通過提供完全符合法規的交易平台，我們有能力保持加密的内在優勢。

5.6

股份登記和企業行動的管理
14

由存款信托和清算公司（DTCC）赞助的 2004 年 Oxera 的一項研究 估計，每年有進 100 萬項企
業行動，导致每年所有市場参與者的費用高達 100 億美元。每項企業行動失敗可能會导致高達
1000 萬美元的費用。如果能消除大部分的這些企業行動，自然的可以大幅度地减少這方面的開支。
傳統股票必須以 1 股的最低單位進行買賣，不能拆分，在股價较高的情况下（例如，截至 2018 年
5 月 23 日伯克希尔哈撒韦交易價格為每股 294400 美元）
，它們會降低投資者的可及性，减少股東
数量和流動性，最终低估其真实的市場價值。
加密“硬幣”或代幣允許部分所有權，消除了股票拆分的需求。它們可以以十進制單位進行交易，
當您簡單地買入或賣出 0.00001 CDR 時，為什么每持 1 股就要發行 10 萬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
呢？這减低了一筆可觀的行政費用（通知，备案，投票等）。
新發行同樣只是通過智能合約向現有持有人發布額外的 CDR，或單独的 CDR。這也同樣不再需
要繁琐、浪費和昂贵的管理流程。智能合約是永久嵌入 CDR 本身的完全自動化過程，您不需要

14

www.dtcc.com/~/media/Files/Downloads/WhitePapers/oxera_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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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誰持有 CDR 或持有量：授權指令只需簡單公布，然後由 CDR 中的嵌入式功能自動使用和執
行。權利發行要通過投票（見下文）和發行（上文）的组合進行。
股息同樣是相當大的行政費用項目之一，發行大量小額付款是一項代價高昂的活動（例如，每筆
15

付款 1.80 美元 ）。加密允許任何希望分股息的公司通過智能合約自動向所有 CDR 持有者發放股
息代幣，接進無費用，資金来源於股息池。然後將資金作為一個總支付，再加上一個股利代幣
（兑换後銷毁）加密交易的單一購買訂單，公司可以簡單随意進行分配，且花費低。 CDR 持有
者也可以在方便時自由交易或赎回股息代幣。
投票也簡單化，可通過智能合約直接進行，股東無需参加會議，CDR 持有者可以通過实時廉價方
16

式對决議進行投票 - 巴西 已經在開始在國内实行以太坊區块鏈進行投票。
預期的监管影响：無。智能合約與每個企業行動不可變的公共記錄相結合，完全符合法規要求。
總結：以加密作為解决方案，我們估計企業行動會减少 95％以上與每年节省進 100 億美元。發行
人（以及最终股東）的收益也不小。

5.7

清算和結算風險

交易通常是两方或多方之間的資产或現金流轉讓。結算風險是指一方或多方可能無法按合同义務
交付。這可能是由於交易對手违約（例如破产），運营失敗，市場流動性和/或其他因素造成，極
端情况下會导致全部本金的損失。傳統市場通常被要求通過中央交易對手（CCPs）清算，一群資
金充足并能够承保任何交易對手的违約風險的中介機構，從而將結算風險轉移到清算和結算“中
心”。除了通過我們的交易平台執行和結算外，我們還會尝試納入三種機構級别結算選項：1）使
17

用 ISO20022 標准，通過 SWIFT 網络在交易對手之間直接实時完成證券化代幣結算（完全消除結
18

19

算 風 險 ）， 與 ChainLink 一 起 開 發 ； 2 ） 通 過 货 幣 支 持 代 幣 進 行 实 時 結 算 ， 與 Circle 和
20

Clearmatics 一起開發；3）通過一個或多個全球被监管和已被批准的中央交易對手 CCPs 進行結
算。

使用 ChainLink 的證券化代幣和 SWIFT 支付網络之間的互操作性模型：
區块鏈

CHAINLINK –SC 合約

ChainLink 节點

外部 API

15
16
17
18
19
20

www.dtcc.com/~/media/Files/Downloads/WhitePapers/oxera_2004.pdf
www.dtcc.com/~/media/Files/Downloads/WhitePapers/oxera_2004.pdf
https://www.swift.com/
https://www.swift.com/
https://www.swift.com/
https://www.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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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SC 合約

