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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免责声明

未经事先书面同意，禁止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情况下擅自复制或 传播本商业计划书或其任何内容。本文所载信息如下：（ i）由企业的主要创

始人提供。（ ii）可从目录、刊物及网站公开查阅。在某些情况下，使用了非公开 资料，包括个人和组织的独立调差，研究或付费服务。虽然本

公司认为此处所述信息准确无误，但公司不对本白皮书或在评估涉及本公司的交易过程中向接收方和任何其他方 传送的任何其他书面或口

头通信的准确性或任何遗漏承担责任。

计划中所载的资料将需要计划接受者进行仔细审查，核实已经尽职调查。任何个人或实体如欲在业务上作出贡献，均不应依赖计划内所载的

完整信息。此外，本文所载的分析并不声称是资产评估或任何实体的评估。企业不保证从捐款中获得任何利益，也不保证任何交易的法律、

税务或会计效力；该计划不构成出售要约，也不构成购买证券要约的征求。在提供白皮书时，本公司没有义务向白皮书的接收者提供任何额

外信息，或更新本白皮书，或纠正本白皮书中可能包含的任何不准确之 处。有关于业务及其未来前景的大量信息，并且存在大量与 业务贡献

相关的风险，这些风险均未在计划中阐明。此外，计划中包含的 “前瞻性陈述”的潜在履行可能会因意外事件，市 场变化或目前无法得知的情

况而发生变化。



I. 免责声明

前瞻性陈述是基于作出声明时的预期、估计和预测，这些预期、估计和预测涉及许多经济、商业和许多风险以及不确定性，这些风险和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结果或事件与当前预期的结果或事件大不相同。本计划中的前瞻性声明可通过使用诸如但不限于 “预期”、“将要”、“预料”、
“估计”、“相信”等词语来确定，或表某些行动“可能”、“或许”或“也许”发生的声明。此类估计和预测存在公司无法控制的重大不确定性。尽管 这

些预测被认为是现实的，但没有对其最终可实现性作出任何陈述。请注意，以下拟议执行计划可能因法律、合规、技术或其他因素而发生变

更，恕不另行通知。



II. 概要

在这里，我们介绍了加密价格指数（CPI）项目，这是同类的第一个代币生态系统，它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以通过我们的“CPIX”代
币来获得加密货币市场的广泛敞口。与通常显示前10名或前20名资产的其它同类指数不同，CPIX代币将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向代

币持有者/密码交易员展示加密货币市场广泛横截面上极为多样化的资产范围。

我们在经过测试的以太坊区块链上构建和部署的基础结构将使用先进的技术架构来追踪每个CPIX代币的一篮子资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目标是使CPIX代币成为事实上的加密资产挂钩之一，作为加密货币市场的标准价值参考，并成为加密货

币市场内日内波动的参考点。为此，我们将致力于建立我们的社区，并提供强大的客户体验。

CPIX代币将由托管智能合约中的基础资产提供支持。多方可以创建自己的CPIX代币，与一篮子资产挂钩。CPIX的上市要求和其

他代币治理问题，如收费，将由CPI代币持有人管理。



简介



问题

据领先的加密货币市场排名提供商硬币世面价值报道，到目前为止，有超过2250枚加密货币硬币在交易所进行着活跃的交易。当

然，并非所有这些项目都是平等创建的，而且许多项目从未进入500强或更高的排名。然而，随着每天都有新项目启动，加密货币

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选择通过首次代币发行（ICO）、首次外汇发行（IEO）或证券代币发行（STO）筹集资金的公司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 

公平地说，大多数进入前200名的项目都在处理基于区块链的创新解决方案或者有一款独特的产品能提供给客户。因此，对于那些

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人来说，其中许多项目都变得非常有吸引力。

然而，尽管这一新资产类别颇具吸引力，即使加密货币交易员只关注排名前200枚硬币，管理如此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所涉及的复杂

