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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 
 

此白皮书已被写入作为为即将到来的车辆信息“投币售。”本文中所包含的内容不会以任

何方式金额征集活动的任何证券祭或祭。因此，在本白皮书所代表的内容并不意味着提

供任何投资建议或招揽证券投资分享。  

更重要的是，以往的业绩并不提供担保或未来的结果指示。因此，CoVEX不以任何方式

提供的保证（明确或隐含）并声明了可以从本文所述的任何内容出现的所有债务。的任

何服务或征求将基于由CoVEX和硬币持有者机密和相互接受的备忘录。 

此处包含的信息是保密的，没有CoVEX书面同意不能传播或与他人共享。该文件无法

除非CoVEX改变。传播，出版，或该白皮书的共享并不意味着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已经符合。 

请参阅在“投币售”协议 https://www.covexlabs.com 对条款和ICO的条件。 



法律声明 
 

请仔细阅读本节。此处不包含信息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财务或税务建议。之前你参加报

价，重要的是要咨询您的法律，财务或税务顾问。  

NEITHER CoVEX（AS此处提及的），THE CoVEX团队成员（AS 

公司生产的CoVEX或访问网站本文提及）或任何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损害或损失可能出现访问本白皮书，材料https://www.covexlabs.co

m 

该CoVEX硬币（如本文中提到的）由CoVEX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发行，将适用于对CoV

EX的目标的所有贡献，包括但不限于推广和研究，设计和发展的支持，并倡导未来分散

交易平台。 

此白皮书只是为了提供一般信息之目的，不以任何方式构成要约文件，招股说明书或任

何邀约参与投资任何适用的司法管辖区。这些信息也并不详尽，因此它不会作为一个合

同关系。 

本文件并不构成CoVEX祭在CoVEX币交易，也不能全部或任何部分也没有了它表示的

事实为依据，或者在有关，任何投资或合同决策的依据。CoVEX硬币非安全硬币，因此

不应该被解释为意味着在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证券产品。 

因此，作为一个参与者，则本白皮书，可以存入银行作为一个承诺，承诺或声明的CoVE

X平台的未来表现。CoVEX与您之间的任何协议，在连接到CoVEX硬币的交易，应由独

立的投币售条件的制约。 

无论是CoVEX和CoVEX人员特此声明，任何担保，声明，或任何个人或实体的承诺。前

瞻性CoVEX硬币持有人应仔细考虑和评估与CoVEX投币售，CoVEX和CoVEX人员相关

联的所有风险。  

通过阅读本文件或其任何部分，您代表并允许CoVEX和CoVEX小组成员如下： - 

a) 您承认： -  
 CoVEX硬币可以是值少; 

 没有保证的或附连到CoVEX硬币值或流动性表示;  
 CoVEX硬币不提供投机目的; 和  
 在CoVEX和/或CoVEX工作人员没有依法追究责任或将成为CoVEX硬币的价

值，他们的转让和/或流动性和/或通过第三方或其他方式的可用性，任何市场

承担责任。  
b) 在任何决定CoVEX硬币或空投参与交易，你有没有存入银行列明本文件的任何信

息; 

c) 你不得不承认，理解并同意本文档和CoVEX 

ICO不应被视为任何建议，陈述或CoVEX和/或CoVEX ICO的好处的建议; 

d) 本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保密的，并且可以不被分配给其他无CoVEX的书面同

意; 



e) 如果你买的CoVEX硬币，你会和应自费确保您遵守所有法律，法规义务和相关限

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视情况而定）; 和  
f) 你承认，你是没有资格购买任何CoVEX硬币，如果你是一个美国公民或居民或

公民或居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新加坡共和国和地方禁运和制裁由英

国建立任何其他国家。  
g) 本文所包含的所有陈述，通过新闻稿或在可能由CoVEX和/或CoVEX人员进行可

能只构成前瞻性陈述公众和其他口头陈述访问的任何地方发了言。这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意图的声明，信仰或关于市场状况，业务战略和计划，财政预期，具体