核心

適配器

外部 API

圖 1：ChainLink 工作流程：1）USER-SC 發出一個鏈上請求; 2）ChainLink-SC 記錄一個
oracles 事件； 3）ChainLink 核心接收事件并分配到適配器; 4）ChainLink 適配器對外部
API 執行請求; 5）ChainLink 適配器处理响應并將其傳递回核心; 6）ChainLink 核心向
CHAINLINK-SC 報告数据；7）CHAINLINK-SC 聚合响應并將其傳回，作為對 USERSC 的單一响應

經許可轉载 ChainLink 白皮書，第八页 © 2017 智能合約

預期的监管影响：通過傳統的 CCP 和直接通過智能合約实時提供結算是符合监管的。
總結：通過提供监管機構批准和本地加密結算選項，我們给予监管機構時間了解加密解决方案（
并將其視為好处）。

5.8

其他监管考虑因素

监管者的主要目的是維护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并确保投資者得到保护 ，特别是在零售（小投資者）
市場。法規通常侧重於市場信息的透明度，公平對待客户（提供公平的竞争環境），適用性和交
易費用，這些全在上問已提到。了解你的客户（KYC），通用報告標准（CRS）和反洗錢（
AML）規則同樣是监管要求的關键部分，有助於确保全球資本流動不會用於融資或启用非法活動
。因此，證券化代幣只允許自動轉移到已達到最低监管合規性的各方。這將通過嵌入式智能合約
21

和我們的交易代幣来管理的，分布式的 Oracles 和經許可的區块鏈還提供增强的监管選項，這些
選項正在與該領域的領先 KYC 提供商和监管者進行詳细評估。

5.9

跨區块鏈互操作

加密社區正在研究直接跨區块鏈通信，目的是满足服務和协議之間的互操作性。我們認為，進期
引入此类功能對證券化代幣持有者来說風險较大，不適宜。正如我們在從其他科技中察觉的，交
22

叉兼容的代價可能是引入無法預料的錯誤或安全漏洞 ，在某些情况下還會导致严重損坏或損失
。此外，它為那些從“規模經济”中受益的坏行為者（例如黑客）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目標
21
22

https://blog.ethereum.org/2014/07/22/ethereum-and-oracles/
https://cloudblogs.microsoft.com/microsoftse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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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過攻击其中任何一個来訪問所有相互關聯的區块鏈。出於這個原因，在一個不可改變且不
可逆轉的資产轉移世界中，任何解决方案（以及更廣泛的行業）都應該继續使用隔离資产登記册
，直到這個新生標准在現实世界中通過非證券化代幣進行全面和稳健的測試。

6

解决方案

區块鏈是一個不可變的分布式分类賬，类似於全球分布的股份登記册，其條目通過参與者“注册
商”的多数共識得到驗證和批准，消除了参與者之間應先存有信任。它提供了 任何人都可查看的
完整的终身交易歷史記錄。簡言之，它是傳統股票登記的演變。交易成為證券化代幣的交换，每
個代幣都代表着股票發行，即 CDR 或加密股票的固定比例和所有權。