性也将是难以估量的。



以一个高净值（HNW）个人为例，他管理自己的投资组合，但有另一个全职职业。这个人可能希望在市值排名前200位的加密资产

中，看到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平均价格，以便从宏观上了解整个行业，同时消除跟踪数十种不同硬币所产生的噪音。

相反，拥有一个可以根据个人投资者要求定制的指数代币将是有利的。

问题



1.1. 我们的解决方案 – 加密指数

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用密码价格指数（CPI）。

我们建议使用我们利用智能契约技术构建的CPIX令牌，该令牌允许我们使用包装令牌跟踪外部加密资产的价值。CPIX中的“X”表示构成该令牌基础投资的资

产数量。例如，“CPI200”可以代表前200大加密资产，而“CPI5”则是市值排名前5的指数。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将所有索引硬币称为CPIX。

包装的令牌通过一个单独的令牌表示另一个基础的加密货币资产，并使其更容易部署在以太坊网络上。通过创建和利用现有的包装资产，CPIX可以通过一个令

牌管理一篮子加密资产。

我们的技术架构使用两阶段模型来创建和部署CPIX令牌。首先，CPIX市场契约与我们的CPI治理契约相互作用，使得CPI持有者可以通过投票机制进行治理监

督。然后，CPI持有者可以为持有或验证CPIX的参与者提供激励，并从经济上惩罚那些利用该系统的人。 

为了告知包装资产（基础加密资产）的当前价格，我们的令牌体系结构将使用外部价格预言作为价格中介，后者将直接与CPI治理契约交互。

为了遵守泛欧法规，我们从成立之初就在直布罗陀和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注册并遵守法规。



1.1. 我们的解决方案 – CPI代币体系结构

CPIX核心平台包含包装的令牌，它通
知生成的CPIX令牌的价格。

当标的物从合约中买入或卖出时，代币
将自动平衡自身。

为了激励基础资产的多样性，将向那些
需求较大的代币存款发放奖金。

例如，如果比特币与合同中的其他资产
相比分配不均，例如，用户可以获得存
入ETH或wBTC的奖金。

CPI市场契约包装代币 CPIX

造币厂

烧毁

锁定 / 解锁

价格预言

管理合同

- 添加和删除资产

- 设置费

CPI
投票

等离子体桥

资助&惩罚

监护人



1.2. 商业前景 - 竞争对手分析 

加密货币市场的规模确实足够大，足以让几个以NAV为基础的稳定硬币协同存在，然而，我们意识到，为了保持竞争力，并向我们

的代币持有者表明我们已经探索了每一个途径，我们必须探索其他适合我们的类似项目。

CRYPTO20 – 由： Invictus
顾名思义，CRYPTO20是一枚指数基金，与市值排名前20位的加密货币的资产净值挂钩。该基金由Invictus于2017年成立，

通过基于ERC-20的代币“C20”，投资于包括比特币、以太币、瑞波币和艾达币在内的一系列加密货币。

https://crypto20.com


1.2. 商业前景 - 竞争对手分析 

CRYPTO10 – 由： Invictus
同样，Invittus也推出了C10，这是另一种与前十大加密资产的资产净值挂钩的ERC-20代币。Invictus的C10对投资组合多元

化的限制甚至更大，而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熟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收益率可能不像即将推出的前200种加密货币那么高。

比特币公司指数 – 由：比特币公司

流行的加密货币法定货币fiat-to-crypto代理比特币公司最近开始向客户提供指数基金的访问权，该基金跟踪其交易所上市

的所有数字资产的整体表现。这包括12项数字资产，其中近80％的资金来自比特币。

与CPI币相比，Coinbase指数提供的加密资产敞口有限。因此，尽管Coinbase的基金相对稳定，但它明显限制了上行潜力。

https://invictuscapital.com/crypto10hedged
https://am.coinbase.com/


1.2. 商业前景 - 竞争对手分析 

通过对大量的基金（包括小型基金和大型基金）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CPI coin在其价值主张上是完全独特的，因为我们通过一个

