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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VUE社交媒体平台

第三版 2019年10月18日 

摘要 

Vevue是一款基于奖励的社交媒体视频应用程序，由以太币区块链驱动。与其它社交媒

体平台不同，Vevue通过奖励参与者提升其创造力和互动力。创作者和观看者可通过视

频发布、收看、点赞和互动获得收益。

Vevue平台为版权跟踪和视频交换分布式应用，核心功能包括社交视频传送、参与视频

互动、提供专业媒体制造商优质作品、众筹以及广告。购买和赚取代币的基础支持服

务包括钱包、付费专区分配器和知识产权(Ip)认证。

Vevue是目前最先进的区块链视频流应用，在多代币系统下运行，可减少代币流动和市

场波动影响，方便用户随时兑现至稳定币或法定货币。Vevue提供名为VUE的安全代币

兼容标准。VUE是一种符合ERC1404的代币，属于Vevue媒体公司非数字化、无投票权

优先股股份。与此同时，为参与Vevue平台，Vpay代币被作为生态系统内进行购买和盈

利的公用代币，定价为0.01美元。Vpay代币拓展了以太网区块链上ERC20或ERC 777代 
币标准。

像社交媒体这种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的事物能否有所创新？可以，而且一定行。Vevue
为主流公众提供了赚取第一笔代币的特殊机会——无需购买——Vevue是为大众设计的

新一代社交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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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简介 
 

“如果我们在开发第一个浏览器时，存在区块链技术，那我们就已经在

互联网上赚钱了。” 
                      Marc Andreessen  

Netscape合伙创办者  

 

  
Vevue是一款基于奖励的社交媒体应用，由区块链技术驱动，以奖励新一代媒体制造者

的创新工艺，他们以丰富的视觉内容改变着世界。 
 
与其它社交媒体平台不同，Vevue希望通过奖励参与者促成主动消费习惯。在Vevue上
，用户可创建视频获得较高收益，这些收益可用于视频发布、观看、点赞和互动。 
 
该公司特殊之处在于利用区块链技术，该技术更高效、更赚钱、以客户为中心，比同

类产品具有竞争优势。这不仅去除了内容创作者和发布平台间的利润差额，也让更多

原本不创作视频、但对加密货币感兴趣的人使用Vevue。Vevue利用团队在敏捷环境多

行业数十年的创业经验，持续开发相关功能。 
 
例如，2018年，Vevue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部使用区块链技术的故事片《无需邮

资》。Vevue用户可支付代币下载电影，也可在所选电影院回答影评相关问题，赚取代

币。电影制作人和投资者可即时通过付费墙分摊器获得收益。这部电影为电影发行中

区块链使用、术语创造、区块链视频点播(BVOD)提供了范本。 
 
Vevue不仅在打造一款改变行业的产品，也在重新定义社交媒体公司的运营方式。

Vevue公司和治理结构与其价值方法保持一致，创造人人喜爱的产品。应向投资者和用

户传达这种想法，这是该公司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 
 
Vevue将通过传统风险投资组合和证券代币化为平台开发提供资金，最终通过首次拍卖

募股（IAO）进行安全代币发行。Vevue对其投资者负有信托责任，公司负责全球产品

供应和新用户营销机制。 
  
下一财年，Vevue将公布其收入流的使用情况，积极推广，使之成为首个大规模使用的

全球区块链社交媒体平台，推进数字互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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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Vevue媒体公司 
 

Vevue媒体公司（简称公司）位于怀俄明州，业务涉及VUE平台技术和业务开发。平台

生态系统包括集中式的安卓系统、iOS系统和基于Web的应用程序，以及分散式应用程

序（DAPPs），整个经济体系由多个代币相连（包括充当Vpay代币的USDC，Vpay代币

为平台主要货币）。Vevue媒体公司的主要金融受益人是VUE代币以及公司数字化、无

投票权优先股股票拥有者。 
 
VUE持有者群体包括各行业专业人士和Vevue支持者——包括但不限于区块链技术、密

码学、人工智能、法律和金融方面专家——他们对项目总体方向提出公正、睿智的意

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VUE持有者的观点得到了认可，他们是最终没有与Vevue媒体

公司(或其附属公司)产生任何形式的关联，而公司(或其附属公司)资产及资金仍由相关

董事局控制，他们独立判断，并将这些判断用于实现公司的目标。 
 
 

1.2 历史 
 

Vevue是一款基于区块链的视频流媒体应用，托马斯·奥尔森（Thomas Olson）于2012 
年6月创建。去年11月晚些时候，该公司上传了首个带有地理标记的视频。Vevue成立

的同时，谷歌眼镜正式发布，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宣布，人们的信息分享 
量已经超出了摩尔定律所述。鉴于这些科技产业变化，奥尔森清楚地意识到，视频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他想为消费者利益做出贡献。 
 
然而，当时奥尔森的重点更多地放在“视频评论”上；这个词是该公司名字Vevue的来源

，发音为“Vay-view”。他喜欢开玩笑说，虽然这个词是杜撰的，但有法语词的意思，

“视频评论”，也许有一天会被添进字典。奥尔森专注于视频评论，开始开发Vevue的第

一个移动应用程序Vevue 1.0，用户从9月份开始上传视频。Vevue 1.0非常简单：标记  
你的位置，记录简短的视频评论，上传至你的空间，Vevue API将评论放在适当的谷歌 
产品中。这样，观众可以同时看到文字评论和视频评论，无需离开平台搜索相关视频

评论。所有视频在Vevue的YouTube频道托管和赚取收益，该频道已有几千个视频，每

月从Google AdSense中赚取100美元收入。换句话说，视频评论已经显示了其有效性和 
盈利性。但最重要的是，这表明众包视频内容是可行的商业模式。为了进一步测试他

的商业模式，奥尔森在Freelancer.com网站贴出一系列工作列表，邀请人们创建视频评

论，每条评论费用为0.25-5美元。令他惊讶的是，当世界各地的人发表各种评论、分享

对于发表评论的喜爱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临近2013年底，Olson想找到一种激励Vevue应用程序中创作者的方法，就像他在

