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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3

缩略词 含义

AWS 亚马逊网络服务

CPM 每千人成本

DR 数字版权

DRM 数字版权管理

DS 数字体育场

DSME 数字体育场营销引擎

DSP 数字年卡持有人

ICO 首次代币发行

OTT 互联网电视

SDK 软件开发包

SF SportsFix
SFT SportsFix代币

UGC 用户原创内容

VOD 视频点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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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为赛事改变者！加入我们！

想象一下，将“Netflix”平台的力量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将会怎样改变世界上最强大的内容——体

育。SportsFix（SF）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SF展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革命性数字体育内容生态系统，它分散并下放了体育媒体的权利，使

得微内容权利投资得以实现，并通过以以太网为基础的 SF代币（SFT）和智能合约，来增强互信及不

可变的透明度。

SF旨在于三个阶段中扩大其发行量。在目前阶段，SF Media Holdings已成为亚洲快速增长的 OTT企

业，它每周将本地和国际体育赛事直播给数百万粉丝，有望成为亚洲最具价值的视频数据流平台之

一。

在第二阶段——从发行 SFT开始——SF允许粉丝参与并加入到他们最喜欢的联赛和俱乐部中，并将

SFT作为一种支付方式，在区块链上进行内容相关的交易。

在第三阶段，SF计划发行证券性代币，为粉丝提供内容和经济的实际部分所有权——粉丝拥有一小块

“他们的”团队——并通过 SFT支付红利。代币技术的安全性、分类账户的完全透明以及基于以太网

区块链代币的分散性，将使世界各地的体育迷们能够参与到体育内容的革命性生态系统中。本白皮书不

包括亦不涉及第三阶段的陈述，将在 2019年初对第三阶段进行具体规划。

|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5



市场机遇

世界上至少有 70%的人口通过某种方式享受运动——消费或参加体育运动。以下是有关体育的部

分统计数据：

4,500-6,200亿美元 47亿 70% 57.2%
全球体育市场价值约为

4,500-6,200亿美元

(AT Kearney，2015年)

全球约有 2/3的人观

看至少一项体育赛事

(FIFA，2015年)

超过 70%的人每天至少

在手机上观看一次视频

(Nielsen，2016年)

目前亚洲的智能手机普及

率是 57.2%
(Statista，2018)

当今现状

体育内容的发布过程非常昂贵、老旧且复杂。体育内容常常和其他内容捆绑在一起，最后体育内容在

一个大型付费电视订阅包中价格上涨，对许多体育迷来说，这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导致其最终无

法观看体育内容。体育节目包通常与无用、有失偏颇的网络内容捆绑在一起，增加了用户的成本。由

于无法自主选择观看内容，并且无法灵活地为喜欢的节目付费，用户不得不接受高昂的付费。

我们的愿景是切断中间商（比如代理商 1 和广播公司 2），通过 SportsFix生态系统将版权持有人和粉

丝直接连接起来，从而重新定义体育内容市场。这将向版权持有人 3和 SportsFix提供新的收入流，并

打造体育迷一直在寻找的平台（与他们最喜欢的运动/联赛/团队紧密相连）。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SF
将保障所有体育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身份、支付、所有权和用户权利，并成为为之服务的革命性市场。

1 代理商：代表其他人或其他团体行事的人员。

2 广播公司：从版权持有人处购买许可证，并通过无线电或电视发送内容的组织（不论是否是地面广播、卫星广播或其他广播）。

3 版权持有人：拥有相关内容，或持有必要的许可证，可向第三方/广播公司转授相关内容的人士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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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复杂体育内容发布系统

• 传统电视已成为过时的播放模式

--平台和渠道过多

-- 出于单向沟通的原因，受特许权

所限，粉丝无法直接参与并盈利

• 垄断体育内容的大型企业大玩套利游戏

• 内容发掘不理想

-- 使用电子节目指南可能非常乏味

-- 线性渠道的内容安排混乱/不透明

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数字体育场（DS）理念（详见下文），粉丝可与他们最喜欢的团队建立联系，

粉丝之间也能够建立联系，并且粉丝可以众筹以获得他们最喜欢团队的体育内容。这创造了一种新的

体育内容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分散性，而且价格实惠、容易获得。

中间商加价、人工包装与定价

• 由于国际、地区和地方代理商及代理机构的体系很复杂，导致总体价格上涨，代理商和代理机

构作为体育行业的守门者，催生了极差的透明度和包装方式。

• 代理商在收购（版权持有人）和销售（广播公司）过程中寻求维护与双方的关系时，无任何激

励措施可鼓励代理商维护定价透明度以及收购和销售过程的透明度。

• 另一方面，粉丝非常反感广播公司将体育内容与其他内容和服务捆绑在一起，这使得粉丝无法决

定他们想观看的内容的价格。

• 最终粉丝获得的是远超出其需求的内容和渠道。

解决方案：借由我们的数字体育场，版权持有人可通过小型数字包将直播节目直接发送至粉丝的智能

手机，从而取消内容中介，消除中间商加价。通过区块链编码的智能合约，可加速批量解绑的进程，

并使这一过程透明化，智能合约可生成众筹体育内容的新订阅模式。SFT出现后，将形成适用于俱乐

部的强大的内部自我营销网络，粉丝也可构建自己的数字体育场代币生态系统，这将加速推进内容

“解绑”的趋势。

复杂体育内容

发布系统

中间商加价、人工

包装与定价

集体

谈判

没有归属感

的粉丝

缺少粉丝

的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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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谈判

• 版权持有人以联赛的模式出售所有俱乐部/团队的权利

• 集中化的媒体版权体系

• 集体谈判导致俱乐部目前的收入机遇受限

• 俱乐部/团队获得的收入再分配不公平/不平等

解决方案：我们获得了联赛级别的体育内容的合法流媒体直播权，解绑了单场比赛的内容，以及高度

个性化、情景化的小型数字内容。SF届时将根据体育内容的实际消费情况，创建一种全新的代币经

济，交换 SFT将获得 1-1的体育俱乐部/版权持有人及粉丝参与机会。

毫无归属感的粉丝

• 全球有大量没有归属感的粉丝，他们无法获得或观看他们最喜欢的团队/联赛/赛事，原因如下：

-- 地点原因，他们不在“传统的体育场”内，未在现场观看比赛，或是因为他们未买到票（体育场

容量有限）

-- 无法观看现场直播

-- 无法或不愿支付高昂的内容包费用

• （小型）赛事/联赛/俱乐部的财力有限，无法针对粉丝有效地制定一个连贯的数字策略

解决方案：在我们的数字体育场经济背景下，我们创建了一个复杂而透明的数据分析平台，通过这个

平台，粉丝可以请求、投票和抵押的方式来获得我们的国际内容版权目录，我们由此为没有归属感的

粉丝提供服务。我们的代币经济开启了新的机遇，版权持有人（联盟/联赛/团队）有机会将他们的比赛

/赛事直播权代币化，并创建一个数字体育场，我们倡导的生态系统得以在粉丝和体育运动之间蓬勃发

展。通过使用我们的 SFT，与没有归属感的粉丝建立联系，版权持有人可授权并利用他们的粉丝群体

作为最好的市场营销者。体育内容的代币化开启了一种新的内容发布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分散性，普