参考文献就大量单个加密资产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观点。

Bit100 – 由： Bitwise
Bitwise提供一系列指数基金，其中Bit100追踪的资产规模最大。按市值追踪100个最大加密货币的总回报率，Bit100按5年通

胀调整后的市值加权。

与CPI币相比，尽管代币持有人对加密资产的风险敞口明显高于我们研究过的其他指数基金，但它仍不能像CPI币那样覆盖市

值200强的加密资产。

https://www.bit100.io


在加密价格指数方面，我们的专家团队认为，加密货币的未来是光明的，在未来几

年内，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将大幅增长。事实上，与该领域的许多其他公司一样，我们

预计在4至5年内，加密货币的总市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可实现的目标，因为在2017年末至2018年初的前一个牛市阶段，加

密货币的总市值超过8000亿美元。现在，在更广泛的加密货币行业，我们正进入一

个成熟期，许多项目在上一轮牛市阶段处于早期阶段，在整个行业中带来真正和切

实的破坏。

2. 是什么让CPI变得如此独特？



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最有前景的项目有很大的上升潜力，其中许多项目的市值都在500强以上的加密货币中，而且不限于10-20个
项目，就像其他指数一样。因此，CPI关注的是以加密货币形式出现的最具创新性、最优质的项目的更广泛的横截面。

随着加密市场的发展，支持采用加密货币的企业也会随之增长。同时，这也将使选择和购买作为更大投资组合一部分的最佳加密

资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因此，就像传统市场一样，对指数和基金的需求也会增加。

CPI有潜力填补这一空白。通过以太坊的区块链技术推出CPI币，我们准备快速扩展我们的点对点可用性。

最后，对合法性和透明度的承诺对我们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将继续密切监视和执行国家和国际法规要求，以确保我们在成长过程

中遵守这些要求。

2. 是什么让CPI变得如此独特



3. 代币经济学和CPI代币 生成

事件



除了CPI硬币外，平台也会发行CPIX代币。CPIX代币可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它们反映

了CPI令牌持有者在合同中包含的任何基 础加密资产集合的价值。

CPIX代币由组件资产支持，通过托管智能合约持有。为了铸造创世纪CPIX代币，CPI基
金的一部分将存入CPIX智能合约。

用户可以通过存放加密货币（如ETH或包装的BTC）来造币CPIX代币。为了兑换代币，用

户可以将其CPIX重新存入智能合约，同时接收ETH并烧毁该合约特定的CPIX，例如

CP30。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代币会自我平衡。  

CPI代币将赋予其代币持有者治理权。这包括投票决定哪些资产将被纳入CPIX资产列表

，以及控制CPIX令牌的方向。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CPIX令牌可以在不同的迭代中部署，以表示各种各 样的资产基金。

例如，一个可以跟踪 50个加密资产的价值，而另一个可以关注 200个。

3.1. 关于CPIX代币详解 



CPI硬币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管理代币，用于表示对CPIX代币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

关注。

通过这种方式，CPI代币会成为CPI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单元。因为它直接被用来获

取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绝不是一种单独的投资。

CPI代币持有者将能够奖励或者惩罚在CPI网络中的参与者。通过烧钱来激励CPI
持有者参与生态系统治理。

3.1. 我们为何需要代币？



在 初 始 代 币 发 行 期 间 ，CPI 硬 币 将 作 为 标 准 的 、 基 于 以 太 坊 的 ERC-20 代 币 发 行 。

CPI硬币将发行3亿枚代币，在初始代币上市期间将发行3000万枚代币，作为第一阶段向项目引入流动性的手段。

以下是我们象征性销售的关键指标：

3.2. 代币分发和限制

最高融资额（硬性上限）：149,459 
ETH

可能会随汇率变动

最低融资额（软上线）：

6,127 ETH
可能会随汇率变动

建议汇率：

1 ETH = 180 CPI
可能会随汇率变动

代币合同地址

：0x2b67d1a87a8d8b280a2
3e97bc55095215ee0ec53

迪比发售日期：

~
待确认

代币出售长度

~
待确认



在我们的首次代币上市成功结束后，通过达到我们的软上限并达到我们的募集期结束，或者反过来通过达到我们的硬上限，我们

将开始代币发行期，如下所示：

3.2. 代币分发和限制

CPI代币总供应量

300 million
~

流动资金储备库：

45 million
冷藏

代币销售总CPI指数：

174 million
冷藏

CPI“公司”应将其部分硬币存放在公司控制的线下钱包中，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用于未来的项目开发，如有需要，还应将硬币分发给