要求和风险管理实践的当前预期。 

所以，你不应该放在这些表述过分依赖，因为它们可能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

性和其他因素，可能导致实际未来结果与那些在前瞻性陈述中描述的显著不同。这些前

瞻性声明仅作为本白皮书的日期有关，并且CoVEX和CoVEX工作人员都明确表示不承

担任何责任（直接或间接）任何版本的发布前瞻性陈述。 

如果本白皮书构成已经从第三方渠道获得的信息，CoVEX和CoVEX工作人员未经独立

核实这些信息的精确性和完整性。谁也不能保证为正确性或这些数据的完整性和不陈述

，保证或承诺事项或声称有关的来自第三方的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来提供。 

关于买卖中CoVEX硬币的任何协议应由一个独立的文件，将列出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

条款）被提供在 https://www.covexlabs.com 之前出售任何CoVEX硬币。如果有 

条款和条件，该白皮书不一致，条款和条件为准。  

此白皮书的任何部分将被拷贝，复制，和以任何方式分布而不CoVEX的书面许可，并且

特别是不能被发送到其中这样的分布被限制任何司法管辖区。 



条款和条件 

 

1。 一般 
 

此投币售的官方网站是https://www.covexlabs.com 

CoVEX保留权利，自行决定并没有提供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一）修改，变更，增加或删除功能（S），或在其认为合适的修订本网站的任何部

分。您应被视为已确认并同意任何此类修改，更改或修订与项目相关的任何文件

（S）; 和 

（ⅱ）阻止或限制访问，或结束时，撤回或推迟使用的网站或网站的任何部件

或部分的。没有CoVEX管理，员工或其任何代表（S）的将是损失或此类行

动所产生的赔偿责任。 

 

2。 ICO 
 

投资者，在此称为CoVEX持有人或CoVEX硬币持有人将私人提供资金，为CoVEX平台C

oVEX的实施，并会以表彰他们的贡献得到硬币。 

不时CoVEX可以通过平台举行大选，以获得有关的技术和资金落实CoVEX的CoVEX持

有人的意见。如果投票进行时，仅顾问委员会将参加会议。  

硬币的收购并没有提供任何专有义务或权利，甚至合约，无论明示或暗示，比接受在白

皮书中描述的奖励时CoVEX圆满结束和部署等。在调查中，这样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可

能不会，条件下，上CoVEX或者其未来的发展前景结合。CoVEX保留进行任何改变（S

），添加或修改的技术和资金的方向，甚至项目的实施权。 

该投币售（ICO）将通过网站进行，将涉及CoVEX接受的货币，并在识别此类支付的发

行硬币。有兴趣的投资者可以利用ETH作为支付手段。关于付款有任何问题应直接向inf

o@covex.io。 

有没有协议或担保的CoVEX平台将在规定的时间内送达，或在所有。 

通过同意参加本次投币售，通过购买CoVEX硬币，并在适用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

您同意不举行任何CoVEX管理人员（一个或多个），或任何其代表（或多个）任何责任

的损坏或丢失所引起的，或在连接到任何方式，你的失败（S）正确的安全和ICO时存储

您的凭据。 

3。 CoVEX硬币 

CoVEX硬币将供有兴趣的投资者被设置为从2018年五月的ICO在运行过程中ICO的192,50

0,000 

CoVEX硬币总体积将被释放到感兴趣的硬币持有人。对于投币售是公平的，他们的释放

将被错开，并分阶段公布如下：  

 第1阶段（预ICO）： 释放Alpha版本，总体积后3000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3000 CoVEX的汇率被释放。 

 阶段2： Beta版的Exchange版本，总体积后8125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2000 

COVEX的汇率被释放。  
 第3阶段：在第二ICO，总体积8125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1,000 