遍更容易获得。

缺少粉丝的直接参与

• 内容创建者和粉丝之间的直接（双向）沟通很少甚至缺乏（粉丝参与问题）

• 传统的广播公司采用已过时的观看量测算系统（Nielsen、Comscore等）

• 在用户数据分享意愿和能力方面，对传统/主要发布平台的限制和规定日益增加

• 缺乏个性化——传统的发布平台采用一刀切方法

解决方案：通过创建一个围绕体育内容的代币经济，粉丝从被动的角色转变为了主动的参与性角色。

SFT钱包使得每位粉丝能够被识别并获得单独奖励。这创造了传统的播放模式不曾提供的新的参与机

会。采用 SFT后，俱乐部现在可以通过一系列新的互动机会，识别、吸引并奖励每位粉丝。我们的泛

数据分析平台（SF Analytics）将向粉丝提供他们喜爱的个性化、情景化和本地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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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打造“数字体育场”经济

SportsFix 数字体育场是终极粉丝体验，它将直播及视频点播(VOD)体育内容带来的兴奋感，与社交媒

体、游戏化、预测、顶级联赛及 SFT驱动的电子商务带来的力量结合起来。粉丝可通过数字体育场获

得：

• 抵押并建议集体谈判机制的内容，从而降低总体成本，消除内容供应链的中间环节

• 仅为喜爱的内容付费，管理自己的体验

• 直接接触最喜爱的俱乐部

• 与数字体育场的其他粉丝互动，模仿现场的体育场体验

通过代币进入数字体育场，观看最喜爱的体育内容

参与赛事预测，并与其他粉丝在公开/私人积分榜竞猜

获得 Sportxfix专属代币，只限俱乐部

商品、赛票及专属会员体验中享受优

惠 参加经认证的体育俱乐部提供的奖励金计划，

Sportsfix用户可通过提高体育场的到场率，解锁酷炫功能

利用我们的剪切/粘贴功能，生成用户

原创内容，可获得高参与度奖励 从活动中赚取并消费你的会员积分（社交媒体分享、用户原创内容等）

粉丝有机会进行投票，选择他们想在数

字体育场观看的最喜爱的内容

数字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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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念是区块链（智能合约）和 OTT技术（通过互联网提供电影和电视内容，用户无需订阅传统的

有线或卫星电视付费服务）的独特结合，使得粉丝能够通过众筹来解锁他们喜爱的内容和产品。图表

（详见第 9页）突出说明了代币的运营特点。

SF将携手粉丝创建一个独特的用户档案，这有助于根据粉丝的行为和偏好来定制粉丝最喜爱的体育内

容。SF的奖励制度旨在创建一个参与强制环路，提升粉丝的地位，识别忠实粉丝，从而促进数字体育

场的发展。

这包含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价值将融入到生态系统中，比如用户原创内容、解说天才、内容

投票、社区建设和社交媒体分享。因此，我们鼓励粉丝预定并积极参与到他们最喜欢的内容中。

在成功将这一分散性的消费者市场融入粉丝的日常体育消费后，SF有意将体育内容作为一个载体，以

促进大众对加密货币的使用。

数字体育场的组成要素

分层模型

数字体育场根据粉丝群体的到场率设置了分层结构。虽然数字体育场在理论上具有几乎无限制的容

量，但体育场的分层结构可用来激励各个粉丝群体一起观看直播。随着粉丝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他

们将作为一个整体，集体流转至数字体育场的下一层级，解锁创新性的体育场特色功能，从而提升他

们的观看体验。

青铜 白银 黄金 白金

扩大你的粉丝基数，你就可以在每个层级解锁专区功能！

0
10 |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10



在每场赛事中，将采用一个计算公式来确定粉丝的层级。通过公式计算出赛事的预计内容成本、功能

成本和举办成本。通过成本和到场人数来划分体育场的层次。公式将根据这些指标进行优化，并为粉

丝群体解锁数字体育场。在最低设置中，将在每场比赛中为数字年卡持有人（详见下文）开放青铜体

育场，这是因为他们注册了数字年卡订阅，促进了内容的发布。

为确保体育俱乐部粉丝群体之间的平等性，公式还将考虑俱乐部的重要标准，包括区域市场规模及社

交媒体的粉丝在内，从而确定在升级至下一层级之前，各个社区需要发展至何种程度。SF将采用这种

模式来推动由市场驱动的产品发展，我们的用户将被授权开启他们想要观看和使用的新功能。此处将

采用一种持续交付法，从而有针对性地为用户创建最好的定制体验。

青铜体育场

青铜体场是最基础的体育场，这里提供标准的 OTT流媒体体验以及一项定制功能。将持续向我们的数

字年卡持有人开放青铜体育场。

白银体育场

白银体育场向它的粉丝群体开放所有的基础功能，包括赢得会员积分，进入团体排行榜并与其他数字

体育场竞争。白银体育场的用户将拥有活跃的 SFT钱包，他们可由此积累会员积分并赢得代币。解锁

了白银体育场的粉丝群体将有权选择他们在数字体育场体验中获得的两项定制功能。

黄金体育场

黄金体育场保留了白银体育场的所有特点，还允许用户在他们的数字体育场体验中享有五项定制功

能。

白金体育场

解锁白金数字体育场后，市场将同步开放。用户可在市场兑换他们赢得的会员积分（详见下文）。在

白金数字体育场，用户可使用所有的定制功能！

超级粉丝体育场

超级粉丝体育场是受体育俱乐部正式认可的数字体育场。它独立于青铜、白银、黄金和白金体育场。

在这里，用户可获得俱乐部提供的特别内容，比如球员采访、幕后故事及特别访问内容。通过允许俱

乐部回溯其流媒体直播权，并将之与制作的辅助内容相补充，超级粉丝体育场可涵盖全部的数字内

容。

体育俱乐部将会分配到预定数量的 SFT，供分配给粉丝群体。将根据粉丝的可寻址市场规模（比如地

点和社交媒体粉丝数量等）来分配代币。获得代币的粉丝将被自动分配至青铜超级粉丝体育场，而数

字年卡持有人将自动升级至白银超级粉丝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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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体育场功能