Freelancer.com中的做法。奥尔森回忆之前与同行的对话，想到了比特币，因为数字货

币可通过区块链记录和转移微支付交易。根据这个解决方案，奥尔森花了几天时间集

思广益，思考能够激励Vevue平台用户创建内容的方法。于是，Vevue的第一个重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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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Vevue任务——视频任务诞生了，当某用户访问固定位置创建评论并赚得比特币时

，视频任务即完成。设想一下，数以百万计用户完成各种目标任务（如评论、植树甚

至捡垃圾），奥尔森清楚地发现视频评论以外的巨大发展空间——可以在激励任务的

基础上建立全新的社交网络。 
 
在完成了坚实的用户交互框架开发之后，他寻求区块链开发者和合伙人。此后不久，

他雇佣了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实习开发者。他的软件质量非常令人深刻以至于完

全出乎他的预料，Thomas 确信这就是他要找的合作者。后来实习者说明了真相，软件 
设计是由中国的开发者完成，一名来自中国的20多岁的毕业生孟祥雨。Thomas 联系到 
了孟祥雨并在 Vevue 的设计和方向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随即开始了 Vevue 新一代的    
设计与研发工作。当孟祥雨和 Thomas 携手合作为主流用户构建最先进的区块链项目  
时明确了方向，即“当用户开始从区块链中获得代币而不是单纯购买时，加密货币离成

为主流就不远了” 
 
有了这个产品原型后——2015年1月，Vevue成为Swarm基金会孵化企业成员，Swarm
是一家非盈利基金会，致力于为新兴数字证券经济构建开放的基础设施。Vevue与
Swarm团队网络合作，学习建立了一个去中心化协作组织（DCO），属于DAO的一种

，在该组织中，参与者拥有控制和投票权，可影响组织运作方式。 
 
与Swarm合作后，Vevue团队深化了对新兴数字证券经济的认识，避免了高代价错误。

最大的收获之一在于，Vevue意识到比特币区块链还未准备好扩大规模，于是团队开始

考虑以太币。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出现了一整套全新工具，如智能合约和公共代币。

有了智能合约，每个Vevue任务有单独执行代码，支付分摊器、版权和创建Vevue公用

代币生态系统成为可能。 
 
以太币智能合约可区分Vevue社交媒体体验与传统平台体验，测试显示，以太币在支持

Vevue急需的移动钱包方面存在局限性。因此，2016年到2017年5月，Vevue着重完善

平台社交媒体功能和视频速度。2017年5月，奥尔森阅读了一篇关于Qtum区块链的文

章，Qtum区块链是首个支持移动智能合约的区块链，他迅速向Qtum发送了一封关于

Vevue的电子邮件（总部位于中国上海）。一周内，Qtum让Vevue技术团队搬进了他们

的办公室，同意为平台开发提供资金。他们分期提供25万美元，包括现金、办公空

间、咨询支持和ICO智能合同咨询。2017年10月，Vevue推出首款ICO ，发行73000份 
Qtum。 
 
2018年是Vevue里程碑之年。公司推出iOS版本和网络客户端，以及第一部使用区块链

付费墙和版权的故事型电影。此外，Vevue还发布了一款支付分摊器，用户可与合作者

分开付款或共同出资创建视频内容。此外，Vevue下一步推出升级版本的视频任务功能 
Airdrop Requests。与视频任务类似，用户可打开Vevue应用程序找到离自己最近的五 
个固定位置。（Vevue在全球各地锁定了数百万个地点。）一个录像视频和上传视频可

赚取五代币，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边制作有趣的视频评论边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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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维持用户参与度的关键交互功能后，2019年，Vevue专注于开发多代币生态系

统，创作者、投资者和观看者可基于确定的股息支付收入模型，利用平台经验赚取收

入。由于该平台经济与美元挂钩，这一新模式也消除了人们对代币流动性或市场波动

的担忧，用户可自愿兑现，兑换成稳定币或法定货币——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户直

接将社交媒体内容和参与互动转化为货币。 
 
Vevue 的新一代阶段建设回归了以太坊，基于打造与法定货币挂钩经济体系的理念， 
他们需要一个支持稳定币集成的区块链体系。以太坊提供了由USDC引领的最大交易体

量的最先进稳定币选择。此外，Vevue 传媒公司将打造数字化优先股，基于此目的创 
建了支付股息的安全令牌，由于以太坊拥有市场上最先进的安全令牌智能合约和协议

，它可以帮助 Vevue 实现其目标，即为用户和投资者提供下一代社交传媒平台的付费  
场景。 
 
 

1.3 创始合伙人 
 

Vevue创始人背景如下： 
 
托马斯·奥尔森(首席执行官，Vision)：托马斯是Vevue主要创始人，具备多年创业经验

——曾成功创建移动应用和数百万美元数字零售业务。他对创新技术充满热情，早期

就开始运用以区块链为核心的项目和其它前瞻项目，包括Swarm.基金会、去中心化自

治组织（DAO）治理、CoMakery.com和各种全民基本收入(UBI)实验。 
● Minute List It, 创始人 

- 最先在eBay上提供视频列表功能的应用程序 
- 由KAYWEB天使公司提供资金 

● 全民基本收入DCO项目, 创始人 
- 与Swarm.基金会合作确立分布式合作组织(DCO)，成为创始人之一 
- 同样与这个项目相关，Olson创建了Cradle，未来期望推出一个Vevue版本，

该版本将包括该DCO项目。(参见：Cradle工作原理和Cradle Pitch ) 
 
孟祥雨 (首席技术官): 孟祥雨是千禧一代区块链专家，实践编码狂人，Vevue 创建者之   
一。他是区块链领域先驱，专注研究Qtum和以太坊区块链的开发专家和顾问。 