COVEX的交换速率被释放。 



从ICO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开发和CoVEX平台的营销，如本白皮书规定。  

4。 该条例的时机 

该条例将自2018年7月7日和月底开始的9月30日，2018年的ICO之前，会有一个预ICO阶

段将要进行30天将开始于2018年5月12日和6月11日结束， 

2018年CoVEX保留更改生效日期和时间ICO的任何阶段的权利。任何这样的改变（S）

将在网站上公布。 

5。 费分布模型 

CoVEX硬币持有者将获得学费劈日交易费的形式。该平台将采用23:00 

GMT作为从其计算收入的截止时间。在每天23:59 

GMT的最后一分钟，该平台将计算和分发的一天收取的费用。 

该系统的净营收将计算如下： 
= - 

净营收将分配如下：  

 30％至CoVEX保持器;  
 20％至下线; 和 

 50％留在企业内部 
 

 1
ST

 度：50％ - 仅用于预ICO支架（第1阶段）。 

 2
ND

 度：30％ -仅用于相位2人。 

 3
RD

 度：20％ - 只为相位3人。 

收入将被计算如下： 

让 =净收入 
让 Y = CoVEX 硬币的总市场供应（250,000,000） 
然后 = WX

ÿZ * 0.3 * + + + 

其中R是由CoVEX持有人获得的总收入。 

6。 贴现模型 

有超过3000枚CoVEX硬币任何CoVEX持有人将有权获得50％的折扣购买和销售费用

。 

7。 佣金 模型 

任何CoVEX持有人谁是指交易者，交易所将有权对每一个硬币交易者交流的10％的佣

金。该委员会将在美元计算，并在CoVEX硬币支付。对于一个有资格获得佣金，他/她

必须持有CoVEX硬币。  

8。 条款和条件的验收 

 

a) 您承认： -  
 CoVEX硬币可以是值少; 

 没有保证的或附连到CoVEX硬币值或流动性表示;  
 CoVEX硬币不提供投机目的; 和  
 在CoVEX和/或CoVEX工作人员没有依法追究责任或将成为CoVEX硬币的价

值，他们的转让和/或流动性和/或通过第三方或其他方式的可用性，任何市场

承担责任。  
b) 在任何决定CoVEX硬币或空投参与交易，你有没有存入银行列明本文件的任何信

息; 



c) 你不得不承认，理解并同意本文档和CoVEX 

ICO不应被视为任何建议，陈述或CoVEX和/或CoVEX ICO的好处的建议;  
d) 本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保密的，并且可以不被分配给其他无CoVEX的书面同

意; 

e) 如果你买的CoVEX硬币，你会和应自费确保您遵守所有法律，法规义务和相关限

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视情况而定）; 和  
f) 你承认，你是没有资格购买任何CoVEX硬币，如果你是新加坡共和国和中国的人

民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居民，或公民/居民。 

g) 本文所包含的所有陈述，通过新闻稿或在可能由CoVEX和/或CoVEX人员进行可

能只构成前瞻性陈述公众和其他口头陈述访问的任何地方发了言。这可能包括，

但不限于意图的声明，信仰或关于市场状况，业务战略和计划，财政预期，具体

要求和风险管理实践的当前预期。 
 

9。 税收 
 

CoVEX使得关于参与ICO，付款到CoVEX，或接纳和保持CoVEX硬币的税收后果

不作任何声明。 

您承担在任何司法管辖区适用的所有方面评估或评价在ICO您的参与CoVEX的税收后

果或拿着硬币的最终责任。  

通过参加这次投币售，付款，或控股或接收CoVEX硬币，通过相关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您同意不会对方会负责对连接到CoVEX平台损害或损失。 

10.知识产权 

除另行明确声明，本网站中的数据和内容CoVEX的独有财产。此白皮书的任何部分将

被拷贝，复制，和以任何方式分布而不CoVEX的书面许可，并且特别是不能被发送到

其中这样的分布被限制任何司法管辖区。



介绍 
 

Cryptos提供在这个意义上贸易商古典资产很多好处，他们是透明的，分散的，无国界的

和和可交易24/7。虽然这种解锁无限的潜能，每个人，它也创造由于缺乏监管，控制和

流动性的诸多风险。  

新兴的数字化趋势，如社会和复制交易解决了部分问题，他们使它很难真正的专家从新

手贸易商分开。此外，他们提高安全性和问责制的担忧，这使得它很难界定现有的和潜

在的表演。 

以下是当前P2P系统的一些挑战：  

 有受限制的资产可以用来作为抵押的信用。迄今为止，保证金贷款和贷款的概念

还没有被利用P2P系统中，以提供信贷更广泛地获取借款人;  
 数字化交易的发展趋势，如社会和复制的交易还没有P2P网络中被纳入。对于已

实施他们几团体，他们仍然使用集中模式，这使得它极难分离从新手商人真正的

专家;  
 有没有所有功能于一身的平台，交易者可以交换cryptocurrencies，借贷款，使

用预付费卡服务，并复制交易技能。  

由于上述挑战的结果，在加密市场交易甚至老将贸易商复杂的工作。这需要很多年的

努力工作为一体，以使在加密市场的利润需要抛光的技能。但是，现在的参与者，而

不是要对投资回报率的资产在未来。 

CoVEX认为，在贸易中的陡峭的学习曲线不应该从实现其潜在的阻碍用户。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正在实施的下一代基于blockchain-

