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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

ecoinomic. net创始人，从2001起就一直在服务于金融和Fintech科技项目中

。创业者通过业务发展利益和长期的创业友谊来联系。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项

目和目标已经表明，志同道合的团队致力于勤奋工作、创造性思维和有针对性

的结果。项目的核心团队由具有十多年的Fintech工业经验和软件开发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专家组成。ecoinomic. net是索伯集团在服务业、金融业和Fintech

科技公司的一部分。

索伯银行

索伯银行JSC成立于1992年，由USSR最古老的银行之一改组而成。银行业索伯银行JSC成立于1992年，由USSR最古老的银行之一改组而成。银行业的

历史已经塑造了它的企业传统及其在金融市场中无可非议的声誉。银行为个人

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如贷款、存款和货币兑换，以及为法人提供的服务例如租

赁。结算服务和现金服务。2017财年银行财务指标如下：净资产为2.8亿美元

（约合4600万美元），资本充足率为26。5%，酸测试比率141.4%，当前流

动性比率为122.6%。

小额信贷公司“Dengi Budut”

小额信贷公司“Dengi小额信贷公司“Dengi Budut！”从2011年4月开始在俄罗斯联邦运营。

“Dengi Budut！”是一家已建成自己的信用评级基础设施和拥有高技术和合

格技术手段的收款服务的Fintech公司。在2011-2018年期间，该公司已将其

盈利增长模式遍及到整个俄罗斯联邦。在全国的30个主要城市开设办事处。公

司拥有自己开发的产品消费分期付款贷款，该公司用数剧成为该行业领先的贷

款方。客户保持率62%，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的利润率41%和不良贷款

90+12% 2017年的年度财务。

leningradsky 网络当铺leningradsky 网络当铺

该公司已于2015年8月开始运营。在经营的第一年内，在俄罗斯联邦的5个地

区，共有二十家商铺开业，典当店专门经营珠宝和黄金。提供两个服务-珠宝收

购和以珠宝或黄金为抵押的贷款。在2015年8月- 2017年8月销售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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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96%，29个月的运作投使得资成本回收，客户保持率为76%，20117年底投

入产出比为23%。

信息与通信系统有限公司（SIIS）

信息与通信系统有限公司（SLIS）是一家私营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信息与通信系统有限公司（SLIS）是一家私营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

SLLS开发软件产品和电信系统。该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在信息技术领域有经

验的高技能程序员和系统管理员，SILS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重点是现代综合

数据处理和Web分析。去年的公司调查工作室对旗舰软件产品已经进行了

2300个分析项目，超过1500份问卷，包含超过64000个问题。总计，该系统

记录了超过6500000个采访超过67000000个收集答案。在这一点上，

survey Studio拥有超过190名注册客户，包括大型私人和政府组织，如俄罗

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CIOM）、公众意见基金会（FOM）、NAFL研究中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VCIOM）、公众意见基金会（FOM）、NAFL研究中心

、ViesTaaResearch公司。

我们做什么

Ecoinomic.net为数字加密货币持有者提供了一个具有扩展性的无抵押贷款解

决方案，在第一阶段我们创建一个借贷平台，将独立借款人与机构投资者和家

族理财室的金融资源连接起来。

在后期，我们增加了各种金融服务，包括银行的全套服务。

我们向用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易于使用由数字加密货币支持的法定货币贷款（阶段1）可以在密码空间获得

银行的全套服务

我们给隐秘空间提供什么价值？

我们通过吸引金融机构的法定货币来增加数字加密货币的流动性。我们填补了

加密金融资产与传统金融资产之间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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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产业

区域链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与金融服务业不相上下，并引发了一场从银行业和

金融业的转移到数字加密货币。

货币市场现在有超过9万亿数字加密货币，总值2900亿美元。1加密市场专家

预测一个巨大的增长，并表示数字加密的价值可能增长到1兆美元直到2022

年。

与此同时，数字加密货币市场日交易量从2017美元的1亿上升到今天的660

亿美元（基于前10的数字加密货币的交易）。

在大多数国家，数字加密货币的地位仍然不确定，但是在这一点上，全球对在大多数国家，数字加密货币的地位仍然不确定，但是在这一点上，全球对隐

形资产的接受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只有一些敢于冒险的专家认为数字加密货币将成为证券支的替代品。有一个只有一些敢于冒险的专家认为数字加密货币将成为证券支的替代品。有一个事