● 能够使用快速应用程序开发方法学习和实现新功能和新技术，专注于serverless技
术。 

● 在多平台建立版权智能合约机制。 
● 在3200所大学的ACM编程竞赛中，获得银牌。 
● 全栈工程师，高中时期独立设计英语训练系统，大学期间独立设计跨平台密码安全解

决方案，毕业后参与设计银行预填单方案并独立研发排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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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里米·卡尔弗(首席执行官，战略与执行)：杰里米·卡尔弗制作并发行电影《无需邮

资》，这是第一部使用区块链技术的电影，其中还包括影院评论任务的固定代币。 
● 他的其它电影已在Netflix上播放，赢得Gabriel 奖和CIMA奖，并在与教皇弗朗西

斯I的私人会面中放映。 
● 除了在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孵化和生产多媒体和IT项目外，他还为财富500强公

司设计、实施和管理电子学习项目。 
● 他也是两路影业有限公司(一家娱乐制作和发行公司)和4D环球公司(一家国际多

媒体计算机培训公司)的合伙人。 
 
凯瑟琳·奥尔森(首席品牌官)：凯瑟琳是Vevue公司合伙创始人之一，拥有10余年为技

术和消费品设计、制作社会数码程序，包括： 
● Coty公司：首席数码设计师，负责公关和市场营销社交推广应用。 
● Philosophy Skincare：艺术总监，负责建立社交媒体和影响力营销；电子商务高 

级设计师。 
● Cisco：PoC首席设计师，负责基于区块链的信誉系统。 
● CoMakery：PoC首席设计师，负责基于区块链的工作平台。 

 
Srini Nemani(首席数字官)：Srini 具备20多年IT经验，擅长构建大型电子商务产品(包  
括基于SAAS的产品)，也具备管理基于内容的平台经验，包括American Express、 
Amazon和Cisco。12多年来，他还担任过许多财富500强公司顾问，包括Deloitte、GE 
Commercial Finance和Cognizant美国公司。 

● 美国运通：致力于行程和忠诚的企业架构师（使用区块链） 
● 领导美国运通设计和集成，以及外国交易费用管理事宜。 
● 领导AmEx和Santander间合作，测试了区块链驱动下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新

闻文章：http://bit.ly/2ScPEh2. 
● 目前正领导AmEx忠诚度计划项目，建立由区块链驱动的忠诚度奖励交换市场

——这在同类交易中是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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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Vevue代币经济 
 

2.1 多代币经济 
 

Vevue多代币生态系统的开发将造福创作者和观众，他们可以利用平台上的互动赚钱。

生态系统设计旨在消除人们对代币流动性或市场波动的担忧，用户可根据自己意愿兑

现成稳定币或法定货币。下图总结了Vevue的代币，提供浏览本节的有效方法，对

Vevue代币经济进行了解释。 

 
 
Vevue为用户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使其能够扩大社会媒体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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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与美元的兑换通过USDC稳定币进行。 
 

 
 

Vevue操作简单，开始时，用户把钱存入他们的帐户，赚取奖励或执行任务。然后，他们继

续参与社区互动，赚取和消费Vpay。 

 

Vevue在该平台上提供五种不同产品：社交视频、Vevue优质作品、参与视频互动、众

筹和广告。产品每使用一次，Vevue媒体公司收取5%的交易费。然后这笔交易费用被

分配给VUE代币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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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VUE 安全代币 
 

Vevue发布了名为“VUE”的安全代币兼容标准。VUE是Vevue媒体公司的一种数字化、

无投票权优先股。VUE代币代表对Vevue优先股的所有权，是一种分配总收入的方法

，不作为分配总收入收益的货币。总收入收益货币为储存在Vevue财务库中的稳定币

，如USDC。VUE不是Vevue平台货币，Vpay执行该功能。提醒：Qtum代币将会以

10:1的比例兑换成VUE，此举为早起拥有代币的投资者们提供了与Vevue一同发展前

行的机会 
 

 
 

概览 
VUE代币核心用途在于分配总收入，严格限制某些群体内的转移。 

 
这项措施试图在智能合约安全代币简化性和充分实施上实现平衡，这些代币需遵守监

管当局规定——不向简单使用案例增加不必要的复杂性。它执行ERC-20代币标准，

同时遵守ERC-1404 安全代币转移限制。 
 

这种方法考虑到、但尚未将ERC-1400 (它为更复杂的安全代币需求提供了更多建议)
和ERC-1404（提供方法与ERC-902相似）作为标准化指导。不幸的是，ERC-1404没
有采用ERC-1066 标准错误代码——这是本项目今后可能采用的。因为安全代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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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大规模采用或成熟，且这些标准并不完全一致，还需对代币进行优化，使其更简化

，能够充分实施。 
 

简化性是为了使智能合约用户清楚地了解合约的全部操作，也可减少需保护的智能合

约线数量（智能合约每行均为一项担保责任)。 
 

转移限制 
以下是转移限制配置与实施概览。 

 
在某些条件下，代币合同转移管理提供帐户地址以转移和接收代币。以下是配置转移

限制和转移代币的过程： 
1. 投资者将其“反洗钱”信息和“了解你的客户”信息(AML/KYC)发送给转移管理局或

代理审查服务部门，进行核实。使用优质第三方供应商的好处在于避免存储私

人可识别信息。此代码不提供收集AML/KYC信息的解决方案。 
2. 转移管理局要求setAccountPermissions(investorAddress, transferGroup,  

addressTimeLock, maxTokens)提供他们的帐户。最初，这种情况发生于向投资者 
首次发送代币，此时代币直接由发行人账户进入持有人账户。 

3. 潜在买家将其AML/KYC信息发送给转移管理局或值得信赖的AML/KYC提供商。 
4. 转移管理局要求setAccountPermissions(buyerAddress, transferGroup,  

addressTimeLock, maxTokens) 提供买家账户。 
5. 此时或之前，转移管理局授权账户组间setAllowGroupTransfer(fromGroup, 

toGroup, afterTimestamp)代币转移。请注意，默认允许由A组转移至B组时，不允 
许从B组转移至A组，后者需另外进行。例如，Reg CF未经认证投资者可向已认 
证美国投资者出售代币，反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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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限制执行功能概览 