平台，交易者可以贸易和交流cryptocurrencies，复制交易技能，并与他们的投资群体内

的彼此交易竞争。 

最终，CoVEX将民主化交易和通过将加密市场，如初创企业，在职，贸易商，消费者和

商家的基础成提升大规模采用cryptocurrencies的一个可行的生态系统即兴整体用户体验

。 
 

CoVEX硬币 
 

所述CoVEX硬币，这将在复仇blockchain下ERC223来实施标准的将充当创收cryptocurrenc

y。它将使硬币持有人获得收益在交易费的形式。CoVEX硬币将可用于感兴趣的与会者被

设置为从2018年五月的ICO在运行过程中ICO的250,000,000-25,000,000 * 

23％CoVEX硬币总额将被释放到感兴趣的硬币持有人。 

 

CoVEX平台 
 

该CoVEX平台将包括以下几部分组成：  

＃1：外汇平台 
 

大多数cryptocurrency交流是由不具备维护它们的必要的技术成熟度谁爱好者开发的。

其结果是，当前的密码交流面临以下变化： 



 频繁的停机时间： 

频繁停机导致显著经济损失谁无法放置和修改自己的交易，尤其是在高市场

波动加密的用户;  
 安全：大多数加密交流深陷在安全漏洞，并导致资金的大量被盗; 和  
 可怜的用户interfacE：新用户使用cryptocurrencies劝阻时，他们注册了，因为穷

人的用户界面的加密交流。  

该CoVEX平台将是高度安全的人性化以缩短停机时间。为了提高透明度，该平台将有

各种各样的贸易商之间的关系，他们将直接交换他们的cryptos。在交易过程中，该平台

将显示以下信息：  

 类型cryptocurrency的;  
 所选择的加密的日交易额; 和 

 打开聊天业务和个人投资组合分析（P / L） 

＃2：社会交易平台 
 

目前，在cryptocurrencies交易仅适用于那些谁拥有商人有利可图：  

 证券和指数交易的必要知识;  
 技能学习和分析基于媒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 和 

 必要的知识和从交易市场的分离情绪体验 

谁想要冒险进入这个前沿大多数交易者发现学习曲线是非常陡峭。因此，它是具有挑战

性和耗时适合新手使用，交易更不要说在传统平台上的利润。  

在另一方面，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的交易者不必花加密交易时间，因此，结束了依靠猜