实来支持这个想法，即CME集团公司和芝加哥全球交易市场公司在2017年

12月推出了比特币期货交易。这一行为为金融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证券

投资方式，与股票市场相比，数字加密货币的交易没有地域或时间限制，它成

为数字加密货币衍生品交易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加密导向专家认为数字加密货

币是一种“数字黄金”，它能在熊市中扮演一个安静的港湾，尤其是考虑到它

的高收益。一般来说，毫无疑问，比特币期货的推出使比特币成为一种可供投

资者使用的投资工具资者使用的投资工具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数字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新的担保类型，可以极大

地改变和发展贷款担保市场。数字加密货币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抵押品代替先前

被赋予接受的普通资产类型的资产如车辆和证券，在实际贷款和技术中，这一

转变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加密世界增长已经超越金融中简单的购买和资

产清算的模拟，并且通过数字贷款和数字资产投资所带来的个人购买力增加。

1 https://coinmarketc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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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

目前，数字资产并没有被作为金融资产广泛认可，因此不能作为担保品。同时

，由于高波动率和中介佣金的限制，出售数字加密货币来提取短期现金和再回

购成为一种风险和非赢利的措施。

数字资产价值的快速增长给他们的持有者带来了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

要资金来促进商业发展，更新矿工硬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他

们寻求保护他们的数字加密货币，目的是短期内提高它的价值。

获得现金贷款需要时间来考虑申请，收集额外的文件，评估抵押品或担保。获得现金贷款需要时间来考虑申请，收集额外的文件，评估抵押品或担保。归

根结底，银行可以因为不充分或不利的信用历史而拒绝贷款。

债权人不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品，这使得不可能通过传统金融机构获得真实

的货币来抵挡数字加密货币的安全性。私营企业不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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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解决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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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它把法定货币借给个人和小企业，

使用密码资产作为抵押品。因此，没有必要出售密码资产来获得贷款。

eCoinomic.net平台为了贷款人和充当借款人的个人的金融机构之间提供中间

服务。eCoinomic.net起到金融机构的担保作用，所有与贷款程序相关的风险

都被eCoinomic.net所避免，

eCoinomic.net将投资银行、家族理财室和基金等金融机构引入平台。

eCoinomic.net的商业模式为低风险利益投资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解决eCoinomic.net的商业模式为低风险利益投资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解决

方案。eCoinomic.net通过吸引这样的投资给数字加密圈带来了更大的活力。



eCoinomic.net

项目信息

eCoinomic.net是通过以下方式为加密持有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

·以数字加密货币为担保的法定贷款

·投资和资产管理

·交换，

·以及用户与合伙项目之间的转让和相互结算

平台用户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服务来充分利用数字加密货币的潜在优势：

··基于法定货币和数字加密货币的有担保和无担保贷款，

·长期和短期用法定货币和数字加密货币投资

·对于加密资产的套期保值的汇率风险

·金融交易、交换、抵押品管理

·以数字货币为基础的商品和服务在网上交易平台上进行货币支付

·法定货币交易，虚拟卡发行由加密资产支持

平台维护和开发将通过以CNC支付的服务费实现，

为每种类型的服务预置并在代售后固定不变。为每种类型的服务预置并在代售后固定不变。

第一阶段的发展

该平台的第一个完整版本将最晚在Q4 2018年公开的。该平台上提供的第一项

服务是用加密资产支持的贷款服务。

用加密支持的贷款是最受欢迎和最需要的服务，它将是平台的第一个产品，加

密支持的贷款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使用法定货币进行业务扩展，例如更新矿物产品

··通过避免对冲汇率风险，从而减少风险敞口

·充分利用加密资产的潜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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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还提供了一个抵押品管理机会：

一个用户将能够将他们数字加密货币交换成为另一个。例如，用户可以选择

ETH作为抵押品，并在贷款期内将其转入BTC，从而获得其加密资产证券投资

组合的优势。

忠诚项目

Ecoinomic.net将建立和维护一个忠诚项目，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作为这个Ecoinomic.net将建立和维护一个忠诚项目，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作为这个项

目的一部分，在预售阶段进入平台的参与者将获得平台的拥有，也将得到特权

服务。

根据资产类型、用户评级和CNC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持有的数量，抵押品的估值

可以从50%到70%不等。

最低贷款金额为200美元，最高贷款金额为1万美元。贷款期限为30天。每笔

贷款的服务费

将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平台启动时设立。将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平台启动时设立。

eCoinom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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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价值定位