 
 
角色 
智能合约强制执行特定管理角色。这些角色划分责任，以减少滥用。理想情况下，每

个角色都应该由一名管理人员管理，使用单独按键控制。某些管理员，如超级管理员

和代币库钱包管理员，建议其私钥采用多签名管理（例如需2-3名或4-6名审批者）。 
 
这些角色分为两类：管理角色和钱包帐户地址管理员。钱包帐户地址使用相同的转移

限制规则作为单个帐户地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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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角色 

 
钱包账户地址管理员 
部署代币智能合约时，该合约配置财务储备管理员，接收智能合约的所有初始代币。

含所有初始颁发代币的钱包帐户地址不应承担与其关联的任何管理角色。 
 
转移管理角色可能包含一些代币，用于热钱包管理。转移管理和热钱包使用不同的人

工管理员可能更为安全——特别是多签名钱包未用于热钱包或转移管理角色时。 
 
个人账户许可 
个人代币持有者拥有转移管理员提供的帐户，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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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VUE使用案例 
 

初始安全代币部署 

 
1. 部署者配置参数，并将智能合约部署到公共区块链。部署时，部署者配置单独

的代币保留地址和转移管理员地址。这样，备用安全代币可存储在冷钱包中，

转移管理员不用每天使用财务储备地址私钥。 
2. 转移管理员构随后提供一个热点钱包地址，用于向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分

发代币。转移管理员使用setAccountPermissions(investorAddress, transferGroup,  
addressTimeLock, maxTokens)设置地址限制。 

3. 转移管理员授权不同帐户组间代币转移setAllowGroupTransfer(fromGroup, 
toGroup, afterTimestamp)。 

4. 然后，储备管理员将代币转移至热钱包地址。 
5. 热钱包管理员向投资者或其他有权得到代币的利益相关者转移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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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发行者私钥管理角色的设置 

默认情况下，储备代币不能转移。若想转移，转移管理员需使用

setAccountPermissions(account, ...)配置个人账户规则，使用setAllowGroupTransfer(...)配 
置组内不同账户间的代币转移。一组代表一个类别，如美国认证投资者(Reg D)或外国投 
资者(Reg S)。 
.三个私钥持有者分割转移监管权过程中，转移管理员可设置规则，只允许储备管理员将

代币转移至“热钱包”管理员地址。热钱包应限制有限最大余额，便于进行一批代币分配

——非全部储备代币。小额钱包可方便日常代币管理，单笔交易中，发行人的代币储备

不会面临全部被盗风险。每个私钥中也可采用多签字解决方案，增加安全性。多签字管

理对于代币储备管理员至关重要。 
以下是这些受限管理帐户配置方法： 

1. 转移管理账户、储备管理账户和热钱包管理账户由不同用户使用不同钥匙进

行管理。例如，单独的Nano Ledger S硬件钱包。 
2. 储备和热钱包地址有各自的转移组 

○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 0 这个时间戳时间已过去 
○ unrestrictedMaxTokenAmount = 2**256 -1 为最大储备量，该数值可以用     

MAX_UNIT() 常量表示。 
○ setAccountPermissions(reserveAddress, reserve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unrestrictedMaxTokenAmount) 
○ setAccountPermissions(reserveAddress, hotWallet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sensibleMaxAmountInHotWallet) 
3. 储备地址只能转移到热钱包组 

○ setAllowGroupTransfer(reserveTransferGroup, hotWallet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 setAccountPermissions(reserveAddress, hotWallet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sensibleMaxAmountInHotWallet) 

4. 热钱包地址可转移到类似Reg D和Reg S的投资团体。 
○ setAllowGroupTransfer(hotWalletTransferGroup, regD_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 setAllowGroupTransfer(hotWalletTransferGroup, regS_TransferGroup, 

unrestrictedAddressTimeLock) 
 
然后，热钱包管理员可以分发代币给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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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AML/KYC收件人发出代币 

 
1. 转移管理员收集投资者和利益攸关方提供的AML/KYC信息和认证信息，这

些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将直接从发行人那里接收代币(首次发行)。 
2. 然后，转移管理员用setAccountPermissions(address, transferGroup,  

LockupUntil, maxBalance)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配置经认证的区块链帐户地 
址。基于AML/KYC和认证程序，投资者可提供拥有最大代币数量的帐户地

址；转移组指定一个监管类别，如“Reg D”，“Reg CF”或“Reg S”；和地址上代   
币将会被锁定的日期。 

3. 这些代币从发行人热钱包被转移至提供的地址。 
请注意，帐户间未授权任何转移。默认不允许转移——所有转移组均受到限制。 
 
禁售期 
实施禁售期有几种方式： 

● 所有帐户地址默认锁定，需要传输权限才可以转移。可向帐户级别或各地址

组授予权限。 
● setTimeLock(account, unixTimestamp) 锁定帐户中所有代币，直到Unix时间  

戳。Unix时间戳表示1970年1月1日午夜世界协调时间之后的秒数。 
● Unix时间戳后，setAllowGroupTransfer(fromGroup, toGroup, unixTimestamp)允  

许从一组地址转移到另一组地址。如果Unix时间戳为0，则不允许转移。这

是因为任何未初始化的地址和时间戳的默认值为0。 
● 有一种简便方法设置账户分组、时间锁和最大代币数。 

 
 
 
最大代币余额 
将代币转移至未经认证的投资者时，或您希望限制个人可获得的最大代币量时： 

● 您可以使用setMaxBalance(address _account, uint256 _updatedValue)设置帐    
户可接收的最大代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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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以与同组其他投资者进行交易(如Reg S) 
允许组内交易： 

● 要求setAccountPermissions(address, transferGroup, addressTimeLock, 
maxTokens)，申请组内交易 