下表分三类阐述了数字体育场的关键功能：即基础功能、定制功能和市场功能。

功能 数字体育场

基础功能 青铜 白银 黄金 白金

1 观看    

2 投票    

3 支付    

4 社交媒体分享    

5 赚取/会员积分   

6 钱包   

7 排行榜（团体）   

定制功能

1 信息

2 徽章/排行榜

3 贴纸

4 多数据流

5 剪切/粘贴

6 DVR/时空穿梭 选择 2项定制功能 选择 3项定制功能 选择 4项定制功能

7 HD
8 用户原创内容

9 礼品

10 预测

11 带宽

基础功能
• 观看：观看现场直播和视频点播

• 投票：粉丝可通过抵押 SFT来获得他们需要的内容

• 支付：粉丝可使用 SFT来购买赛事日卡，或作为数字年卡持有人进行订阅

• 社交媒体分享：该功能可促进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比如 FB、IG、Twitter）分享他们的

活动

• 赚取会员积分：粉丝可积累从各项活动(比如 UGC、社交媒体分享等)中获得的个人积分和社区

积分

• 钱包：查看代币余额

• 排行榜（团体）：团体排行榜系统可促使不同的粉丝群体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方面相互竞争（衡量

标准包括支持票、吸纳会员和原创内容等。）

12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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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功能
• 信息：各个数字体育场的群聊天功能

• 徽章/排行榜：查看从个人档案和个人排行榜获得的徽章（比如影响力徽章和评论员徽章等）

• 贴纸：可添加到聊天功能

• 多数据流：用户可同时观看一项或多项赛事

• 用户原创内容（UGC）：允许个人用户生成原创内容

• 带宽：减少用户的带宽消耗，同时在 OTT传输网络中保持高质视频

• DVR/时空穿梭：允许用户观看已经播放的视频（例如，如果你在观看一场比赛时迟到了 15分钟，你可以从

头开始观看，并在中场休息 15分钟的时候赶上现场直播的内容）。

• HD：高清视频

• 用户原创评论：用户生成的原创内容

• 剪切/粘贴：允许用户剪切/粘贴赛事画面，以支持 UGC功能

• 礼品：用户可向其他用户赠送礼物（比如，赛事日卡和商品等）

• 预测：用户可以预测比赛结果（比如，精准预测将获得 3个积分，结果准确将获得 1个积分），并

拥有个人排行榜

市场

各数字体育场可在市场上提供各自的商品，从而满足该体育场粉丝的需求。“社区会员积分”可以兑

换成商品的折扣。

数字体育场用户

赛事日卡个人持有者（照单点菜模式）

断断续续观看比赛的普通粉丝可使用法币，通过多种付款方式（比如通过下文“合作伙伴”一节所述

的电话公司以及零售分销合作伙伴）来购买单张赛事日卡。此类粉丝将不会享有体育场的全部功能，

比如在未进行 SFT钱包注册的情况下赚取会员积分或 SFT，此外，他们将仅限于青铜体育场。

数字年卡持有人（订阅模式）

数字年卡持有人（DSP）通常是铁杆粉丝，他们可通过数字年卡在整个赛季追随他们最喜欢的一个或多个

体育俱乐部。数字体育场的年卡持有人有权参加特别促销活动和身份识别，还有机会提前注册发布内

容。在整个赛季以及赛季结束后，DSP持有者将根据他们的参与度以及他们的数字体育场的绩效（体

育场粉丝群体的增长情况）获得 SFT。

DSP持有者进入体育场后，他们将为自己喜爱的体育内容预设定其乐意支付或“下注”的 SFT金额。

为此，他们将对数字体育场发布的内容进行投票。投票行为即代表用户注册订阅赛季内容。然后代币

将被锁定在智能合约中，直至发布了体育内容，并进入数字体育场为止。代币将在一个透明的系统内

向版权持有人进行支付，若未达成目标，代币将付还用户。

DSP用户群体将拥有一个 SFT钱包和通行证，由此识别用户身份并参与其中，用户还可凭此获得 SF
和他们喜爱的俱乐部派出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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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路线图

俱乐部增长启动

内容投票

社区与社交

活跃用户评论

忠诚计划

礼品

原型 / 测试网

OTT体育场 1.1
全高清直播与 DVR
测试网原型

智能合约开发

深度整合启动

微广告深度整合 SDK

2018年第 3季度 2019年第 1季度

2018年第 2季度 2018年第 4季度 2019年第 2季度

数字体育场启动 微广告系统启动

数字体育场 用户与内容分析面板

控制面板、SF代币钱包 微广告平台

赞助模式整合 用户原创内容

SF利用最新的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数字版权管理（DRM）和内容授权分类帐，利用前沿技术

来简化可用性和透明度。区块链将授权粉丝使用任何人均可使用、转让和共享的 SFT，通过一个完全

可审计的有效交易分类帐，确保 SF服务的易用性和可信度，因为只有在获得系统验证后，才能进入分

类账。

这将为稳定、可靠的用户交互模式打下基础，在这种模式下，公众或者交易的参与方不仅可以查看并

追踪交易，基于一个已开发的非第三方管理的安全公共网络，交易的可靠性也随之增加。通过我们的

区块链注入平台，可开发一个开放的、无偏见的系统，系统将执行透明的规则，用户的内容贡献值、

参与度和投票结果将成为分散性公共/私人分类账不可变系统的组成部分。

SF当前的 OTT 1.0平台包括一个复杂的代码/票务系统在内，该系统将生成代码，并触发多种付款模

式，包括电信后付和预付账单、零售和批发账单，以及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提供的多种电子钱包记账机

制。OTT平台是用亚马逊的 AWS技术（包括 EC2、Lambda、大数据和 Elemental - AWS视频流服

务）开发而出。

SF正在启动 OTT 2.0基础设施的原型，以向粉丝提供基础功能，使粉丝能够通过智能合约参与我们的

内容。在 2018年第 3季度，我们将启动我们的数字体育场理念，粉丝可拥有一个 SFT钱包和控制面

板，用以管理他们在所选数字体育场内的参与信息。到 2018年底，SF的目标是建立已开发的完整数

字体育场经济的原型，包括投票、社区和社交功能，以及用户评论、礼品和奖励。

除采用区块链技术之外，SF将开发一个复杂的分析平台 1，促进粉丝采用专有算法体系，该体系与机

器学习和博弈论模型相结合，我们可根据各类数据点（比如粉丝的兴趣和行为、喜爱的俱乐部、联

赛、团队和球员）来提供高度个性化的内容。我们的 SF分析系统将捕捉、记录并分析粉丝在系统内的

行为和互动，从而演变为一种更加智能的服务，以确认粉丝的个人偏好。在存储、处置并处理买方/SF
代币持有人的个人数据时，SF Digital和 SF Media应遵守《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案》（2012年）的

要求，如适用，还应遵守其他管辖区的类似法律。

1 在存储、处置并处理买方/SFT持有人的个人数据时，SF Digital和 SF Media应遵守《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案》（2012年）的要求，如适

用，还应遵守其他管辖区的类似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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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架构

涵盖了以太网和粉丝的 SportsFix整体结构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以区块链子系统作为主要的催化剂