6.1

加密存托凭證 CDR 和加密股票

加密存托凭證（CDR）和加密股票是傳統股權所有權的自然演變，它們拥有傳統股票所有權的所
有優勢以及解决其摩擦劣勢的方案。
23

类似於美國存托凭證 （ADR），加密存托凭證（CDR）是在區块鏈（現代股票分类賬）上發行
的證券化代幣，旨在成為监管機構在允許通過區块鏈直接發行本地股票之前的中間步骤。
ADR 一般是根据某間美國國内托管銀行持有的股票進行證券化的證書，ADR 可以代表一小部分
股票，一股或多股。
CDR 同樣是專門用於對某間托管銀行或某個專業信托持有的一类股票進行證券化的代幣。托管人
在區块鏈上以存款股票的份上發行代幣。部分所有權使得該比率不切题，但為了簡化事情，我們
采用了 1 對 1 的發行比率。
CDR 和加密股票之間的唯一區别在於 CDR 是根据监管中持有的基础傳統股票發行進行證券化，而加密股
票是以纯电子形式直接發行的。 與市場上現有功能受限的代幣相比之下，我們的特殊解決方案提供了一系
列的固有功能，可顯著提高速度和降低費用，讓投資者和發行人皆都受益：



股息 - 通過 CDR 中的嵌入式智能合約發行股息代幣来分配。這些代幣由股息池承保，并
可在各方之間交易。



投票 - 由 CDR 中嵌入的智能合約進行。



企業行動 - 实际上已被消除，部分所有權的存在廢除了股權分割的概念，另外大多数企業
行動相關的管理費用和股份登記册的維护也被消除。



交易費用 - 經紀人費用幾乎被消除了。 股票可以直接在各方之間轉讓，加密交易所最终
將取代傳統的股權交易所。



速度 - 中央股份登記册（區块鏈）自動在進乎实時的時間内更新。



透明度 - 中央股份登記册是公開的和不可變的。

我們的方法旨在使現有和新發行的股票轉换為證券化代幣，從而為整個全球金融市場带来更低的
整体費用，更快的交易時間和全球交易平台的好处。

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depository_rece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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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考虑因素：加密對於大多数监管機構来說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不同的司法管辖區對它
們進行不同的分类。我們正在與监管機構密切合作，以确保投資者保护法規的發展，支持而不是
破坏加密為解决方案。美國的 JOBS 法案已允許某些公司通過 CDR 和/或加密股票筹集高達 5000
萬美元。 在美國法規中，D，S，A +和 CF 代表着不同的管辖范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
ATS 法規（美國）和 MIFID MTF 称号（欧盟）允許根据监管部門的批准進一步擴展。只要能够
維持對投資者的保护，监管機構明确愿意参與讨論。

6.2

交易

今年我們將推出我們的交易所（0.9 版）
。從非證券化的“代幣對代幣”交易平台起步 - 一個經過
驗證的模型，不需要监管機構批准 - 將擴大到包括證券化代幣和“代幣對法定货幣”的注册参與
者，但須經监管機構批准（若該機構要求）
。除了一般的加密交易功能外，我們還能够讓已获批准
的股票發行人轻易將現有股票發行轉换為 CDR，以及發行新的 CDR 或加密股票。其他功能還包
括評級服務，公告和文档存储库。交易功能包括：




符合加密货幣安全標准（CCSS）和 ISO 27001：2013 標准的安全模型
支持和覆盖所有主要的加密工具
高速匹配引擎



機構級正常運行時間和 API







可選通過 CCP（證券化代幣）結算
可選通過受货幣支持的代幣結算
全球流動性采購，确保深度市場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各種訂單类型支持（市場，限價，止損，日，全球商品交易中心等）
定期拍賣服務，以擴展监管的一致性