● setAllowGroupTransfer(fromGroupX, toGroupX, groupTimeLock) 针对类似Reg 
S组的账户地址 

● 符合以下条件时，允许转移组的代币将成功转移： 
○ addressTimelock 和groupTimeLock时间已过去; 并且 
○ 代币转移接收量未超出账户地址中的maxTokens 。 

 
避免REG S“国外”资产回流 
允许外国Reg S帐户地址间的交易，但禁止代币回流至美国Reg D帐户地址，直到Reg D   

禁售期结束： 
● 要求 setAccountPermissions(address, groupIDForRegS, shorterTimeLock, 

maxTokens) ，对Reg S投资者进行设置 
● 要求 setAccountPermissions(address, groupIDForRegD, longerTimeLock, 

maxTokens)，对Reg D投资者进行设置  
● setAllowGroupTransfer(groupIDForRegS, groupIDForRegS, groupTimeLock) 允

许Reg S交易 
● 符合以下条件时，允许转移组的代币将成功转移： 

○ addressTimelock和groupTimeLock 时间已过去；并且  
○ 代币转移接收量未超出账户地址中的 maxTokens。 

 
执行最大持有者数量规则 
区块链地址默认无法接收代币。若想接收代币，发行人需收集AML/KYC信息，并要求

setAccountPermissions()。单个用户可能有多个地址。发行人可以脱机追踪持有者数量

，达到最大持有者数量时停止对持有者的授权。 
 
 
交易所可注册综合性帐户 
集中兑换可使用与其他用户相同方法注册托管地址。他们联系发行人提供帐户，转移

管理员要求setAccountPermission()申请外汇账户。 
当交易所客户想从交易所账户中提取代币时，需将代币存入转移管理员提供的帐户中

，同时需有setAccountPermissions()。 
与律师进行交谈，讨论兑换账户何时可能超过或不会超过代币的最大持有者数量。 
 
配合监管行动暂停代币转移 
如果代币存在监管问题，可要求pause()暂停所有转移。在合同正常运行期间，不应要

求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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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分叉追回 
区块链分叉时，发行人应制定计划。安全代币通常代表稀缺的离链资产，而区块链中

的分叉可能意味着离链资产拥有者不明。例如，如果1代币代表1盎司黄金，分叉将导

致2人竞争这1盎司黄金。 
出现区块链分叉时，发行人应该执行如下操作： 

● 用明确和预先定义的方式指示区块链有效分支。 
● 出现分叉时，指示哪个分支是记录系统 
● 在无效分叉上要求pause()  
● 使用burn() 和mint() 纠正发行人管辖范围内、经法院同意或裁定的错误。 

 
执法部门追回被盗资产 
如果有充分法律理由将被盗资产返还所有者，发行人可要求freeze(), burn(), and mint()将   
资产转移到适当账户。 
虽然这不符合加密货币的精神，但响应了某些监管机构对区块链安全代币项目提出的

要求。 
 
丢失密匙案件的资产追回 
如果有充分法律理由将丢失密匙返还所有者，发行人可要求freeze(), burn(), and mint()将   
资产转移至适宜帐户。发行人可能因此面临欺诈，需谨慎处理。 
同样，虽然这不符合加密货币的精神，但响应了某些监管机构对区块链安全代币项目

提出的要求。 
 
股利分配及权益质押合约一致性 
虽然该规则未用于股利分配或权益质押，可用于以稳定币支付的权益质押和股利合同

，稳定币包括USDC、DAI、ETH或ERC20代币。 
 
总收入分配 
在总收入分配过程中，Vevue进行从VUE钱包到每个投资者持有的第三方钱包的一对一

映射。分配过程基于余额和控制机制，如下所示： 
 

1. 从交易所获取大量用户最新帐户信息，以及在请求时每个钱包的代币数。 
2. 交易所信息可以是批处理(异步机制)或实时API/Oracles集成。Oracles是

API/服务区块链参考。 
3. Vevue获得资金分发所需全部信息后，Vevue支出分摊器智能合约向相应钱

包实施分发。 
 
进入Vevue生态系统的所有稳定币存放在托管Vevue钱包中，直至代表性Vpay代币作为

总收入分配离开Vevue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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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分配 

 

 

例如，假设只有两个Vevue投资者拥有VUE。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两个VUE持有者可按

照50：50比例进行收入分配。当观看者花费1美元购买视频时，95美分会被转移至创建

者。Vevue保留剩余5美分，因为Vevue只收取每个产品5%的费用。对于这5美分，2.5美
分用于Vevue业务，剩余2.5美分由两位投资者平分，即每人1.25美分。视频购买交易通

过Vpay代币进行，Vpay代币被转换成稳定币，现金出现在两名Vevue投资者第三方钱包

中。 
 
 

2.4 VPAY使用案例：进入Vevue生态系统和兑现 
 

“Vpay代币”是Vevue生态系统中的公用代币。为了进行网络推广，所有新注册用户都会

收到Vpay代币，包括推荐程序中的用户。可使用基于以太币的稳定币(如USDC)购买

Vevue生态系统交易中使用的Vpay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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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Vevue生态系统 

 

Vevue利用以太币区块链推广兼容的稳定币，例如USDC，将法定货币转换为Vpay代
币。无论任何稳定币类型，一个Vpay代币总代表1美分，可兑换成任何类型稳定币。兑

换国际稳定币时，Vpay代币舍入至最靠近的十进制值。例如，1枚韩国稳定币(S)KSC)
可兑换1188.26个Vpay代币，这意味着Vevue将发出1188个Vpay代币。所有进入Vevue
生态系统的稳定币都存放于托管Vevue钱包里，直到代表性Vpay代币退出Vevue生态系