10 |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15

支付服务提供

商

寄售分销/合作伙
伴

支付系统 赎回系统 抵押系统

内容系统

内容数据库
内容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直播流内容源 原始流

区块链内容所

有权分类帐

数字版权管理

权

内容源

SPORTSFIX环境：AWS EC2 自动定量，Dynamo数据

库，远程数据服务,原始流直播

卫星/ IP传输 内容提供者/源内容

交易

以太网
内容抵押
智能合约
代币交易

数字版权管理实现流媒体直播

私人钱包

SF 代币

权限
证书

内容解锁密钥

浏览器/APP

粉丝

内容所有者/提供者

数字内容版权

SPORTSFIX

因内容版权获得代币

因手续费获得代币

是否达到抵押目标？

若未达到抵押目标，将退回抵押的代币

智能合约

权利证书

抵押代币 粉丝

区块链数字内容版权

区块链内容所有权分类帐

权利内容数字版权

是

是

否



开发智能合约框架的目的是自动处置不同功能的交易，比如解锁、计算和监测功能，从而提供一个安

全、透明的解决方案。SF抵押交易是由粉丝发起的，用以解锁新内容，为此粉丝要求拥有可以通过交

易购买的 SFT，或用 SFT购买他们喜爱的俱乐部的赛事日卡。

若粉丝进行抵押，将通过智能合约来完成交易，此过程对用户完全透明并且用户可以进行查看（比如

通过 Etherscan）。平台将通过智能合约来收取费用，并按如下所述，有义务使用所收取的款项。

每个数字体育场必须在规定的抵押期内对所有的用户抵押予以仔细审查。若在抵押期内达到了要求数

量的抵押代币，抵押人将享有区块链内容所有权抵押人的相关权利和数字版权（DR），所有者可进行

追踪。SF将维护一个 DRM系统来创建应享有的权利。用户将被授予存储在区块链内容所有权分类帐

中的权利密钥，该密钥代表了他们的 DR，用户可由此获得/解锁能够在数字体育场内观看的内容。

将根据抵押的代币总数来计算平台费用。若在抵押期结束时未达到要求的 SFT总数，将把代币退还给

用户。智能合约将确保成功进行内容抵押，以便向相关粉丝分配数字版权。

粉丝抵押总额 = 内容成本 + 手续费和管理费

内容成本用于从内容提供者处购买内容，而手续费和管理费包括了 SF就内容运营收取的固定费用和可

变费用在内，还包括流媒体费用和标准的以太坊气价（指成功执行交易或执行合同所需的价格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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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市场的策略

为了围绕我们的数字体育场经济建立我们的增长模型，SF将采用四步走战略：

赛事日卡 俱乐部增长模式 赞助模式 微广告模式

赛事日卡

通过利用粉丝的社交媒体账户，使用数字体育场营销引擎(DSME)创建一个病毒式循环，赛事日卡可促

进数字体育场的增长。DSME是 SF开发的一套工具箱，是每个数字体育场的内容管理系统，它利用参

加比赛的粉丝的社交媒体账户，来解锁数字体育场的新层次，以获得更多的功能。DSME 为赛事日

卡、俱乐部增长模式和赞助模式提供发展动力。

在这种模式下，粉丝最初可从俱乐部获得 SFT，之后可从赞助商处获得 SFT，从而用 SFT兑换赛事日

卡，作为在赛事日卡营销引擎中负责专业职务的回报。向俱乐部提供的种子代币将支持快速接触到关

键受众，从而吸引赞助商和广告商。

赛事日卡的发布原理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增长循环，由此通过社交网络提要将新的粉丝带入数字体育

场。通过形成自我营销网络效应，SportsFix得以将粉丝群体转变为传播福音的早期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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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体育场营销引擎：用户流

俱乐部增长模式

俱乐部增长模式的发布最初是为获得体育俱乐部/团队的认可，以吸引其正式入驻他们的数字（超级粉丝）

体育场。俱乐部拥有自己的 DSME，以供俱乐部通过 SFT设置自己丰厚的奖品，从而提高粉丝的参与度。

俱乐部可分配任务（比如分享嵌入式链接，以投票并注册数字年卡），并向粉丝奖励丰厚的奖品。粉丝可

使用俱乐部代币兑换这些奖品，比如亲笔签名、特殊球员访问活动和数字下载。

这将促进体育俱乐部调动他们的粉丝群体，将之发展为强大的营销团队，从而提高数字年卡持有人

（DSP）的订阅率。这些任务将为体育俱乐部创造大量的机会，使其能够与粉丝进行 1对 1接触。

此外，还在 SF平台上为体育俱乐部提供了一个专用的控制面板，供其查看关键的数据点，比如粉丝参

与度、播放次数与互动、购买量、潜在的内容偏好和收视。这种实时的洞察有助于俱乐部创建一个更

强劲的奖励体系，从而激励粉丝继续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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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新用户

数字体育场

选项

150次观看

自动发布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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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模式

俱乐部或场馆的赞助费一直非常昂贵。体育场的冠名权高达数百万美元，而且需要签订长期合同。随

着各品牌寻求以新的方式与粉丝和消费者互动，我们的 DS经济为赞助商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

短期（赛季、周末、比赛）“微赞助”我们的 DS或特定数字内容，只需支付传统的赞助费用的一小部

分。

该模式将在俱乐部增长模式成功部署后生效。拥有了一个既定的粉丝群体和观众群之后，赞助商会希望有

机会与粉丝互动。DS经济可以帮助赞助商通过以下方式与粉丝群（例如参与调查、观看广告等）进行互

动：购买赛事日卡或通过支付部分门票的方式给与其深度折扣。这会打造出一个新的“粉丝和赞助商”关系，

赞助商可以为其粉丝购买赛事日卡让他们享受比赛。

SFT发布后，赞助商将能够以多种创新方式使用 SFT，从而在数字体育场中实现不同程度的参与并形

成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

• 在赛事日卡上印制徽标

• 社交媒体分享（例如状态更新、推荐、标签等）

• 数字体育场冠名权

• 赞助视频

• 围绕重要时刻分层图形展示徽标（例如进球、半场/全场更新等）

• 市场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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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广告模式