Ecoinomic.nnet通过创造稳定可靠的平台，提供快速便捷的获取平台，为数字

加密货币产业带来新的价值。

我们提供给我们的客户：

接受多元货币

各种数字加密货币都可以视为抵押品。

作为抵押品的货币：CNC。BTC，ETH，XRP。LTC、BCUOS、NEO，

ETC,ADA,TRX, DASH。

可供贷款的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法郎，人民币，将在以后添加可供贷款的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法郎，人民币，将在以后添加

法定货币交易的高速化

平台将与主要的支付代理商合作。这种合作将提供快于4-5分钟的交易速度。

安全透明

Ecoinomic.netEcoinomic.net 采用智能来规范抵押品。返回或清算的契约。Ecoinomic.net

采用智能强制履行贷款义务，从而保护了抵押担保资产和加密资金的所有者的

投资的合同。在开始之前，智能合同将由顶级的区域链安全专家审核，并将发

布用于审查的通用访问，每个用户都可以在使用该平台之前仔细检查它。

实价监控系统

抵押品价值是基于来自几个顶尖（BITTRAX、PX财务等）计算的的的实时数

据。

预留金预留金

在储备阶段收集的81%资金只分配给预备金，而不是被花掉。这一数额将被锁

定在托管银行账户中作为预备金，以确保机构投资者和家族机构作为贷款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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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coinomic.net的目标是为双方提供借贷过程中的完美解决方案。我们的

主要听众是

机构投资者

·想要创收的并具有有配置货币资源的私人货币投资者

·对于高收益和低风险的投资工具有兴趣的投资机构投资者和家族理财室

加密持有者：

·购买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想要高增长率

··他们接受了加密财产为货物和服务付款（例如矿工）

·初创公司和持有数字加密货币需要短期信贷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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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Ecoinomic.net与经济

eСoinomic.net network consists of two parts:

贷款方
贷款方是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家庭办公室、基金），它们为

Ecoinomic.net提供部分资金。贷方以法定货币提供贷款，

Ecoinomic.net担保贷款和利息用其储备金来偿还。因此，

Ecoinomic.net在数字加密货币市场提供了一个安全投资机会。

借款方借款方
借款方是愿意通过抵押来获得贷款的个人或小企业，借款方需要使用

CNC令牌才能使用ecoinomic.net平台。

为了能访问Ecoinomic.net，用户需要进行注册，其中包括同意顾客协议，接

下来，用户必须在新创建的个人帐户中向其余额添加CNC令牌以获得对所选服

务的访问。

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补充：通过在代售中预先购买的CNC令个人账户的余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补充：通过在代售中预先购买的CNC令牌

或在加密交换机上购买。

尽可能在平台上直接购买，这种情况下代币购买价格将以CNC20%的市场价

格。

平台推出后，Ecoinomic.net的令牌在平台上的价格将基于交换列表，服务费

将在数控令牌中收费，CNC令牌也可以作为担保物使用。

平台货币化：

Ecoinomic.net将基于CNC的服务费用赚取收入,而借款人支付服务使用费。Ecoinomic.net将基于CNC的服务费用赚取收入,而借款人支付服务使用费。

未来的银行产品准入将只授予数控令牌持有人

平台规模：

平台的规模，市场份额，和盈利直接取决于平台Ecoinomic.net分配的预备金

具体细节在《白皮书》中的“令牌销售业务必要性”条款中解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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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Ecoinomic.net平台工程特色