统。 
 
Vpay代币将ERC20或ERC777代币标准扩展到以太币区块链上。核心功能层由以下部分

组成： 
 

● Vevue代币管理器：管理代币创建、交换和验证的所有方面的智能合约，

是数字世界的传统簿记管理器。 
 

● Vevue账户管理器：帮助Vevue代币经理管理资金，保证钱包完整性的智

能合约。 
 

● Vevue银行：一种智能合约，虚拟出纳员/经理，负责Vevue生态系统创

建/管理的所有代币。 
 

●  Vevue代币储备：一种可扩展的智能合约，可在网络中按需创建代币。 
 

可根据使用量不同使用其它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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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Vevue和核心功能层 

 

 
兑现时会出现相反过程：创建者/消费者使用Vevue钱包将Vpay代币转换成稳定币以接

收现金。同样，一个Vpay代币总是代表1美分，可兑换成任何类型稳定币。 
 

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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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Vpay使用案例：参与视频互动 
 

为提升Vevue平台使用量，有多种方式进行Vpay代币奖励，鼓励创作者和观众间的互动

，如观看和评论视频，用Vpay代币赞助内容创建者，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代币转移

发生在两个钱包之间。 
 
例如，Person 1剩余100个Vpay代币，支付Person 2，后者剩余90个Vpay代币，10个Vpay代币  
用于观看视频。10个Vpay代币由Person 1的收入钱包转移至Person 2的收入钱包。Vevue对所  
有产品收取5%的交易费，此时，从转移至Person 2的10Vpay代币中扣除0.5Vpay代币，因此只 
转移9.5V代币。因此，Person 1和Person2的帐户余额分别为90Vpay代币和99.5 Vpay代币。 

 
参与视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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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VUE代币分配 
 

将铸造1亿VUE代币。这些代币分配如下： 
 

● 5000万VUE发放Vevue媒体公司供运营使用 
● 3500万VUE发放投资者 
● 1500万VUE发放创办者 

 

 
发行后，安全代币发行(STO)所得钱款将由Vevue媒体公司持有(或第三方保管人)。根

据VUE交易的二级市场或交易所发展程度，代币完全独立于Vevue媒体公司。但是，所

有二级市场或交易所都必须遵守管辖范围内的证券法。Vevue媒体公司既不创造这类二

级市场，也不作为VUE交易所。 
 
STO期间结束后，VUE总收入将按月分发，目的是缩短分发间隔时间，直到可通过

Vevue Daily DivDrop自动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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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Vevue平台核心功能 
 
Vevue为用户提供以下五种核心产品： 
 
Vevue社会视频 

● 可进行同龄人间、企业与消费者(B2C)间的视频传送，用户可以根据时间戳、最

大投票数或最多评论数等参数浏览流行视频/Vevue。用户也可随时了解所关注

创作者的最新情况。 
 

● 用户将Vevue上传至其社交空间时，可选择设置付费墙、与合作者分享利润和/
或获得IP认证。所有认证都与区块链合约有关，以加速合约执行。 

 

● Vevuers可获得即时收益。观看者付费观看创建视频内容时，创建者可赚取支付

费用的95%。(Vevue最低0.001美元>YouTube最低0.001美元)。 
 
Vevue优质作品 

● Vevue优质作品（V-Premium）是由高生产价值视频（如电影、电视剧和音乐视

频）构成的空间。 
 

● 这个模块的Vevue作品可获得高支付墙价格。优质用户通过支付墙分摊器获得IP
认证和收益。 

 
参与视频互动 

● 赞成票和反对票：创作者可通过新互动功能吸引观看者，提高声誉。每收到一

票，视频创建者可获得一个代币。 
 
众筹 

● 创作者可通过作品得到观众的赞助。观众付费观看成品视频时，支持者会得到

分红。 
 
广告 

● 创作者可为Vevue进行广告宣传，通过赚取观看代币激励同龄人创作视频。 
 
任务  

● 同龄人任务是由用户创建、由Vevue平台提供资金和提供场地的Vevue任务。 
 

● 基于算法的任务是Vevue-消费者任务(也称为Map Running、列表或点对点)，由 
Vevue管理，旨在鼓励全球各地高交通区位活动。 

 

 
24  



 
本文件为初步文档，接收者需严格保密，不应全部或部分复制、分发或转载，不应传递给任何第三方。 

● 批量固定是企业与Vevue间的B2B销售任务模型，其中，Vevue针对特定内容， 
帮助管理者发布任务。这个功能帮助企业争取用户，生成营销、意识或销售目

相关内容(UGC)。 
  
 

3.1 Vevue平台服务 
 

钱包 
● 保存和管理Vpay、ID验证、媒体代币、USDC、Vevue公用代币和VUE代币。 

 

● 钱包也用于在支持以太币的钱包间进行Vpay余额转移。 
 
IP认证 

● 每次用户上传视频时，Vevue平台将向用户的版权钱包发送一枚代币。此交易包

含一个信息流，该信息流记录于以太币区块链：版权、视频上传者、上传时间

和上传位置。用户版权转让是指将此记录从当前版权所有者转移至新版权所有

者。 
  
付费墙分摊器 

● 视频创建者可利用新分摊器设定分摊率，每次Vevue用户付费观看创建内容时，

创建者自动与协作者共享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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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营销方案 
 
Vevue主要面向两大市场群体：Z世代和理想的红人，以及想要进入Z世代消费者市场的

投资者。这两大市场群体的消费者都是电脑和手机行家（z世代是技术原生代），他们

乐于创意。 
 
该营销策略的重点是基于相同的观点开发与市场群体进行互动的开放沟通渠道，轻松

地获得市场群体的联系方式，进而继续促进这些互动，以建立信任并更好地理解Vevue
的整个产品范围。 该公司的沟通方式是完全数字化的。 

 
Vevue在扩大品牌知名度的同时，还推出了一款Android应用程序和一款重新设计的iOS
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的推出将使Vevue在获取消费者方面采取更积极的策略。 
 
Z世代 + 理想的红人 
在我们对Z世代的人口统计中，有两大主要群体：大学生和个体企业家。正如《福布

斯》撰稿人迪帕克·帕特尔（Deepak Patel）指出的那样：“Z世代一代对创业的热情比千 
禧一代要高出55%。事实上，近72%的Z世代高中生表示，他们想要自己创业”(Patel, 
2017, n.p.)。 