微型广告模式采用了一种付费观看系统，该系统将根据诸如体育类型、人口统计、频率和位置等多种

不同指标进行量身定制。该模式主要有利于注重 CPM曝光的中小型广告客户。

由广告客户决定支出限额，并且仅按照所播放的广告收取费用。

广告包括横幅广告和视频广告，可根据广告的播放时间进行定制。

深度集成软件开发套件（SDK）允许广告客户通过内联机制定制广告体验，以在浏览器比赛体验期间

提出并完成交易。

例如，如果播放披萨广告，则用户可以在比赛窗口内完成订购，而不会对用户体验产生任何障碍。深

度集成激发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实现直接的、冲动型的比赛间购物体验。

20

数字体育场用户

运动类型

用户资料数据

频率

人口统计 I和地点 I

粉丝

广告

数据

广告

粉丝位置特别优惠

微广告系统

匿名资料分析

目标广告资料

估计成本，推广启动

广告商

从交易所购买代币

信用电子钱包

为广告推广投入信用

微广告交付系统

控制板和绩效报告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20



SF代币模式

代币流

粉丝

淡绿色

至粉丝

1. SF用 SFT交换加密货

币

2. 在赛季结束后，DSP可以以 SFT
的形式获得部分退款

3. 俱乐部将 SFT分发给粉丝，让粉丝

进入数字体育场，并在粉丝参与某些可帮助

增加数字体育场上座率的任务时奖励粉丝

4. 赞助商用 SFT奖励进入数字体育

场完成特定任务后的粉丝

红色

从 SF到俱乐部、赞助商和分销合作

伙伴

1. SportsFix 分配给俱乐部代币，

以投资他们的赛事日卡。

2. SportsFix将加密货币换成法币，

向赞助商和合作伙伴付款

蓝色

至 Sportsfix

1. 粉丝花 SFT购买门票

2. SFT用于支持数字体育场

3. 赞助商使用加密货币购买

SFT
4. 押注的 SFT和花费在赛事日卡

上的 SFT流向 SF

21
21

照单点菜 数字年卡持有人 购买赛事日卡和数字年卡订阅、创

建数字场馆的粉丝

粉丝花费代币

购买通行卡 数字体育场

俱乐部俱乐部赠与粉丝

鼓励粉丝参与

粉丝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获得 SFT退款
赞助商赠与粉丝，鼓励粉丝参与

SF通过交易所发行 SFT给粉丝

赞助/合作伙伴
赞助商/合作伙伴可以从 SF
或通过交易所获取 SFT

SF赠与俱乐部代币以

奖励粉丝

或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21



生态系统中的代币功能汇总

流向 SPORTSFIX的代币

• 来自观看直播内容出价的费用

• 来自数字年卡订阅观看直播内容的费用

• 部分体育内容购买费（用户购买一个比赛的个别部分）

• 数字体育场创建和维护费用

• 数字体育场升级成本 - 存储、用户上限等

• 来自数字体育场的市场费用

锁定/押注到生态系统的代币

• 代币被质押用于内容解锁，该内容将被锁定，直到在规定的内容提供者购买内容的质押期限内达到

最小所需资金为止。

• 该流程为用户提供了在区块链内容所有权分类账中透明查阅的权利（数字权利）。

• 如果未能达到解锁特定内容所需资金水平，则会导致 SFT退还给质押人（通过智能合约）。

从 SPORTSFIX向更广阔生态系统流动的代币

• 建立与俱乐部、团队、联盟的联系，获取用户和奖励（赛事日卡）

• 通过互动、内容创建和市场分发给平台的用户

• 分发 SFT给数字体育场参与者，以提升广告排名、发布质量、互动

• SFT将奖励那些在 SportsFix代币系统中铸造自己代币的俱乐部

发行代币

• SF代币将由 SF Digital Pte Ltd（“SF Digital”）发行，该公司将在新加坡注册成立。

• SF Digital将发行代币以换取以太坊或其他可接受的加密货币（待定）。

• SF代币的发行需要进行 KYC / AML筛选，并且所有来自销售代币的收益都将用于开发 SportsFix
OT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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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模式

代币标准

代币标准 SFT
已发行代币 800,000,000
代币价格（美元） 0.10
预售期限 4-8周
出售的 SFT总量 440,000,000
预售折扣 30-50％
最低限额（美元） 2,000,000
最高限额（美元） 37,200,000

23 23

ICO启动

非公开预售

公开销售

ICO结束

SFT交易所启动

SPORTSFIX代币

投资者 俱乐部

数字体育场

超级粉丝

来自交易所的 SF代币

微广告

投资者 赞助商/广告商

数字体育场内容质

押

公众

公众和超级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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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配

代币的销售和使用

总共发行 800,000,000代币，并将按以下比例分配：

• 55％售出

• 13％分发给 SportsFix团队

• 9％分发给 SportsFix顾问

• 5％体育俱乐部代币

• 3％赏金计划

• 15％被 SportsFix保留在“网络储备库”中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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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策略

阶段 已发行代币 折扣 价格 募集的资金

非公开预售 1 40,000,000 50％ 0.05美元 2,000,000美元

非公开预售 2 160,000,000 30％ 0.07美元 11,200,000美元

公开出售 240,000,000 - 0.10美元 24,000,000美元

筹集的总代币量 440,000,000 37,200,000美元

非公开预售＃1将寻求筹集相当于 200万美元的资金，有了这笔资金，SF可以继续构建其 OTT平台并

整合代币/区块链技术。

非公开预售＃1提供的代币将享有 50％的折扣，价格为 0.05美元。

下一阶段的里程碑为 1,320万美元，这笔资金将使得 SF能够加速增长，并进一步构建底层区块链和数

据分析基础架构。此外，SF将能够在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其他东盟市场进行扩张和经营，

获取相关内容并为每个市场开发最适合的产品。

在非公开预售＃2中提供的代币将享有 30％的折扣，价格为 0.07美元。

另外还有一个额外的 3,720万美元的延伸目标（硬上限），SF将利用这一目标来获取更多相关顶级体

育内容，这些内容将在平台上列出，凭借内容和 DS经济的口碑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用户。

该目标价格为 0.10美元每 SFT。

总结：

• 软上限：200万美元（东盟市场扩张）

• 里程碑：1,320万美元（东盟以外的市场，更优质的内容，支持 DS经济）

• 硬上限：3,200万美元（体育媒体内容基金，用于投资前景看好的优质内容，例如 FIFA世界杯、奥

运会等）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让 SFT尽可能地得到众多体育迷的青睐，并启动 SF数字体育场生态系统。在 ICO
期间募集的资金（如下图所示）计划将按照发展路线图使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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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T销售收入的分配

上图中显示的元素定义如下：

• 内容&收购包括获取体育内容、制作原创内容和战略收购的费用。

• 开发费用涵盖所有研发费用，包括智能合约的设计和开发、加密机制、SportsFix平台、应用

程序和功能、SDK等。

• 运营费用包括流媒体和每月的平台费用，以及所有 SF员工（不包括技术团队）的薪

水。

• 营销费用将相应地分配，吸引分销合作伙伴（例如移动网络运营商、零售商、ISP等）以

及运动爱好者/用户使用 OTT平台。

• 法务&会计费用将涵盖相关的法律、审计和会计相关费用。

26

法务&会计

营销&销售

运营

开发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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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 / STO蓝图