团队

CPI团队持有的代币：

51 million
冷藏

用于营销的代币：

30 million
冷藏



出售CPI代币将是购买治理代币的第一次机会，这将有助于巩固整个CPI生态系

统。这包括铸造和发行新的CPIX代币来创造一篮子资产，并管理如何分配奖励。

CPI将在我们的代币销售后作为ERC-20代币分发，该代币将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有

一个透明的代币地址和合约。

用户将能够在支持ERC-20令牌的钱包中保存CPI，最终我们将为CPI和CPIX令牌

创建自己的钱包。

3.2. CPI代币分发 



营销阶段是我们路线图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的营销团队将把CPI指数硬币引入主流加密货币领域，并围绕我们的产品构建一

个强大的社区。首先，这将是CPI指数硬币向其他用户辖区和市场扩张阶段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在其他交易所注册和交易我们硬

币的踏脚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与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机构保持联系，获得适当的牌照和特殊目的工具，并将重点放在我们认为CPI
增长最为强劲的司法管辖区。为此，我们选择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管辖区作为两个加密友好国家，对数字资产业务采取欢迎监管

措施。我们坚信，在这些受尊重的司法管辖区，我们的监管地位和遵守法律的承诺应该使CPI币营造良好信誉，从而扩展到其他欧

洲市场，并最终进入国际市场。

4. 路线图，营销和增长

私卖

Q4 19

交易所上市
在测试网络上进行

CPI2概念验证
CPI dApp和CPI100的生产 CPI200部署

Q1 20 Q2 20 Q3 20 Q4 20



社区扩展也是任何营销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YouTube讲解视频，我们还计划利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和内部博客来展示

CPI令牌的工作原理。同样，我们将在必要时使用Twitter、微信、WhatsApp、Telegram、Line、Facebook等平台。我们还将参

加加密行业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我们团队成为行业思想领袖和专家加密货币管理者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将提供不断更新的即时信息，显示CPIX代币指数资产净值价格，此外，还允许广告商参与我们自己的专有

平台。这将使CPI X代币成为按市值划分的顶级加密货币项目的行业挂钩货币。未来，我们希望交易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将使用

CPIX代币来判断更广泛的加密货币市场的状况，我们将在下文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4.1. 社区增长



最后，我们希望将CPIX令牌部署为全行业的价格标准，比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它可以作为许多不同平台的标头符号。这将使

CPI生态系统及其各自的CPIX代币成为加密货币日内波动范围更大的领先参考点。例如，交易员可以参考CPI10、CPI100或

CPI200作为参考点，而无需检查整个市场。

CPI令牌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两阶段方法，允许通过单个令牌管理资产。这使得我们的合作伙伴oracles提供的价格数据可