 
这两大群体并不相互排斥，其主要区别在于谁提供内容，谁观看内容。虽然用户既可

以创作内容也可以观看内容，但营销策略是基于区分这些活动来了解如何实现这两大

群体的。 
 
  A. 大学生 

1. 这一群体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Vevue应用程序的媒介消费者。 
2. 这一群体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由易用性、技术创新（热门事物就是新的、与众

不同的事物）和价值意识驱动的。 
3. Vevue在大学周边区域根据消费意有针对性地投放广告。 
4. Vevue招募传统社交媒体渠道上的活跃用户，以建立他们对Vevue的兴趣和信

任。 
5. Vevue为参与的用户提供基于大学/教育/季节的促销活动，并使他们以初始的最

小努力就可以在应用程序内开始执行发现过程。 
6. Vevue使用有奖推荐系统来鼓励应用程序用户转化，允许新用户使用代币探索平

台。 
 
  B. 个体企业家 

1. 这一群体被认为是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具有影响力和高参与度的理想的红

人。由于他们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因此对他们的招募对用户的成功转化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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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寻求最大化其利润率并想要创建自己品牌的媒体制造商可以利用当前我们提供

的更多功能，如版权验证、请求交换模型和众筹请求。围绕宣传这些功能来定

位Vevue的参与是公司的主要目标。 
3. Vevue从这一群体中招募理想用户的机会还取决于公司内部支持礼宾式客户服务

的能力。 
4. Vevue将为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提供进入新技术领域的机会。过去Vevue已成功地

使用了交叉营销方法。 
5. 关键人物角色如下： 

a. 艺术 
b. 整体的 
c. AI 红人 
d. 电子竞技 
e. 动物红人 
f. 电影和视频制作专业人士：Vevue移动应用程序为视频专业人士提供了一

个寻找、协作和共享工作的新网络。Vevue允许独立制作人通过自定义用

户发起的货币化在区块链上发布内容。Vevue与微信或Slack等通信平台

的集成为赚钱和结交新朋友开启了新的机会。 
g. 极限运动和休闲运动爱好者：从可穿戴摄像机（如GoPro）到无人机和

VR360，内容创作者可用更有意义的方式上传他们的运动体验。观看者

可以从这群内容创作者那里获得更身临其境的体验。各类型视频录制设

备的自定义请求均可以满足，并且Vevue的多平台支持系统使创作者能够

无缝上传。 
h. 业内人士和行业专家：Vevue为能说会道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曝光平台

，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视频营销促进所有类型业务的合作和销路拓

展。到2019年，全球消费者互联网视频流量将占所有消费者互联网流量

的80% (SmallBiztrends, 2016)。 
i. 博客：Vevue重视那些在区块链领域具有独特视角的个人。Vevues的自发

货币化为博客提供了一种赚取小额报酬的方式。 
j. 旅行：有很多参考攻略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旅行体验。 

1. 使用Vevue应用程序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实

时查看队伍还有多长。在餐厅或活动中配备一个Vevue来测量实时

氛围或人群可以帮助顾客在到达之前更好地做好准备。 
2. 与志趣相投的旅行者联系。无论旅行者是在寻找最美味的街头小

吃还是旅游景点，Vevue平台都可以帮助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体

验。每个上传的Vevue的元数据丰富了用户配置文件，将具有相似

兴趣的人联系起来。当去一个不同的城市或国家旅行时，Vevue可
以将旅行者与当地用户的资料联系起来，这些当地用户已经找到

了最美味的街头推车烧烤或最爽口的酒店自助餐。 
3. 像家一样舒适的旅行。用户可以发起自定义请求，与专业摄像师

签约，在世界任何地方组织旅游。Vevue的算法将根据请求需求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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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最优秀的摄像师。 
 

4.1 战略与战术   

  
Z世代喜欢通过社交媒体和口口相传与同龄人分享宝贵的经验。在构建Vevue平台时，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方面都提供基于价值的体验。 
● 强调创意、观点和服务 
● 强调乐趣 
● 创造参与的机会 
● 核心内容讲故事（创作出名的故事） 

 
A. 红人造势 

● 通过与人才管理机构合作，促进品牌发展，从而吸引顶级媒体制造商。 
● 部署增长黑客战术，以达到理想的微影响力红人。 
● 为红人提供优惠功能、独家商品和礼宾服务，以推出视频内容并将受众

转化为Vevue。 
 

B. 公关与媒体 
● 创作真实的故事，与公关和媒体合作伙伴一起构建使用案例，以传达核

心价值，介绍独特的功能，并推出新的项目。 
● 为媒体机构和相关记者提供公关材料。 
● 开设Vevue生活方式博客。与广告、分销和娱乐媒体公司合作，以配合

Vevue正在进行的全方位渠道战略。 
 

C. 节日和会议 
● 与机构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举办科技活动、电影节和音乐会，介绍产

品功能，发布内容，并吸引新用户。 
● 通过亮相电影节、音乐节和科技会议，以建立品牌知名度。 
● 通过全球大学校园之旅，与Vevue最初的理想目标受众进行交流。 

 
D. 社区建设  

● 发起隔空投送请求和宣传营销活动，与早期采用者沟通。 
● 与知名大学合作探索以教育为基础的推广的可能性，发起以学生为主导

的倡议，根据学术课程提供用户生成内容。 
● 用CoMakery激励Vevue的项目社区。在Vevue应用程序上无法完成的任务

（例如，在Google Play上为Vevue写一条应用程序评论）可以通过 
CoMakery平台完成并奖励给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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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推荐奖励 
● 研究表明，给钱是成功获得用户的有效途径。Vevue将利用激励用户推荐

计划提供真实的口碑，并通过奖励鼓励新用户。 
 
Vevue可以免费下载和使用。只要拥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制作视频和赚取代币的能力，