尋求轉向 CDR 的新股和現有股票發行人的上市流程，包括評級服務
發行人的通知和文档存储库
多語言支持（英語，韩語，中文，意大利語，日語，馬来語等）

6.3

我們的 ICO: 交易代幣

我們使用以太坊 ERC20 標准發行 400，000，000 数量永久固定也永远不會增加或被銷毀的非證券化交易代
幣， 用於資助正在進行的研發。這些代幣將用於操纵交易所的交易、确保一致性和 CDR /加密股票中嵌入
式智能合約的功能- 例如，支持股息或息票支付，投票和其他企業行動。這些交易代幣不是实物資产或證券，
也没有與任何监管機構或政府機構注册。
持有我們代幣的其他優點（基於過去 12 個月期間的最低平均餘額，或自發布日期（如果不到 12 個月前發
布）包括 ：
 最低代幣數量（最初為 10,000 枚）的持有者將能夠對交易所推出和代幣上市的任何優先發布進行
投票;並在第 1 年內獲得所有交易所交易費用 25％的折扣；
 最低代幣數量（最初為 100,000 枚 ）的持有者將獲得第 1 年所有交易所交易費用的 100％折扣;
第 2 年 50％;第 3 年為 25％；
 最低代幣數量（最初 1,000,000 枚）的持有者將可以免費在交易所上進行交易（適用合理的使用
限制）;自定超控連接的能力，以實現最低延遲與無限制;並能在公開發布之前認購新上市和發行
（簿記建檔）的代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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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代幣數量（最初 10,000,000 枚）的持有者將能夠免費執行所有企業行動和資產服務功能
（適用合理的使用限制）;免費用於內部目的已使用過的市場數據和指數;每年一對一與管理委員
會面對面討論具體要求/優先事項/功能要求。

此外（如下所述），我們計劃將員工和代幣持有者的激勵措施保持緊密一致，這將導致我們可能會在公開
市場上不時購買代幣。

ICO 將以比特幣（BTC）和以太幣（ETH）計價，有兴趣者可直接通過在我們的網站（cdrx.io）或世界各
地的各種代幣交易所認購 – 完整的清單與 ICO 詳情將會在適當的時間在我們的網站公佈。

如果您對 CDR 或加密股票感兴趣，以满足您的需求，或者渴望加入或使用機構等級的交易，我
們歡迎您参與我們的 ICO。
代幣分配如下：


50％給予 ICO 前和 ICO 用户
o 35％科技 - 軟件開發，硬件和許可
o 14％運营支出 - 包括支持和維护
o 3％社區管理和参與
o 6％赞助和研究計划
o 8％業務發展
o 12％法律和监管
o 22％CDR 发行的融资与促销，以及收购互補業務（銀行，交易所，金融科技）股份



40％給予创始團隊和第二輪投資者，受制於锁定期和亏損回補條框（10 年内大致上線性致归属 - 大
概每年發行 16，000，000 枚代幣）. 我們的目標是將員工激勵措施與代幣持有者保持緊密一致 通過確保以代幣而不是現金支付大部分薪酬，工作人員會受到激勵，以確保保持代幣價值。現金應
主要分配給外部供應商和服務提供商，而不是內部員工.



10％給予第一輪投資者和 ICO 費用

7

收益模式

7.1

CDR 和加密股票






7.2




上市費用（包括组织，法律，保管和托管費用）
評級費
智能合約交易（企業行動，投票，股息）
其他費用（文件存储，智能通知，報告，投票和股息）

交易
交易/結算費用
流動性（接受者）費用
指数許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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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許可（機構）
监护權（機構）