以存储在区块链上。此外，这些数据可以通过一个不可变的分类账来获得，以供相关方确认和查看。

4.2. 代币存储和其他专有特性



CPI代币将是部署多样化加密货币指数的最简单方法之一。随着我们预计的高速交

易，CPI将是一个非常有用和通用的工具，我们的代币持有人需要有时间敏感性。

加密价格指数采用了复杂但可信的算法，可以一目了然地提取出市值最高的加密资

产的市场状况。

我们CPIX核心的第一个用例将是创建CPI10，它是一个与前10大加密资产的值挂

钩的代币。

相关各方将能够立即看到一篮子大型市值加密资产的价格，从而最大限度地缩短管

理时间。CPI10将提供一个单一的参考点，作为评估更广泛市场状况的一种手段。

5. 一种新型加密货币指数？



最后，我们营销独特新平台的四个重点领域是：

6. 总结

CPIX代币体系结构

一种新颖的加密货币指数方法。我们使用包装的代币，让

CPIX令代币用户能够快速、无缝地访问各种各样的加密资

产，所有这些资产都是建立在以太坊的基础设施之上。

1 即时交易

CPI硬币的即时转移、购买和结算提供了传统上与数字资产

相关联的便捷访问。
2

开放和免费资源

像许多加密货币项目一样，我们致力于通过公开源代码和公

共账本透明性来保持CPI代币公平并可供审查。这为我们的代

币持有者提供了更大程度的信任，此外还使审计和报告要求更

加容易。

3
通过CPIX-代币的稳定性

通过维持顶级加密币的平均价值，CPI平台用户可轻松获得单

一的稳定代币。每个CPIX令牌都由其组件资产支持，通过智

能合约托管。CPIX协议由CPI令牌持有者管理，并为平台的长

期用户提供忠诚奖金。

4



Herbert Law
总裁兼创始人

Herbert在经历了在

蓬勃发展的区块链技

术领域提供创新的长

期记录后，于2019年
创立了加密价格指数

币。

7. 团队成员

Scotty 
Crandlemire

联合创始人

Scotty是一位发明家

，商业创造者和慈善

家，也是一位资深的

军人。

Abdul Halim 
Choudhury

俄罗斯、中东及东南亚地

区销售经理

La Fam LLC总经理

Iosif Erdos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摩尔

多瓦销售经理

20年全球市场及商

业经验。建立网络和

团队管理。

Su Su
中国销售经理

在中国大陆市场营

销、区块链技术和社

交网络方面有丰富的

经验。销售平台专

家。



Jesse Christophel
技术顾问

高级系统工程师，在该领域拥有超过22年的经

验，并担任四年的运营经理。曾在Expedia和微

软担任高级职务。

8. 顾问

Victor Brandt
我们BOD的顾问

资深高级副总裁，有在房地产行业工作的经

验。擅长谈判、奢侈品、新房销售、房地产交易

和投资性房地产

Ben Baldanza
顾问

Ben Baldanza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管。作

为Spirit Airlines的首席执行官，他将该航空公

司从2005年的8000万美元亏损转变为

2008-2016年美国利润率最高的航空公司。从

加入这家航空公司开始，他将公司的盈利能力

提升至7.5亿美元以上，并在纳斯达克

（Nasdaq）上市。本在2016年将这家航空公司

的收入增至22亿美元，被列为美国最赚钱的航

空公司之一。



Takatoshi Shibayama
董事会财务顾问

Blockshine SG和Blockchain Centre SG的创始

人。他为区块链领域的行业领袖提供关于创建新的

金融科技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建议。他也是未来设计

播客的主持人。他的职业生涯始于JP Morgan和
Goldman Sachs，后来加入了美国对冲基金戴维

森-肯普纳资本管理公司，并与人共同创办了3D投

资伙伴，管理着近10亿美元的资产。

8. 顾问



Sheikh Abdullah Bin Rashed 
Al Sharqi殿下

殿下是富查伊拉王室的高级成员。在阿联酋、

中东和全世界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中经

验丰富的外交官和连续投资者。

9. CPI与阿联酋王室合作

Khalfan Saeed Khalfan Al 
Mazrouei阁下

自1988年以来，阁下被任命为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创始人兼总统私人办公室的副部长。他目前

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阿联酋咨询集团的大股

东。

CPI项目最近获得了阿联酋王室成

员的全力支持和支持。这种支持，

加上他们在公司董事会的直接参与

，带来了全球水平的稳定和认可。



10. 合作伙伴

技术合作伙伴

ICO发行马耳他一直致力于CPI令牌的技术

开发，以及CPI令牌销售的交钥匙交付。

交易所合作伙伴

CPI将在ZBX交易所推出

.



联系方式

CPI发展团队有限公司

contact@cpiindex.io

mailto:contact@cpiindex.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