所有用户都可以参与应用程序内奖励、隔空投送和请求交换。回应请求在涉及到的地

理范围内对所有用户都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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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发展蓝图 
 
2019年第一季度 

● STO 种子期融资 
● 开始Android 开发 
● 开始iOS重新设计  
● 团队规模 

 
2019年第二季度 

● 发布Android的Alpha版本 
● 发布iOS的Alpha版本 

 
2019年第二季度 

● 发布Android和iOS版本的Beta Vevue 2.0 
● 获得大规模用户 
● 发布Vpay代币 
● 将USDC整合到Vevue中 

 
2019年第三季度 

● 推出STO/IAO 
● 发布VUE代币 
● 开启Vpay兑现为USDC 
● Vevue Beta 软启动 

 
2020年第一季度 

● 发布ID代币 
● 发布媒体代币 
● 法定货币网关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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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摘要 
 
Vevue具有可正常使用的iOS和Android程序，其中包含了白皮书中的大部分功能。

Vevue将在后续的版本中实现白皮书中的全部功能，以及未在文档中提及的部分模块。 
Vevue下载： 
 

iOS - https://testflight.apple.com/join/KW3xNeuV 

Android -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vevue.powe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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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风险 
 
投资者确认并同意，购买VUE、持有VUE以及使用VUE参与Vevue平台存在诸多风险。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可能导致已经购买的VUE的全部或部分丢失。 
 
7.1 不确定的法规和执法行动 
 
在许多司法管辖区，VUE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监管状况尚不明确或没有统一定论。虚

拟货币的监管已成为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监管工作的首要目标。我们无法预测监管机

构将如何、何时或是否会针对这些技术及其应用（包括VUE和/或Vevue平台）执行现

有法规或制定新的法规。监管行动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对VUE和/或Vevue平台产生负面

影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在以下情况下可以停止在管辖区内的经营活动：监管行

动、法律或法规的变更使在该管辖区内的经营活动变成非法行为，或商业上不希望获

得在该管辖区内经营所需的监管批准。 
 

在广泛咨询法律顾问及对虚拟货币的发展和法律结构进行连续分析后，公司将对VUE
的销售采取谨慎的态度。因此，对于代币销售，基金会可能会不断调整销售策略，尽

可能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公司正在与Zuber Lawler合作进行代币的销售，Zuber  
Lawler 是美国的一家公司法律事务所，在区块链和证券领域享有良好声誉。 
 
7.2 信息披露不足 
 
截至本白皮书发布之日，Vevue平台仍处于开发阶段，其设计理念、共识机制、算法、

代码等技术细节和参数可能会不断地、频繁地更新和变更。尽管这份白皮书包含了与

Vevue平台相关的最新信息，但它并不是绝对完整的，Vevue团队可能会不时地对其进

行调整和更新。Vevue团队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使VUE的持有者了解关于开发Vevue平
台这一项目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开发进度和预期的里程碑），因此信息披露不足是不

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 
 
 
7.3 人才流失 
 
Vevue平台的发展依赖于现有技术团队和专家顾问的持续合作，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拥有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任一成员的流失都可能对Vevue平台或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此外，团队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对于Vevue平台的整个开发过程来说至关重要。

团队内部发出冲突和/或核心人员离职，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都会对项目产生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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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开发失败 
 
出于多种原因，Vevue平台的开发存在无法按计划执行或实施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任

何数字资产、虚拟货币或VUE价格的下跌，不可预见的技术难题以及活动发展资金短

缺。 
 
7.5 安全漏洞 
 
黑客或其他恶意团体或组织可能试图以各种方式干扰VUE和/或Vevue平台，包括但不

限于恶意软件攻击、拒绝服务攻击、基于共识的攻击、女巫攻击、smurfing攻击和电

子欺骗。此外，存在第三方或公司成员或其关联公司有意或无意地在VUE和/或Vevue
平台的核心基础架构中引入漏洞，从而对VUE和/或Vevue平台产生负面影响的风险。

更进一步地说，通过使支持区块链协议的密钥协商机制失效，密码学或技术进步（包

括但不限于量子计算的发展）可能会对VUE和/或Vevue平台带来未知的风险。 
 
7.6 其他风险 

 
此外，以上简要提及的潜在风险并不详尽，还存在与您购买、持有和使用VUE有关的

其他风险（在条款和条件中进一步阐述），包括公司无法预料的风险。该等风险可能

会进一步发展成为上述风险的意料之外的变体或组合。在购买VUE之前，您应该对公

司、其关联公司和Vevue团队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并了解Vevue平台的总体框架、使

命和愿景。 
 
7.7 投资免责声明 
 
本文件为初步文件，属机密文件，仅供合格投资者使用。此文件既不构成出售要约，

也不构成招揽购买证券的要约。 
 

本文件是为了帮助潜在的合格投资者对我们公司进行初步评估而准备的，并不包含潜

在合格投资者可能需要的所有信息。潜在投资者应自行对公司及本文件所列数据进行

调查和分析。本公司不就本简报中所包含的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声明或保

证。 
 

本文件包含有关公司的期望、信念、计划、目标、目的、策略、对未来事件的假设的

声明以及其他非事实性质的声明。这些声明是1995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中所指

的“前瞻性声明”。这些声明可以通过使用特定的单词或短语来识别，包括但不限于“估
计”、“期望”、“预期” 、“打算”、“计划”、“项目”、“相信”、“预测”、“应该”、“可能”和其 
他类似表达。由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各种因素，实际结果可能与前瞻性声明中的结果存

在重大差异。接收者被警告说，任何前瞻性的声明都不能保证将来的业绩，也不能保

证管理部门的期望能够实现。这些前瞻性声明基于我们当前的信念和期望，并受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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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务和经济不确定性、风险和意外事件的影响。除此之外，这些声明还受制于对我

们未来战略的某些假设以及可能发生变化的其他情况。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一般

包括适用法律的变更、新的管理制度的实施、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和政治条件。我们不

承担更新任何前瞻性声明的任何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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