测这往往会导致损失普遍存在欺诈的结果。欺诈是因为与验证没有规定集权的传统交易

平台的共同障碍。 

CoVEX是实现机器学习和令人兴奋的新功能基于Blockchain  - 

社会的交易平台，将允许任何参与者通过复制自己的投资组合和所有未来的调整遵循更

多的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交易员。  

该平台将允许初学者或新的参与者和那些有足够时间在承诺高回报的交易资金投资。这

一过程将是跟随者简单。一旦他们存入他们的资金CoVEX，他们会简单地选择一个领

导者，选择的货币量来分配，这将被用来购买基于实时利润/损失值的组合。 

如果领导者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执行，他/她将产生在这个过程中额外收入。 

简单地说，最成功的领导人CoVEX社会交易平台将收集 

从他们的追随者CoVEX硬币和创建品牌为自己。 

＃3：保证金交易/贷款 
 

保证金交易和贷款是一个完美的合乎逻辑的使用案例CoVEX 2个主要原因：  

 迅速扩大的市场; 和  
 需要一个独立的可信平台是立竿见影 

CoVEX的保证金交易平台将允许用户使用来自将由担保资金支持的其他交易借来的钱

进行交易。这些资金将根据借款人的硬币份额和投资组合来计算。保证金交易商将被允

许通过借钱，他们可以购买或出售打开多头和空头头寸。 



后来，交易商将通过沉降进行贷款关闭位置。当然，贷款人收到保证金交易商作为

贷款资金的激励利益而CoVEX保留，贷款已累计利息的百分比。  

＃4：支付网关 
 

电子商务一直在最近的时间了无与伦比的增长速度，并设置为进一步上升。据Statista，

全球电子商务销售额预计将上升到40580亿$在2020年尽管电子商务的迅猛增长，商家已

经遇到以下障碍：  

 声誉和信任;  
 昂贵的和长期的支付流程; 和 

 无力进军越来越多cryptocurrency市场与超过750个十亿$市值。  

该CoVEX的支付网关平台将民主化，支付网关，并通过与分散的信任和声誉系统，其中

商户将接受cryptocurrencies无缝协作建立以Blockchain信任的解决方案。该平台将允许商

家和他们的客户参与无国界，全球分散电子商务与信任。  

＃5：P2P贷款服务 
 

P2P贷款提供借款人及参与者允许前者采取贷款，不涉及任何第三方或中介机构，如金

融机构和银行之间的直接互动。由于不涉及第三方，整个贷款过程简化为各方。  

CoVEX将实施到2019年后期分散的平台，有可能破坏P2P借贷的现有机型的潜力。该平

台将允许贷款人存入的资金，并选择由比分推荐的欺诈，身份和其他信用评级机构ML算

法指定的信贷决策程序包。 

借款人将筛选基于现有资金的参数贷款标准，并立即匹配到合适的贷款人。尽职调查后

，资金将提供给借款人，以及贷款人将获得投资本金加应计利息就可以了。  

＃6：预付卡服务 
 

目前，只有少数商家接受cryptos无论是在线还是在销售点。客户必须交换他们的cryptos

到他们当地的法定货币，使他们的日常购物。利用现有的交流转换为当地法定货币是既

费时又可能是昂贵的。虽然一些公司已经创建了一个让商家接受加密支付产品，所以只

能在选定的位置。  

该CoVEX预付卡服务平台的目标是让其中借记卡/信用卡被接受与媲美的cryptocurrencies

交易成本最低的收费交换发生在实时，在任何位置。  

CoVEX预付持卡人将能够使用任何Blockchain资产从谁接受全球借记卡/信用卡商家购买

商品和服务。该平台将适用于跨链支付渠道，以方便买家解决从借记卡/信用卡网络实时

任何进入付款请求。 



＃7：技术孵化器/技术起动机会所 
 

CoVEX将提供一个平台，帮助创业公司推出通过指导和培训加密产品的成功。该平台

将是科技创新，鼓励和支持创业公司设计，创造，开发和商业化创新技术的中心。  

＃8：ICO承销 
 

启动一个ICO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除了白皮书和着陆页，ICOS需要来自各方面的高层次

的战略。CoVEX将提供全包ICO承销服务，希望在加密市场的企业筹款，以帮助他们取得

成功。 

CoVEX将提供以下服务方面ICO承销：  

 技术开发：该技术将允许初创公司第一跟踪智能合同评审和技术集成，以增强相

关的感染控制主任他们的商业模式; 

 法律援助：CoVEX将为那些希望推出符合感染控制主任在任何司法管辖

区的企业提供法律支持; 和  
 战略营销：CoVEX将有助于建立并利用先进的数字营销技术优化客户忠诚度。 

 

收入模式 
 

CoVEX将产生以下来源的收入： 

 Cryptocurrency交换：CoVEX将收集的兑换交易的价值的百分比; 

 社会交易平台：领导者和追随者谁一段时间表现良好，将生成的过程中额外收入
。CoVEX将收取所得利息的一小部分，并与其他硬币持有人分享;  

 融资融券和贷款：谁决定提供他们的资本向其他交易者的所有CoVEX硬币持有人

将获得其资本的兴趣。反过来，CoVEX将收取所得利息的一小部分;  
 P2P贷款服务：谁决定提供他们的资本向其他交易者的CoVEX硬币持有人将获得

他们的主要兴趣。CoVEX将收取所得利息的一小部分，并与硬币持有人分享;  
 支付网关：客商的CoVEX支付网关的方式销售产品和服务将产生收入在交易费

的形式的平台。作为回报，CoVEX将收到的费用很小的比例; 和  
 预付卡服务：CoVEX硬币持有者将承担费用，如发行，取款和卡年维护费。CoV

EX将收集的预付费卡费，并与硬币持有人分享;  

费分成模式 
 

CoVEX硬币持有者将获得收入的日常交易费的形式。该平台将采用23:00 GMT和23:59 

GMT作为计算收入的依据之间的切-off时间。在每天（23:59 

GMT）的最后一分钟，该平台将计算和分配收入。 

该系统的净营收将计算如下： 
= - 

净营业收入将被分享如下：  

 30％至CoVEX保持器; 