其他費用（專業訂單市場数据，自動算法/套利費）

執行團隊

David Ward - 首席執行官。曾任世界两大商品公司其一的亞太區交易主管。在紐約，伦敦和亞
洲的投資銀行，包括高盛，美林和摩根大通，担任量化程序員和衍生品交易商（股票和信贷），拥
有二十年丰富經驗。工作經驗包括開發高頻交易系統，機器學習和交付全球债券發行和交易平台，
與伦敦證券交易所整合，伦敦證券交易所於 2012 年推出全球首個离岸人民幣债券。David 是一名
連續创業者，自 2010 年以来参與金融科技创業公司，自 2013 年以来参與加密領域。曾就读於維
多利亞大學和伦敦商學院。
Matthew Spittle - 首席技術官。前全球市場開發主管和全球电子商務技術主管。拥有 20 年的
技術經驗，就职公司包括美國運通銀行，摩根大通和渣打銀行在伦敦和亞洲的銀行。同時負責大
量業務關键經銷商平台和电子商務系統，涵盖交易前後，超高頻消息，基础设施和架構设計，市
場数据，定價，執行，風險管理和自動對冲，跨越最大的交易業務世界。曾就读於華威大學學習
計算機科學。
Mohammed Hakeem - 电子商務主管。渣打銀行前全球电子商務支持主管。在摩根大通，美林
證券和匯豐銀行在伦敦和亞洲的銀行拥有二十年的經驗。負責基础架構和架構设計，開發和支持
高速交易和市場数据系統，包括数十億美元的实時外匯交易平台。曾就读於格拉斯哥大學學習計
算機科學。
Thanh Nguyen - 軟件工程主管。曾任金融科技公司軟件工程主管，是一位經驗丰富的加密開發
人員。在 Web 和移動平台上開展大量消息傳递平台工作 6 年，會員超過 4 千萬，每天消息的峰值
消息超過 10 億條。曾在越南胡志明市信息技術學院，P＆T 理工學院和 FPT-Aptech 學習計算機
科學與計算機軟件工程。
Zung Le - 市場微觀結構主管。超過十年的網络和超高頻消息開發經驗，每秒处理数十億條指令。
Broadcom 和 Ericsson 的前網络和固件開發人員，ARM 芯片和数据網络的超高頻消息协議的架構
师和開發人員。後進入金融市場，專門從事量化交易公司和經紀商的高頻交易，價格数据，優化
訂單管理和機器學習。拥有計算機科學硕士學位，在布達佩斯技術大學攻读了博士學位（仅花 3
年，正常 5 年）。
Thomas Sandberg - 銷售和結構主管。超過 15 年的金融市場經歷，在摩根大通，花旗集團和美
國銀行美林等國际投資銀行負責设計，構建和分銷衍生品和現金解决方案。涵盖所有主要資产类
别和产品类型。Thomas 拥有哥德堡大學物理學硕士學位和伦敦商學院金融硕士學位。
Ethan Low - 總法律顧問。在花旗銀行和渣打銀行以及包括 White＆Case 和 Freshfields 在内的
顶級律师事務所拥有十年的零售，企業和投資銀行業務經驗。 具有證券法經驗，包括交易融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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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泛产品和部門的监管工作。 毕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NUS）和爱丁堡大學法學院，并曾就读於
牛津大學（赛德商學院）
。
Wei Bing Lee - 监管主管。 二十年的监管和金融市場經驗。曾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两次获得
MAS 獎學金）和私募股權/咨询公司的高級資本市場监管职位。曾就读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加州
大學洛杉矶分校，哥伦比亞大學，哥伦比亞商學院和伦敦商學院。CFA 持證人。

9

初始投資人

自营交易公司 - 一個全球性的交易公司，其活動涵盖所有主要金融市場，包括加密投資。第一次
加密投資是在 2016 年，2017 年它推出了專門的加密交易台。
亞洲家族辦公室 - 自 2010 年成立的金融科技投資者，於 2014 年擴展至加密投資。加密投資包括
加密货幣，两個加密交换和四個加密初创公司。
個人投資者 - 為我們的愿景做出贡献和支持的個人投資者。

10 風險項目


安全性 - 黑客猖狂，說明整個架構需要機構級安全性。黑客變得越来越复杂，劫持 DNS
流量，插手拒絕服務，欺诈，欺骗，“挖掘”和共識攻击等。攻击可能针對平台，用户，
網络和第三方。



密钥 - 盗用或丢失私钥會使加密工具的所有者面临不可逆轉的損失。“冷藏”是减少損失
的一種方式，整個行業正在廣泛采用分片（分割和分發關键部分）。加密錢包用户不應該
向任何人分享或披露私钥。



竞争 - 加密交换市場竞争激烈，而我們的产品和附加功能提供先發優勢，我們預計將與資源充足的
現有企業開展激烈竞争。 值得關注的是，證券化代幣領域內有許多參與者，但它們都集中在以下
三方面之一：
1. 主要發行：促進“基本代幣”的發行；
2. 實物資產登記：房地產，藝術等，再次採用“基本代幣”的格式；或
3. 投資計劃：以集體，私募或風險投資方式投資其他業務.
“基本代幣”是指完全缺乏，比方說，專門用於促進合規性和資產服務的功能的代幣。