该平台是基于以太网络区域链。

稳定的智能合同创造。主要的程序语言是Python；

在平台上注册的任何用户可以独立地建立信贷条件、贷款金额和利率。

为了保证担保的资产抵押，将存款转交给平台用户的个人账户中 。如果加密资

产没有被当前的贷款协议所限制，那么用户随时可以从平台上撤回它。

单一贷款合同金额最高为10000美元，任何用户可在最多30天内签署任何数量单一贷款合同金额最高为10000美元，任何用户可在最多30天内签署任何数量

的贷款合同。前期的利息和服务费支付付后，本合同可以进一步延长。

智能合同主体含义

贷款协议的履行是由智能合同执行的。在客户错过付款的情况下，智能合同将

清偿抵押品用来偿还贷款并支付利率。多余的抵押物返还给持有人。

智能合同监控多个交易所的当前报价，允许透明地评估当前的加密资产率。

1

2

3

4

1

2

+ %
3

4

为了获得贷款，客户需要发送一定数量的

数字加密货币作为抵押品来担保智能合同

，以便限制这个贷款额度。

在收到抵押品后，智能合同允许平台为客

户发放现款。贷款自动发到顾客手中

客户需要将贷款和利息返给平台，才能客户需要将贷款和利息返给平台，才能关

闭贷款合同。这个操作将将由智能合同完

成。

在现款交易被确认结束后，智能合同自动

释放抵押品，客户收到数字加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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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当前的抵押品市场相比初始市场价格下降了20%以上（在签署贷款合同时的加

密数字货币资产的市场价格）。系统向客户端发出警报。市场价格相比初始市

场价格每降低5%时，都会重复警报。

市场价格相比最初的市场价格中额外降低5%，客户可以采取以下行动

· 额外降低的加密资产以弥补抵押品价值和贷款金额之间的差额

·接受部分被清除的抵押品来清偿贷款

·全额偿还贷款

当抵押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到抵押品原估价降低 10%以上，增收保证金出现。当抵押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到抵押品原估价降低 10%以上，增收保证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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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初始市场价格
贷款协议签订时抵押品的市场价格用美

金计算

警报阈值
如果市场价值降底了原先市场价值的20%，

平台会给顾客发送警报

增收保证金
如果市场价降低到了抵押品的市场价值 

10%以上，增收保证金出现并且自动出售抵
押品。

抵押品估价
在贷款总额被签署时，如果抵押品的市场价值从
50%-70%波动。只有50%的价值可以作为证明

80%

70%

75%

65% ALERT

ALERT

ALERT

60%

当市场价格额外下降5%，发出警报



eCoinomic.net

代售业务的必要性

Ecoinomic.net平台旨在解决加密市场的两个主要问题：

对于数字加密货币的限制流通。Ecoinomic.net带来包括家族理财室/机

构投资者，并将大量的法定货币吸引到加密市场中用来创造全面的信贷产

品。

允许他们使用可流动的加密资产作抵押的人更容易的到无息贷款

Ecoinomic.net旨在将个人借款人与提供资金给借款人的家族理财室和机构Ecoinomic.net旨在将个人借款人与提供资金给借款人的家族理财室和机构投

资者联系起来，来为数字加密货币领域提供独特的服务，因此做贷款方。为确

保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强制性要求有同等数量的资金被限制在托管银行账户中

作为预备金。

由于储备机制和尽可能高的收益激励机构投资者参与Ecoinomic.net平台。储

备规模与家族理财室和投资机构在网络上投资的金钱数量成正比。一开始

Ecoinomic.net将全面提供借贷资金。

后来，在平台成功工作之后，对特定机构投资的覆盖面将减少。发放资金用后来，在平台成功工作之后，对特定机构投资的覆盖面将减少。发放资金用于

覆盖新增投资者资金，以此来增加平台贷款的最大额度

综上所述，平台所能提供的贷款数量和规模，直接取决于coverage的多少预备

金给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担保。

替代P2P并流行于加密圈，目前普遍不适用于贷款行业。根据对数字加密货币

贷款市场规模评估，贷款平台需要每月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才能抢占信贷市场

15%的份额。

因此，Ecoinomic.net设定了几个众筹的指标水平来反映不同平台规模和市因此，Ecoinomic.net设定了几个众筹的指标水平来反映不同平台规模和市场

份额。

Ecoinomic.net想要强调这一点。与大多数ICO项目相比，我们并不打算在销

售过程中花掉所有我们吸引的资金：

·在代售预售阶段收集的81%的资金只分配做为预备金，而不会花掉。

·在平台盈利之前，将10%资金用于支付该平台的运营费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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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层市场份额5.15%1：每
月
104046笔

贷
款

第四层全面阶段：每月52023笔
贷
款

第三层中级阶段：每月31214 笔
贷
款

第二层基础阶段：每月
10405笔

贷
款

第一层初级阶

段
：

每月4046笔

贷
款

产品发展
上限

6М 1B35М 100М 300М 500М $

eCoinomic.net

·9%的资金将用于支付平台推广的营销费用。

Ecoinomic.net将提供与这些资金的使用有关的报告和文件，并将其交给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事务所来做每年审计。所有平台发展的相关的费用不超过