白皮书 & 非公开销售

在新加坡设立信托机构

第一个非公开预售阶段启

动 SFT交易所上市

OTT体育场发布（测试网） 赞助和投票发布

第二阶段 2019年

第 2季度 第 3季度 第 4季度 第 1季度

第一阶段 2018年

TGE和 Mainnet上线 证券性代币发售启动

数字体育场上线 微广告系统上线

公开销售＃1启动 其他交易所

向广告商出售启动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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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因素

客户价值主张

团体内容众筹 个性化粉丝体验 降低收视成本 1对 1互动

团体内容众筹

粉丝群体可以通过团体众筹解锁他们最喜爱的运动队的内容和创新性产品功能。

个性化粉丝体验

粉丝可通过仅支付他们想要在任何时间观看的内容和体验的功能，来控制自己的体验。

降低收视成本

将内容分拆成单场比赛或由新的分散式微赞助和微广告模式支持的较小数字单元，来迎合已发生变化

的收视习惯。

1对 1互动

体育俱乐部可以发现数字体育场内最活跃的粉丝，与他们互动并发放奖励。

内容策略

SportsFix的内容获取策略将取决于内容的可用性/可获得性、潜在的市场适应性，以及用户的意见和投

票结果。SportsFix取代了中介机构和大型传媒公司，旨在透明地定义体育媒体所有权、出价系统和分

销规则，以降低终端用户的成本。

SportsFix将分析在整个 SportsFix广泛的生态系统、各个微区域/国家维度上 SFT的使用情况，利用这

些数据，通过用户投票模式和投资的结果来确定哪些内容最受欢迎、影响最大，从而影响未来的内容

供应。

当与智能合约一起使用时，粉丝可以在没有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通过购买交易来共同影响内容。

通过对体育内容购买的“去中介化”，粉丝购买代币并用代币投票的行为可不仅仅是“付费观看”。

它们将直接影响到 Sportsfix提供的内容。

我们相信，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投票和众筹代币投资模式将重新定义内容平台，并能够深入了解用户

的内容偏好，从而使 SportsFix能够持续并正确地为用户购买最想要的体育内容。此外，SportsFix平
台通过附加功能扩大用户参与度并实现不断发展，以此保持并持续扩大该平台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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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因素

产品推出

第 1阶段（现有 OTT模式）

作为平台，目前的 SF是一个 OTT 1.0视频流媒体平台，采用 AKAMAI、AWS和其他同类最佳供应商

提供的最佳流媒体基础设施。

第 1阶段 内容

OTT流式传输 体育迷

东盟

电信公司

凭借与区域内各大电信公司、零售商和其他分销合作伙伴的独特合作关系，SportsFix能够接触到数以

亿计的新用户来扩大其用户基础。内容战略的定位旨在满足各个市场的需求并与人口统计相匹配。

中超联赛

意甲联赛

世界羽联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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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因素

第 2阶段（首次代币发行）

在第 2阶段，平台将扩展为一个 OTT 2.0分散式生态系统，由内容储备库和数字体育场两部分组成，

这将使体育迷不仅能观看内容，还能参与投票、购买和分发全球流行的体育媒体版权。这个生态系统

将由 SFT驱动，SFT是基于以太坊区块链的实用代币。

第 2阶段 实用代币

智能合约

参与者

OTT流式传输 电信公司

体育迷

东盟

数字体育场
亚洲

印度

中东和北非地区

通过 SportsFix平台分发的体育内容可用于购买，ICO的成就将决定这些体育内容的价值和水平。下

面的图表展示出基于不同投资里程碑可能购买到的内容：

200万美元的 SFT销

售额

1,320万美元的 SFT
销售额

3,720万美元的 SFT
销售额

本地/区域足球、篮球

和板球联赛

本地/区域联赛，加上国际足球

联赛，比如意甲联赛

所有之前的比赛加上全球

顶级运动竞赛，例如国际

足联世界杯、奥运会、英

超联赛等（特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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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

优势 劣势

• 与全球范围内的体育内容版

权持有者保持的密切关系

• 与各联盟和体育俱乐部的战略

内容协议和合作关系

• 与电信运营商和其他运营商建

立了强大的合作关系

• 小包定价模式

• 现有平台仅限于利基内容

• 没有优质内容（目前）

• 品牌意识

机会 威胁

• 东盟（6.5亿人口）巨

大的市场潜力

• 大众市场采用加密货

币

• 分散/ 公正的所有权

模式

• 盗版

• 来自传统收费电视的竞争

• 新兴市场的互联网速

度较慢

• “巨头”的内容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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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团队

CARL KIRCHHOFF MARCUS LUER GUNESH RAJ

联合创始人兼 CEO 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首席技术官
Carl 是 SportsFix 和 EverSport 的

联合创始人，美国和亚洲的两家主

要的体育 OTT 流媒体平台，从内容

购买、分发、粉丝参与和支持数

据，Carl 对体育和媒体行业的方方

面面都有着深入的了解

Marcus 是一位连续创业家，是 TSA、

Branded Real Estate、Glory

Kickboxing 和 SportsFix 创始人。在过

去的 18 年中，他被 SBI（体育商业国

际）评选为行业领袖 200 人， CNBC、BBC

新闻和彭博社亚洲都对他做过专题报道。

Gunesh 是一名狂热的区块链爱好者，

与他人共同创立了 Travel 元搜索引

擎 SPRICE，还在马来西亚、新加坡、

德国和西班牙创立了多家网络新闻

组、机顶盒和视频搜索引擎领域的初

创公司。在加入 SportsFix.tv 之

前，他是 BAE Systems AI 的项目交

付负责人和 GoQuo 的首席技术官。

ANDY WARD ISAIAH JONES GANESH NATHAN
战略副总裁 发展部副总裁 运营副总裁

Andy 是一位专注于创新技术、知识

产权和新型商业模式的企业家。

他是 CrowdCart 的联合创始人，

该公司为颠覆性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做开发并实施 IP 战略。他目前

担任 SportsFix 的战略负责人。

Isaiah 曾在谷歌、Rocket Internet 和

Vungle 就职，在增长策略、数字战略和伙

伴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成为自

由顾问之前，他曾在 Applift 主导战略合

作板块。Isaiah 目前负责 SportsFix 的营

销和增长业务。

Ganesh 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此前在普华永道和毕马威积累了担保

和咨询方面的工作经验。他创立了一

家东盟领先的网络平台

Drinkentrepreneurs Malaysia，此后

在 PlantOS 主导战略板块，而后与

MaGIC’s Ventures 及

GlobalPartnerships 团队一起担任顾

问。他目前负责 SportsFix 的业务运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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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技术与资源