以太坊 ERC20 標准 - 虽然該標准已經成熟并被数千家公司廣泛可靠地使用，但使用
ERC20 標准發布的代幣可能會出現以太坊协議故障，遗弃或失敗的風險。



监管 - 我們看到了不同司法管辖區的监管機構所發布的對“加密”的不同解释，我們預計
随着技術的成熟，將加速融合。報告和所有權匿名（例如“不記名股票”）是常見的监管
問題。限制，法律變更或不同的监管解释可能會减慢或限制一個或多個司法管辖區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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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 從本质上講，它是一個反复的改進過程，技術標准和设計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导致
可能影响功能，数据或安全性的錯誤。行業组织經常审查和提高技術標准，以尽量减少這
些風險。 量子計算的進步可能會给密碼學技術带来危險，因此這需要額外的加密强化。

11 總結
CDR 相對於是加密的 ADR，ADR 是廣泛监管批准的本地加密股票的前身。記錄每個 CDR 或加
密股票的公共區块鏈相對於是股票登記。作為不可改變的所有權公共記錄，區块鏈和嵌入式
CDR/加密股票智能合約相結合，大大降低了交易和管理費用，結算時間，并消除了大部分的企
業行動。投票和公告將通過智能合約進行处理，部分所有權將使股票市場民主化，讓到零售潜在
的投資者都可以投資與這些市場。
我們正在推出為所有加密工具提供全面支持的加密交易所 - 一種經過驗證的收入模式 - 也包括
通知，文書和市場公告服務。融入上述所有内容與我們團隊丰富的金融服務經驗相，涵盖技術，
产品，銷售，結構，交易，监管和法律 - 我們預計在價值超過 600 萬億美元的綜合金融服務市場
中，加密證券將成為名不虚傳的“殺手級應用”。

11.1 時間线
2018 年 2 月 1 日 CDR 測試從一组封闭的客户開始
2018 年 3 月 5 日 制定了监管機構合作路线圖
2018 年 5 月 7 日 交易平台启動發展
2018 年 6 月 22 日 達成使用（并有權購買）sharemarket.com 搭建交易平台的协議
2018 年 7 月 15 日 向公众發布白皮書
2018 年 11 月 5 日 前 ICO 筹資開始
2018 年 11 月 19 日 ICO 開始（200,000,000 交易代幣）
2018 年 12 月 23 日 ICO 結束（當交易代幣完全分配）
如果 ICO 成功，我們的推出時間表如下：
2018 年第四季度

交易平台的审計和渗透測試開始（每周）
推出交易平台（0.9 版本） - 封闭測試版
定义指数
非證券化做市商入职
签署上市服務提供商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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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 工具包（0.9 beta 版本）發布
2019 年第一季度

發布交易平台（1.0 版本）
新签發的評級機構协議签署
推出行業智库 - 一級銀行和經紀人，業務和技術
Algo 工具包（1.0 版本）發布
CCP 签署协議
CDR 做市商入职
收到监管機構批准（小司法管辖區）
股票 CDR 在經批准的司法管辖區向市場開放
CDR 的交易交易從批准的投資者開始
擴展到現金债券 CDR

2019 年第二季度

指数發布和許可（包括 6 個月的歷史）
赞助跨行業和大學的协作研發計划
托管服務（0.9 beta 版本）启動
推出機構 OTC 服務台

2019 年第三季度

托管服務（1.0 版本）發布
擴展到派生 CDR 和本地發行
向經紀人和銀行許可流動資金
購買授權和受监管的交易所的股份
發布分布式交易平台（2.0 版本），非證券化

2019 年第四季度

收到监管機構批准（中型司法管辖區）

2020 年第四季度

收到监管機構批准（大型司法管辖區）

2021 年第二季度

購買傳統銀行的股份帮助“現实世界”更好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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