 20％至下线; 和  
 50％留在企业内部 

 

 1
ST

 度： 任何预ICO支架资格转诊的50％; 

  2
ND

 度：仅适用于相位2人谁参与 第2阶段ICO，他/她会 

有权请示的30％; 和  

 3
RD度：仅适用于谁在阶段3 ICO参与相位3人，他/她将有权转介的20％。 

收入将被计算如下： 
=净收入 

y =总市场流通硬币（250,000,000  - 10015 * 250,000,000）  

贴现模型 

超过3，000 CoVEX硬币任何CoVEX持有人将有权获得50％的折扣购买和销售费用。 

佣金模式 

任何CoVEX持有人谁是指交易者，交易所将有权对每一个硬币交易者交流的10％的佣

金。该委员会将在美元计算，并在CoVEX硬币支付。对于一个有资格获得佣金，他/她

必须持有CoVEX硬币。 

R，其是由CoVEX支架获得的总收入将计算如下： 
= CE * 0.3 * ℎ+ + +  

路线图 

下面是关于项目实施的重要里程碑：  

 2017年第3季度：初始概念，第一次董事会会议进行;  
 2017年第四季度：技术团队成立了项目，注册域名和网站是发射;  
 Q1 2018：市场营销团队和法律团队形成，白皮书公布;  
 Q2 2018：交流，技术白皮书和预ICO的Beta版将被释放; 

 Q3 2018：一是ICO，二ICO和现场试验示范交流; 

 Q4 2018：现场交流会释放; 

 Q1 2019：孵化器的服务及包销服务将开始; 

 Q2 2019：P2P贷款服务平台和融资融券与贷款平台; 

 Q3 2019：付款之旅; 

 Q4 2019：预付卡服务将开始。 

CoVEX硬币将可用于感兴趣的与会者被设置为从2018年五月的ICO在运行过程中ICO的
192,500,000 

CoVEX硬币总额将被释放到感兴趣的硬币持有人。硬币释放将被错开，并分布在阶段

如下：  

 第1阶段（预ICO）： 释放Alpha版本，总体积后3000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3000 CoVEX的汇率被释放。 

 阶段2： Beta版的Exchange版本，总体积后8125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2000 

CoVEX的汇率被释放。  
 第3阶段：在第二ICO，总体积81250000 CoVEX将在1个ETH = 1,000 

CoVEX的交换速率被释放。  



下面的图表总结了交错阶段：  
 

CoVEX硬币分发  
阶段 1 （释放后  

  
 

   

  阿尔法 Exchange版本） 
 

3000万，16％ 
 阶段 2 （释放后测试版  

 
 

81250000，42％  Exchange版本 
 

   
 

81250000，42％ 

 第 3阶

段 （二 ICO） 

 

 
 

   
  

 
 
 
 
 

所有未售出的硬币将被存储并锁定一年。一年过去之后，它们将被用于CoVEX项目的

未来实施和发展。这些硬币的发布将取决于对未来项目的新兴需求。  

从ICO提出的所有资金将用于开发和研究，聘用优秀的开发，营销和客户服务，客户获

取，安全性和合规性。下面是完整的CoVEX硬币分布蓝图： 

 

 学科 分布（％） 没有份额 
    

 赏金和创造性奖励 五 12500000 
    

 开发人员，工作人员，战略合作伙伴，运营 10 25,000,000 

    

 销售：第1阶段（预LCO） 12 30000000 

 法律 3 7,500,000 

 股东，董事会，顾问委员会 五 12500000 

 销售人员：二期ICO 32.5 81250000 

 销售：3相ICO 32.5 81250000 

 总 100 250,000,000  

 

全 CoVEX硬币分布蓝图 
  

销售：3相 ICO    32.5 

销售人员：二期 ICO    32.5 

股东，董事会，顾问委员会 五    

法律 3    

销售：第 1阶段（预 LCO）  12   

开发人员，工作人员，战略合作伙伴，运营  10   

赏金和创造性奖励 五    

0 10 20 三十 40 

 

 分布（％） 



下图概括了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  



球队 
 

Ĵ莫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磨憨是在外汇和cryptocurrency交易分析师的专业知识。他还涉及到业务发展，风险管