RAVI TEJA TAHA SHOKOUHI SADRA SHOKOUHI
区块链开发人员 区块链开发人员 区块链开发人员

Ravi 是一位软件工程师，在银

行、营销和广告行业拥有丰富工作

经验。他擅长 Java、Angular

Js、Android、Postgres、MySql、

MongoDB、Unity3D、GWT、SQL 等

技术。

他毕业于 Sri Sai Adity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计算

机软件工程专业，取得技术学士学

位，具有深厚的工程专业功底。

Taha 是一名软件开发人员，同是也是一名

IS 分析员，在电子商务、招聘、会计、餐

饮和区块链等不同领域从事多种 IT 解决

方案的开发和管理。

BiggleApp 和

HospitalityByMepapplication 是他曾参

与开发的两款应用。他曾基于以太坊开发

了多个 ICO 平台网络。他拥有信息系统专

业硕士学位。

Sadra 是一个全能型应用程序开发

人员，在多种软件行业均有工作经

验，对区块链和加密技术研发充满

热情。他曾使用以太坊和比特币开

发基于区块链的平台。其他软件方

面的工作经验涉及 MLM 系统、电子

商务和用户配置。他拥有信息系统

专业硕士学位。

OMAR SHAH BANYU PRIETA
云计算工程师 社区经理

Shah 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负责

Astro 的处理操作和系统管理。

他在 AWS（EC2、RDS、Route53、

S3）、Akamai（DSD、NetStorage

和 KSD）、Git、Puppet、

Capistrano、Varnish 和 Debian-

basedLinux 方面拥有丰富的工作

经验。Shah 现在 SportsFix.tv

担任 AWS 和流媒体技术架构负责

人。

在加入 SportsFix 之前，Banyu 创立

了一家名为 Burgreens 的公司，这是

第一家有机食堂特许经营店，目前在

雅加达已扩大至 4家分店。此外，她

还是雅加达邮政印尼设计公司的写

手。她拥有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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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RICHARD
KASTELEIN JASON HUNG
区块链专家

Richard Kastelein 是一位成功的

出版商和企业家，他既是行业出版

物 Blockchain News 的 创 始 人

（2017 年被收购），又是 ICO 服

务 机 构 CryptoAsset Design

Group 的合伙人，还担任教育公司

BlockchainPartners （ Oracle 合

伙 人 ） 的 董 事 。 他 已 经 在

Blockchain News 上撰写了超过

1500 篇关于区块链技术的文章，

并在 Harvard BusinessReview &

Venturebeat 上发表了超过 1500

篇关于 ICO 的文章。

区块链专家
Jason 是一位连续创业家和发

明家。他是 Treascovery、

Chidopiand TimeBox 和

EXSmart 的联合创始人。他拥

有 9项技术相关专利，应用于

2000 多个应用程序中。他还是

ICOBench 和

InternationalBlockchain

ConsultingAnnouncement

Group 的首席专家。

DAVID DRAKE

区块链专家

David Drake 是 LDJ Capital

的创始人兼主席，也是 ICO

Bench 排名第一的顾问。他管

理着价值 2 亿美元的 LDJ 开

曼基金，专注于加密货币、

数据挖掘技术和 ICO 收购。

Drake 出生于瑞典，精通六种

语言，拥有金融学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和国际法硕士学位

RODNEY KOHPHIL LINES MICHAEL PAYNE
体育媒体

版权专家 体育营销专家

ICO 法律
Rodney 目 前 担 任 Azri, Lee

Swee Seng& Co 的企业合伙人。

此前，他是一位投资银行家，负

责组建 RTO、IPO 和商业交易，

并拥有非洲和其他市场工作的海

外经历，目前他专注于并购、合

资、IPO、尽职调查方面的业

务，并为 ICO 和区块链相关事宜

提供咨询。

Phil 是一位媒体版权专家，拥有媒

体集团、广播公司、管理机构和各英

超俱乐部等众多的客户群，其中包括

国际足联、欧足联、亚足联、英足

总、英国足球联盟、土耳其足球联合

会、土耳其超级联赛联盟、西甲联

盟、新闻国际、英国电信等。

Michael 在体育营销行业前沿

拥有 35 年的工作经验，并被

Ad Age 评选为全球 50 位最具

影响力的营销人员之一。他

曾为阿里巴巴、NBC 新浪、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F1、国际

田径联合会和莱德杯等客户提

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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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

TSA集团于 20年前由集团首席执行官 Marcus Luer创立于马来西亚吉隆坡，是一家亚洲领先的全球性体育营销机

构。TSA在亚洲范围内设有多个办事处，拥有超过 50名体育营销专业人员的团队，TSA与全球各大体育品牌均有合

作，包括英超足球俱乐部、一级方程式车队和多个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世界羽联、国际乒联，国际拳联、国际田

联、国际泳联）。

TSA成功孵化出 SportsFix和 Glory Kickboxing，并帮助多个知名的国际体育组织在亚洲进行拓展，包括 WWE和美

国网球公开赛。为了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发挥体育的影响力并带动自身品牌效益，TSA服务的客户包括全球范围内的转

播商、亚洲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公司。

TSA提供包括媒体版权分销、电视制作、赞助、赛事管理和咨询等在内的全方位服务，旨在通过体育和娱乐丰富人们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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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SF Media Holdings Sdn Bhd （待注册）

注册地址：Suite 702, 7th Floor,
Wisma Hangsam, Jalan Hang Lekir,
50000吉隆坡

董事
Marcus Otto Luer
Scott William Rudmann
Carl Guido Kirchhoff

股东

Total Sports Asia Limited
IPO Wealth Holdings No.2 Pty Ltd
Sam S Tsui
Wong Yung Ho
Lim Siu Min
Dato’ Lee Yeow Chor
Loy Teik Ngan
Yang Lee Keong
Bansea One Pte Ltd
E-Basis Bay Sdn Bhd
8Capital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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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fix Digital Pte Ltd （待注册）

注册地址： 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

董事

Sim Choong Kiat
Lee Choo Suat
Philip Lines

股东

SF Media Holdings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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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条件

请仔细阅读这部分及以下标题为“不作声明和保证”、“关于前瞻性陈述的警示性说明”、“市场和行业信息以及未经他人同意”、

“无建议”、“无进一步信息或更新”、“分发和传播限制”、“不出售证券或注册”以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章节。如果您对您应

采取的行动有任何疑问，您应该咨询您的法律、财务、税务或其他专业顾问。

SF代币无意在任何管辖区域作为有价证券。本白皮书不

构成任何类型的招股说明书或要约文件，也不构成在任何

司法管辖区出售证券或招揽证券投资。

本白皮书不构成任何 SportsFix Digital Pte Ltd（ “发行

人”）有关出售 SF代币的建议，或招揽购买任何 SF代币

的意见，也不应基于或依赖于白皮书的任何部分、也不得

将其中陈述的事实作为订立任何合同或作出投资决策的基

础。

发 行 人 将 成 为 SF Media Holdings Sdn Bhd （ “SF
Media”）的关联机构，并将利用出售 SF代币获得的所有

收益为 SF Media的业务和运营提供资金。

任何人都不得在销售和购买 SF代币方面签订任何合同或

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承诺，并且不得根据本白皮书接受加密

货币或其他付款方式。

发行人与您作为购买人的任何协议以及与任何 SF代币（本

白皮书中提及的）买卖有关的协议仅受一份单独文件的约

束，

该文件应列出此类协议的条款与条件（“条款与条件”）。如

果该条款和条件与本白皮书有任何不一致之处，以前者为

准。

SportsFix现有一个运营中的平台，如路线图和开发部分所

述。本白皮书对现有平台不作任何约束性声明或保证。

不作声明和保证

SF Media和/或发行人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实体或个人

作出或打算作出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并且在此声明：

不承认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包括与本白皮书中列出的

任何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有关的声明、保证或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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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瞻性陈述的警示性说明