6百万美元。

预备金解释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代售中收集了1亿600万美元，将8100万美元作为预备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代售中收集了1亿600万美元，将8100万美元作为预备金

。这样的预备金规模为了确保来自于家族理财室和机构投资者8100万美金在前

12个月作为信贷组合，并且接下来的12个月中增长到1亿2200万美元。

本平台拥有7785美元的平均贷款规模， 8100万美元的信贷组合方案能够满足

10405位借款人的需求。

平台规模分布如下所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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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借额度
（单位：美元）

3500万

第一年

4046

第二年

6069

第三年

7890

第四年

9468

第五年

11362

eCoinomic.net

月度贷款次数和预借贷款额度预期如下

平台规模

初级阶段

1亿 10405 15607 20289 24347 29216基础阶段

3亿 31214 46821 60867 73040 87649中级阶段

5亿 52023 78035 101445 121734 146081全面阶段

10亿 104046 156069 202890 243468 292162
15%
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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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代币销售详情

预售清单注册起始日：

预售清单注册截止日：

售前开发期起始日：

售前开发期截止日：

众募开发期起始日: 

众募开发期截止日：

储备起始日：储备起始日：

储备截止日：

代币名称：

代币类型：

代币功能：

硬通币上限额度：

软通币上限额度：

代币供应总额：代币供应总额：

代币销售的现有额度：

2018年3月15日

2018年4月3日

2018年4月3日

2018年4月21日

2018年5月1日

2018年6月1日

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1日

2018年8月1日

CNC

ERC20

通用

100000000美元

6000000美元

最高2100000000最高2100000000

最高1550000000

18



eCoinomic.net

不覆盖的国家：

所有加入者需要通过KYC实名认证

允许预售代币类型：

允许出售的代币类型：

eCoinomic. net 代币销售分为三方面。

美国1，中国，新加坡2

以太币（ETH)

以太币（ETH），比特币(BTC)，
瑞波币(XRP)，比特币现金(BCH)，
莱特币(LTC)，小蚁币(NEO)，
门罗币(XMR)，归零币(ZEC)

19

1 信用投资人除外
2 信用投资人除外



eCoinomic.net

预售期明细

2018年4月3日-4月21日

CNC币用于预售期的最大限额为150000000代币。

本阶段最低收益不限。最高收益250000美元。

预售期加入eCoinomic.net的用户可以优先通过，并且享受特权服务资格。

预售期将持续至2018年4月21日或者至达成6000000美元分配额时。

酬金比率根据收益额决定：

代币价格：

酬金额度： 

1CNC=0.05美元

最高25%（代币酬金的冻结时间为：
代币销售期后2个月）

收益额小于等于49999美元:

收益额小于等于99999美元: 

收益额小于等于149999美元:

收益额大于等于150000美元:

10% 奖励

15% 奖励

20% 奖励

25% 奖励

20



eCoinomic.net

众募开发期明细

2018年5月1日-2018年5月31日

如果eCoinomic.net在预售期的销售额未达到6000000美元，那么CNC币用

于众募开发期的额度将根据预售期的剩余额度决定。

本阶段的无最低收益下限。最高收益限额为250000美元

在本阶段加入eCoinomic.net的用户同样可以优先通过，并享有特权服务资格。

众募开发期将持续至2018年5月3日或者至达成6000000美元分配额时。

本阶段筹备的资金仅用于平台建设。

代币价格：1CNC=0.05美元

21



eCoinomic.net

储备期明细

时间：2018年6月1日-2018年8月1日

CNC币用于储备期的最大限额为1400000000代币。

本阶段无收益下限。最高收益250000美元。

储备期时间持续至硬通币达到106000000没有或至2018年8月1日

所有未出售的代币在代币销售期后销毁。

在本阶段所筹资金的80%仅用于资金储备，不做消费使用。资金将作为存款被

封存至签约银行账户以确保机构投资人和家庭财富管理机构的债权人地位。

在本阶段所筹资金的10%将用于平台盈利前的运营开支。

在本阶段所筹资金的9%将用于平台的市场推广开支。

eCoinomic.net会上传有关资金用途的公告和文件，并且由名列四大会计师eCoinomic.net会上传有关资金用途的公告和文件，并且由名列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的其中一家进行年度审计。