理，财务顾问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游戏产业。2001年，J·莫汉开始MIDAS技术填补他所

看到的在尼泊尔的学校和医院管理系统的空白。今天MIDAS技术已经从一个小型初创基

于加德满都400名员工成长。 

 

 

他拥有从英国威尔士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和硕士风险管理专业大学会计证，（荣誉）

理学士。 

 

Ĵ莫汉是英国一个活跃的投资者和顾问，在很多中小企业。多年来，J磨憨已经多元化了从

软件开发到其他行业，包括消费品美容和时尚产品在英国的中小企业的范围参与。 

 

 

拉布ķ吉米雷：合作 - 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拉布自2015年一直积极参与Blockchain部门工作作为一个二元期权顾问夫妇在英国的公司

。他是从近3年cryptocurrency空间全职交易员。股票经纪公司-

DDK列兵的创始人。公司在尼泊尔，有超过6年的证券交易经验。 

 

拉布是一个公告尼泊尔portal-

Suchikaran.com的创始人之一。他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如著名的商业banks- 

NMB银行，尼泊尔的一个个贷经理。他拥有在2006年完成了硕士在金融和投资从Tribhu

wan大学学位。 



 

JyotiAdhikari：CoVEX全栈开发  
 
 
 
 
 
 
 
 
 
 
 
 

 

乔蒂是干劲十足软件专业谁喜欢挑战，取得了通过终身学习是个人的承诺，成长和持续

施加他的学习，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乔蒂来自西金曼尼波大学，锡金，印度拥有信息系

统ESIGELEC，法国鲁昂硕士及信息技术。 

 
 
 

乔蒂利用他的软件发展的关键知识，C＃，ASP.NET，MVC，天青，Java和JSP，煎茶

，JQuery的，AngularJS，AngularJS 

2，ReactJS，KnockoutJS，节点JS，使用雨燕的NoSQL，SQL，MongoDB的IOS开发， 

Redis的，单元测试，测试的MS，摩卡和CoVEX平台设计REST全服务API。 

 
 

M.纳瓦兹·朱奈德：CoVEX后端交易所首席开发  
 
 
 
 
 
 
 
 
 
 
 

 

M.纳瓦兹·朱奈德：朱奈德表现在计算机软件行业工作的历史。朱奈德是高度熟练的S

QL，ASP.NET MVC，数据库，软件项目管理，加密/ 

Blockchain发展，投资者，交易分析师。朱奈德是负责构建CoVEX平台，支付网关和

所有Blockchain相关的功能。 



雷扎Bakhshandeh：CoVEX Blockchain AI /大数据专家  
 
 
 
 
 
 
 
 
 
 
 
 
 
 
 
 
 

 

礼Bakhshandeh是加密设计建筑师/ Blockchain，开发商和AI 

/大数据专家。目前，他在Boostinsinder公司工作，担任高级软件开发人员。他是DPTiva

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他已经发展了多年的公司的数量

几款智能合同。他是在开发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出口。他拥有学士学位从设拉子大学学位

软件工程和人工智能硕士学位。他是专利US9489401B1的有14年工作经验的发明家。 

 

 

彼得NamisikoWanjala：业务与产品开发部负责人   

彼得是在信息技术的肯尼亚山大学的系，一个多才多艺的学者

和研究人员。自2011年起，他先后任教各单位，如安全和密码

，网络编程，数据结构等人工智能。他也是一个权威Blockchai

n和密码系统已经撰写了许多白皮书，技术报告和关于这一主

题的书籍。 

 

 

 

 

 

在2014年5月，他被任命为助理研究员在肯尼亚山大学的地位

，他的杰出研究能力的结果。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是Blockchain 

/密码系统，机器学习和大数据。除了创作一些杂志的文章在同行评议的国际杂志，拥

有超过50引文，他也是非洲期刊信息系统（AJI中清除）和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JCS

IT）的审稿人。 

 