本白皮书中包含的所有陈述、在新闻稿中或在公众可访问的任何地

方发表的陈述以及由 SF Media和/或发行人或其各自的董事、高管

或员工代表 SF Media或发行人（视情况而定）发表的并非历史事

实的陈述构成“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诸如“旨

在”、“目标”、“预期”、“相信”、“可能会”、“估计”、

“期望”、“如果”、“打算”、“可以”、“计划”、“可

能”、“很可能”、“预计”、“应该”、“会”、“将”等前瞻

性词语或其他类似词语来识别。但是，这些词语并不是识别前瞻性

陈述的唯一手段。有关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财务状况、业务战

略、计划和前景以及 SF Media和/或发行人所在行业的未来前景的

所有陈述均属前瞻性陈述。这些前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关于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前景、未来计划、其他

预期行业趋势以及本白皮书中讨论的关于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

有关事宜的陈述不是历史事实，只是预测。

这些前瞻性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

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实际未来

成绩、业绩或成就与这些前瞻性表述预期、表达或暗示的未

来成绩、业绩或成就存在重大差异。这些因素包括：

A.政治、社会、经济和股票或加密货币市场状况的变化，以

及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开展各自业务和运营的国家/地区的

监管环境；

B.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可能无法执行或实施其各自的业务

策略和未来计划的风险；

C.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的利率或汇率的变化；

D.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预期增长策略和预期内部增长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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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在其各自业务和运营方面的可用性

和费用的变化；

F.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经营其各自业务和运营所需的员工

的可用性和薪酬的变化；

G.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客户偏好的变化；

H. SF Media 和/或发行人经营的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及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在此类环境下竞争的能力的变化；

I.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未来资本需求的变化，以及满足

这些需求的融资和资本可用性的变化；

J.战争或国际或国内恐怖主义行为；

K.发生影响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业务和/或运营的灾难性

事件、自然灾害和天灾；

L.不受 SF Media和/或发行人控制的其他因素；以及

M.与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及其业务和运营或 SF代币相关的任何

风险和不确定性。

SF Media、发行人或任何其他人均不对前瞻性陈述中讨论的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实际未来成绩、业绩或成就作出任何声

明、保证和/或承诺。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实际成绩、业绩

或成就可能与这些前瞻性陈述中预期的成绩、业绩或成就存在

重大差异。

本白皮书中所包含的任何内容均不作为对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

未来业绩或政策的许诺、声明或承诺。此外，即使将来有新信息可

用或有其他事件发生，SF Media和/或发行人也不承担更新任何这

些前瞻性陈述或公开宣布对这些前瞻性陈述的任何修订以反映未来

发展、事件或情况的责任。

市场和行业信息以及未经他人同意

本白皮书包含从内部调查、报告、研究、市场调研、公开信息

和行业出版物中获得的市场和行业信息和预测。

这些调查、报告、研究、市场调研、公开信息和出版物通常声称，

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是从其认为可靠的来源获得的，但无法保证所包

含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除 SF Media、发行人及其各自的董事、高管和员工外，其他人

均未同意将其姓名和/或其他属于或被认为归属于此人的信息纳

入本白皮书中，并且关于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未作任何

声明、保证或承诺，并且这些人员也没有义务就此提供任何更

新信息。

虽然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已采取合理措施确保信息准确并在

适当语境下提取，但 SF Media和/或发行人未对从第三方来源

提取的信息进行任何独立审核，未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进行验

证，也不确定其中所依赖的基本经济假设。

因此，SF Media、发行人及其各自的代表他们的董事、高管和

的员工均不得就此类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声明或保

证，并且无需对此提供任何更新信息。

无进一步信息或更新

未授权任何人提供本白皮书中未包含的与 SF Media和/或发行人及

其各自的业务和运营、SF 代币和 SportsFix ICO（每项如在白皮书

中所述）有关的任何信息或作出声明，并且如果提供了这些信息或

作出声明，则不得视为获得了 SF Media和/或发行人授权或代表

SF Media和/或发行人。SportsFix的 ICO（如在白皮书中所述）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构成持续声明或提出任何建议或暗示自本白皮

书发布之日起，不会发生可能合理导致 SF Media和/或发行人的事

务、条件和前景或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任何事实或信息陈述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变化或发展。

分发和传播限制

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的分发或传播可能会受到任何司法管辖区的

法律、监管要求和规则的禁止或限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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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任何限制条件，您应自费了解并遵守适用于您持有本白皮书或

其部分内容（视情况而定）的任何限制规定，SF Media和/或发行

人不承担责任。收到本白皮书副本、具有访问权或以其他方式拥有

本白皮书的人员不得将本白皮书或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分发给任何

其他人、复制或以其他方式散布，无论目的如何，也不得允许或促

成同样的情况发生。

条款和条件

任何有关任何买卖 SF代币的协议（如本白皮书所述）仅受该协议

的条款与条件的约束，并且不受其他文件的约束。如果其条款和条

件与本白皮书有任何不一致之处，以前者为准。

风险和不确定性

SF 代币的潜在购买者（如本白皮书中所述）在购买 SF 代币之

前，应仔细考虑并评估与 SF Media、发行人及其各自的业务和运

营、SF代币、SportsFix ICO以及本白皮书及条款与条件中列出的

所有信息有关的所有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如果任何此类风险及不确

定因素发展为事实事件，则 SF Media及/或发行人的业务、财务状

况、经营业绩及前景可能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您可能会损失全部或部分 SF代币的价值。

其他考虑事项

在适用法律、法规和规则允许的最大范围内，SF Media和/或发行

人不承担由于您接受或依赖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而产生的或与之

有关的间接的、特殊的、偶然的、后果性损失或其他任何形式侵

权、合同或其他方面的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营收损失、收入或利润

损失、以及使用或数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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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参考信息

A. 社交媒体链接

Medium @sportsfix
Steemit @ sports-fix
Telegram t.me/SFICO
Twitter @sportsfix_io

B. 一般问询

carl@sportsfix.io
marcus@sportsfix.io

C. 新闻查询

isaiah.jones@sportsfix.io

|机密文件，仅供讨论使用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