全程落实KYC实名认证，确保eCoinomic.net代币的发行符合法律规定。

期
6月1日
至9日

6月10日
至18日

6月19日
至27日

從6月28日
到7月06日

7月7日
至15日

7月16日
至24日

從7月25日
到8月1日

CNC
令牌價格，$ 0.06 0.07 0.08 0.09 0.10 0.11 0.12

在Tokensale的這個階段，令牌的價值將每9天增加1美分。

期初代币价格为：1CNC=0.0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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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技术安全审核
开支：

12%

法律支持：

10%

运行开支：

7%

市场推广开支：

25%

研发开支：

45%

代币开支分配占比图示

预售期和开发期所筹资金的分配占比图示：

代币销售预售期和开发期：

2%
顾问聘用花费：

12%

奖金：

1%

团队建设：

13%

代币储备期储备期：

72%



储备期所筹资金分配占比安排如下：

运营开支：

10%

市场推广开支：

9% 

分配用于团队建设的代币将有2年零6个月的分期冻结期---即首个6个月后代币

的首个25%将被解冻使用，接下来的6个月再启用25%，以此类推。

分配用于指导顾问的代币将有3个月的冻结期。

冻结期自8月1日起执行。

预留储备金
(不支出使用):

81%

eCoinom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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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平台发展历程

设想初成，开展加密货币市场研究，技术方案评估，组建工作团队，

确定发展远景。
2017

建成项目的首个公共信息平台，实现平台发展的初步阶段。
Q1
2018

建成俄罗斯联邦试点项目，开始预售期代币销售，

国际平台初步建成，开始销售代币。

Q2
2018

获得营业执照，为各辖区地区设计方案， 完成代币销售，

与全球顶尖支付机构达成合作，

与金融机构和家族财富管理机构签订意向书。

建立与贸易平台的合作及技术链接。发行债券。

开始启动加密银行注册程序。

Q3-4
2019

制作虚拟卡，将推出eCoinomic. net开放式API支付代理方式。

11月平台将向早期的加入者开放，12月面向大众。

Q4
2018

实现与金融机构和家庭财富管理机构间的财务转账。

通过全球金融机构和当地微型金融组织进行扩展。

启动法律程序发行债券。

Q1-2
2019

25

Q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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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net

启动首次公开募股程序。

建成加密银行雏形（获取在英国和欧盟的营业执照）

Q1-Q2
2020

落实公开募股程序。
Q3-Q4
2020



eCoinomic.net

团队介绍

2001年以来，eCoinomic. net创始团队一直以来致力于服务，金融和金融技

术项目的开发。创始团队注重企业发展利益，建立了与企业的长期信赖合作伙

伴关系。2001年以来，所达成的项目和成就有力证明了团队努力奋斗，思维创

新和目标达成的团结精神。

项目核心团队由拥有十多年金融技术和软件开发行业的专业人士和专家们组成

，他们曾分别在Veeam软件， Netwrix,  Geekbrains,  SMSchain,  

Clindicator等公司任职并担任其合伙人。

eCoinomic. net拥有4位创始人

27

阿列克谢·斯莫洛诺夫 

eCoinomic. net， Sauber 集团首席执行官，Sauber银行的

当家人。

阿列克谢于1992年也担任了Sauber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为该银行客阿列克谢于1992年也担任了Sauber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为该银行客户

提供了很多金融服务方案。加入该银行之前，他曾担职过Saurun管理公

司的行政高管。阿列克谢总共拥有13年企业管理经验。他毕业于圣彼得

堡理工大学和西北公共管理学院，攻读金融和信贷专业。

爱好击剑和反重力瑜伽。

马克西姆·阿库什

eCoinomic. net总体设计师，首席技术官。

马克西姆于2012年开始担任Sauber银行董事会。于 2009年开始在SIIS

担任CEO.

由于拥有多方面经验，马克西姆成为eCoinomic. net的合伙创始人，同

时担任高级总体设计师。

闲暇时间，他会创作童话故事，为区块链板块准备出版的百科全书绘闲暇时间，他会创作童话故事，为区块链板块准备出版的百科全书绘制

插图。



eCoinomic.net

维塔利·图波儿
eCoinomic. net管理总监

维塔利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微型金融公司“Dengi Budut”的运营

总监

2015年，维塔利在Leningrad pawnshop network(列宁格勒当铺网络)