彼得毕业，学士学位 

（荣誉）。计算机科学学位从埃格顿大学，肯尼亚，2007年他还拥有一个硕士 

在电信学位从加州米拉马尔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概要 
 

我们相信，糟糕的用户采用和经验对于cryptocurrencies的问题可以通过一站式解决方

案的方法用心解决。CoVEX是下一代blockchain，将民主化和采取交易，社会交易，

保证金交易/借贷，P2P贷款，预付卡服务和支付网关的透明和不可信blockchain。总之

，CoVEX是即将成为密码交易的未来，我们希望你能成为未来的一部分。 



常见问题解答 
 

1. 为什么你认为你的团队可以建立这个产品？ 

CoVEX已经组建Blockchain开发商，密码学家，系统分析员和数据库开发人员几十

年的经验，并在执行相关平台的良好记录。 

2. 什么是筹集资金ICO后的下一个步骤？ 

该条例后，立即，我们将释放交易所。此后，其他平台将按照以下顺序启动：社会交

易平台，高科技孵化，P2P贷款，保证金交易和支付网关。 

3. 它需要多长时间来构建整个CoVEX平台？ 

大约2年。 

4. 它需要多长时间为CoVEX成为自我可持续发展？ 

大约2〜3年。 

5. 什么是硬币吗？ 

基于由CoVEX生成智能合同上的硬币。它是用来交换不同的加密货币。 

6. 我为什么应该买CoVEX硬币？ 

为什么你应该买CoVEX的原因是，它是一个一站式的平台，其中大部分面临的其他加

密的交易平台和CoVEX硬币由CoVEX平台支持的问题已经解决。  
7. 什么技术将CoVEX硬币是建立在？ 

CoVEX硬币建立在复仇平台ERC223技术基础。 

8. 会不会有发出超过时间更多的硬币？ 

我们只会在总250,000,000硬币，并从那里总发行的15％的问题，将去管理的钱包从IC

O完成一年剩下的去公众。除此之外，我们不发出过任何时间硬币。  
9. 怎样才能赚你的钱？ 

你不能从硬币赚，但如果他们持有一定量的CoVEX硬币，他们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

每次买/卖，也获得一定的奖励形式，成功推荐和费用分配时间得到折扣。 
 

10. 你将如何解决菲亚特 - 密码转换/波动问题？  
我们正在使用的CoVEX生态系统密码。菲亚特货币将只需要实物商品。所以，当你在加

密对加密服务来吸引，波动性不会有问题。  
11. 你在哪里看到的ICO参与者的回报？ 

ICO后，当你的硬币进入的市场，然后最终硬币的初始价格就会上升，参与者只得

到他们返回回来并不是说他们在交流和佣金获得折扣。  
12. 如何将资金用？ 

我们的所有募集资金将存放在我们的管理员钱包托管账户。当我们介绍我们的beta版

本的资金将被使用。 

13. 多少钱你打算养？ 

我们期待在我们的预ICO 30000 ETH筹集约7,000 ETH至81,000 

ETH在以后我们的感染控制主任。 



14. 什么是参与者的风险？  
总有投资风险。交换过程中的硬币值可能会下降，或者如果政府停止所有加密货

币硬币价值将为零。 

15. 如何参加一个ICO？ 

我们的社会网页ICO和我们网站的消息公布后，参加者可以简单地访问我们的网站

，并填写白名单ICO格式，并申请参加。 

16. 有哪些ICO的折扣？ 

奖金预ICO  - 

第1周（天的形式开始）的30％，第二周20％，第3周10％，第4周，直到最后一天5

％的奖金。对于第一个ICO（第2阶段）第1周20％，第2周10％，第3周，5％，4周

没有奖金。没有奖金的第二ICO（第3阶段）。  
17. 请问你的硬币支付红利？ 

我们的硬币不支付任何股息，我们才换来及佣金成功转诊提供折扣。 

18. 将不会被出售的硬币会发生什么？ 

如果硬币保持在预ICO未售出，硬币将在2期和3感染控制主任进行分配，然后我们

的库以后，我们将分配为不同的项目硬币。我们将让我们的硬币收纳部以公告了解。 

19. 你已经从加密的社区和参加任何反馈？ 我们相信，在社会各界; 

我们的社区和参与者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反馈。与该加密的社区相关联，不

同的人都在咨询委员会。 

 

20. 有多少硬币将被分配？ 

CoVEX将提供总计250,000,000硬币。供应将取决于ICO程序的循环，我们将在大约总

硬币可用性网站宣布，一旦我们完成第3阶段ICO。 

21. 什么是赏金？ 

赏金计划是为了奖励我们的社会谁将会积极参与我们的市场营销活动。我们将

奖励作为博客写手，有创意的设计师，活跃市场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