团队担任首席执行官。

2016年，他在西班牙创建了Rapicredit项目，该项目通过开发独特的2016年，他在西班牙创建了Rapicredit项目，该项目通过开发独特的平

台，以及一种特殊的手机应用程序发行在线小额贷款，致力于打入欧盟

金融市场。

2017年维塔利成为eCoinomic. net合伙创始人，并担任公司管理总监。

维塔利毕业于波罗的海国家技术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攻读管理，

金融和金融管理服务专业。

维塔利也曾在国际教育服务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国际贸易维塔利也曾在国际教育服务中心（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国际贸易，

在HOGSKOLEN I BODO（挪威）学习经济学。

闲暇时间，维塔利喜欢拳击和货币学。

玛利亚·斯莫连诺娃
eCoinomic. net业务拓展总监

玛利亚曾在多家公司担任管理人员，有十多年的管理经验。玛利亚曾在多家公司担任管理人员，有十多年的管理经验。 2008年，玛

利亚加入SATIS有限公司，担任管理总监一职，该公司自2006年以来，

一直致力于物流行业，为从东南亚，欧洲，美国，南美地区的货物流通提

供服务。 2013年，玛利亚在微型金融公司“Dengi Budut”担任首席执

行官。之后于2015年她同时兼任Leningrad pawnshop network(列宁

格勒当铺网络)团队的拓展总监。

2017年她成为eCoinomic.2017年她成为eCoinomic. net合伙创始人，并担任公司的业务拓展总

监。

玛利亚毕业于卡斯商学院（位于英国伦敦），据金融时报评价，该学院

是全球顶尖商务学院之一，在那里，玛利亚获得了模块管理MBA学位。

玛利亚非常喜欢练瑜伽和体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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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 net隶属于Sauber 集团---集团致力于服务，金融和金融技术行

业。

Sauber Bank

Sauber Bank JSC 成立于1992年，由最古老的USSR银行重组而来。 银行的

历史塑造了其合作传统，在金融市场赢得了无可厚非的声誉。

SauberSauber 银行为个人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比如：贷款，存款以及现金交易业务

，同时，也为企业法人提供金融服务，比如：租赁，资金结算以及现金业务。

银行在2017年财年的财务指标如下：净资产28亿卢布（大约46亿美元）， 资

本充足率26.5%，速动比率141.4%， 流动比率122.6%。

微型金融公司“Dengi Budut”

微型金融公司“Dengi微型金融公司“Dengi Budut”于2011年4月在俄罗斯联邦开始运行。该公司

是金融技术行业的领军企业，拥有自己的信用利率基础设施，拥有合格的高级

技术信息采集服务设备。 2011-2018年间，该公司在全俄罗斯联邦扩大了其

盈利增长模式，在该国30个主要城市开设了工作室----开展消费贷款分期付款

业务---凭借以下数字，该公司确立了其在信贷领域领军地位：消费者保持比率

62%， EBITDA利润41%，以及2017年财年90+12%的NPL（不良贷款）。

Leningradsky pawnshop network(列宁格勒当铺网络)团队

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 运营的第一年便在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建立了20

多家当铺。当铺主要经营珠宝和黄金交易，有两项业务---珠宝买断和首饰或黄

金的借贷支持。

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间，该公司销售收益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用29个

月收回了所有运营和投资成本，消费者保持率为76%，到2017年底其投入产

出比为23%。

信息交流系统有限公司（SIIS）

该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SIIS经营软件产品及通讯系统该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SIIS经营软件产品及通讯系统的

开发。 公司由一群技术高度熟练的程序开发人员以及有信息技术领域实操经验

的系统管理人员组成。 SIIS公司专注于现代数据的全面处理和网络分析，服务

范围广泛。一年以来，凭借超过64000个问题的1500之多的问卷调查，该公

司的标志性软件产品Survey-Studio登记的分析项目达到了2300份之多。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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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总共记录了超过6500000次访谈, 收集的答案数量超过67000000个。由此

看来，Survey-Studio已有超过190名注册用户，其中包括诸如俄罗斯联邦公

众意见研究中心（VCIOM），公众意见基地(FOM)， NAFI研究中心，

Validata研究公司等庞大的私人和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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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请注意, 代币的购买和使用本身具有重大的财务风险，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于代

币存在的财务损失风险。购买前，请认真考虑潜在风险，如有必要，请咨询律

师，会计师，和或者税务专业人员或者其他专业顾问，请他们对存在的风险进

行评估。 请勿反应过度。eCoinomic. net对任何形式的收入或回报不做任何承

诺保证。你可能会损失所有投资收益。 同时我们对项目应用的成功或者全面执

行也不做任何保证。

代币为通用币与我们的应用绑定。它们不是也不得用于任何方式的金融交易,代币为通用币与我们的应用绑定。它们不是也不得用于任何方式的金融交易, 如

股权, 资产, 债券, 证券, 集体投资计划, 金融衍生品或任何其他金融工具。

请理解并同意，购买代币并不一定能产生利润, 利息, 收益, 股息, 甚至不能为您

维持收益。您购买代币意在使我们能够在执行本白皮书所述愿景的同时, 开发我

们的应用项目。

请理解并同意，代币不是安全保障，它不会使您成为我公司的股东，也不会请理解并同意，代币不是安全保障，它不会使您成为我公司的股东，也不会赋

予您任何股东权益或者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包括我们的项目应用，或者其他

分部或子公司的参与权益。

请理解并同意，eCoinomic. net与您的代币没有任何债务关联，也没有义务购

买或返还您所购买的任何代币。也不保证您所购买代币能得到优惠或者折扣。

      对您购买代币时，在司法管辖区所寻求的法律、商业、税务、监管、会计和

财务方面的建议，您负有全责。请勿将本白皮书的内容揣测为法律、业务、税

务、会计、投资或其他建议。

请接受并同意，代币销售并非聚众融资，也非金融衍生品销售。请理解并同意

，代币的销售不受任何机构监管。这些条款并非发行债券、证券或其他投资工

具的募股文件。

请接受并同意，无论是本白皮书还是其他代币,请接受并同意，无论是本白皮书还是其他代币, 均未或将根据任何司法管辖权的

证券法律法规进行注册或提交手续，也未得到任何安全机构或管理权威机构的

批准、推荐或否决，也没有任何此类权威机构确认此白皮书和代币的准确性和

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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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coinomic.net 发布本白皮书，内容以原版为准，不做任何形式明确或不明

确的解释或保证，内容包含以下内容但不仅限于此：

其适用性，特殊用途，标题或非侵权性的保证。

白皮书内容准确性和任何适用性的保证。

白皮书内容对第三方权利的非侵权性保证。 

特此做免责声明。

eCoinomic.net明确表示，在获知损害可能性的情况下，不承担用户在使用eCoinomic.net明确表示，在获知损害可能性的情况下，不承担用户在使用，

参考或依赖任何白皮书内信息的过程中的任何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直接或间

接，包括利润损失）。任何情况下，本公司或附属子公司不对任何个人，实体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的客户或终端用户，承担任何后果性，偶然性，直接性

，间接性，特殊性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包括但不仅限于利润，收入，业务或

产品使用中的损失。eCoinomic.net在本白皮书内所提出或所含的将会发生的

损害，无论此类损害是否违约，出于疏忽，有严重的侵权行为或违反其他法律

或公平理论，本公司亦不做任何赔偿。或公平理论，本公司亦不做任何赔偿。

eCoinomic.net反对由本白皮书内容，或与白皮书相关联所产生的任何形式的

法律行为。

法律注意事项

我们以全方位，负责任的态度对eCoinomic.net代币展开销售。由于各司法管

辖权对于加密货币和数字代币的不确定态度，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对

可行辖区内的eCoinomic.net公司业务模式的法律处境和CNC代币状况进行分

析。由于对全球范围内法规的不确定，我们不能保障eCoinomic.net平台的合

法性。 但是，我们会努力对投诉公司做出回应并且积极面对监管部门的调查。

CNC代币的法律地位

CNC代币是为eCoinomic.net平台设计的功能性代币。本代币不属证券，债CNC代币是为eCoinomic.net平台设计的功能性代币。本代币不属证券，债券

和融资计划。一经购买，不可退还。我们不建议用于投机投资目的的购买行为

。建议以加入平台为目的进行购买。购买CNC代币不等于加入了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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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inomic技术OÜ。 代币的持有人在本公司不具有公平，管理或其他权利。
CNC代币以数字资产形式出售，类似于可下载的软件，数字音乐之类的东西。

我们不建议购买代币，除非您具有加密货币代币和区块链软件经验。

为方便用户，我们已将eCoinomic.net白皮书，网页和其他相关文件翻译成多

种语言。 如若英文版本和外文版本产生分歧，将以英文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