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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Smart City Eco 是一种解决方案，它基于游戏世界中项目创 

建者们以往的经验，以及网络经济中的一般经验。 

我们的项目以网络经济为基础，旨在解决项目创建者们所发现的问 

题。我们希望为所有网络经济开发一站式商店，这是一个由SCE代币

和人们共同支撑的虚拟世界。

我们希望为人们提供一个用于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并为那些希望聘 

用某人完成一些他们不想做或无法完成此工作的人提供解决方案，另 

外，还为其他ICO和合作伙伴提供外包平台。 

我们的Smart City将通过一个平台提供所有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建 
立一个购物中心，可以使用SCE代币从我们的合作伙伴处购买商品，  
并将商品送到您的家中。 

游戏被可能获得的利润所激励，其中所有升级和其他的游戏经济都通 

过SCE代币完成，这将为那些在我们的游戏中投入时间并发展自己的 

玩家们带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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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们将推出几款游戏，首先发布的就是基于浏览器的Smart 

City Eco，它主要模拟了区域间的虚拟经济和虚拟战争。休闲赌博以

及其它多个使用SCE代币的游戏也将启动。

这是一个社交平台，它将人们连接在一起，并为他们可能获得的就业 

机会提供个人简历，同时我们的平台也将提供安全且无法破解的多币 

种钱包。 

我们希望为我们的用户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 

务，并为加密市场面临的所有问题提供更简单  

的解决方案，以及更易于访问的服务，一个哪 

怕是初学者也可以理解的平台。 

此外，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安全的市场和更多的想法将会得到进一 

步发展，总的来说，我们正在为普通的加密用户建立一个超市，并为 

他们提供安心且愉快的在线体验，因为您不再需要从一个平台转移到 

另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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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度

想法诞生 & 项目创建

2018年第二季度

为项目开发投入初始资金

2018年第三季度
在交易所上市 

2019年第三季度
测试平台发布

2019年第四季度

合作伙伴卖家和游戏的
平台实现

2018年第二季度

团队组建和项目启动

2018年第四季度
最小化可行产品

2020年第一季度
BETA平台发布

路线图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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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区块链平台: WAVES

        代币总发行量: 10,000,000,000

    每个代币的价格: 0.01 $

        硬顶: 12,000,000 $

Smart City Eco面向全球所有主要 
的网络经济行业。 

我们希望提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解决方案，主要面向网络经济中最 

赚钱的领域。 

向全球市场和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产业进军，通过Smart City Eco，我们希望 

创建一个吸引大众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平台。 

智能解决方案将网络经济和游戏整合到一个智能平台。该平台将针对每一 

位玩家和在线消费者，为他们的所有网络需求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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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世界中的问题 一直在我们身边。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在加密领域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不可靠且管制疏松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技术不成熟的人往 

往会亏钱或被骗，人们往往会在安装和了解钱包以及理解加密时遇到问 

题，并且往往会犯一些错误。 

如今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缺少一个可以使用代币的市场。 

许多项目并没有为他们的货币提供解决方案和使用案例，我们认为像比特  

币这样的数字货币正在面临着他们自己的问题，却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因  

此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它将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  

此外，人们需要拥有10个钱包，并在交易所持有资金，在我们看来提取这 

些资金需要收取高额的取款费用，而且，它同样限制了普通用户的使用， 

因为他们在每种货币的数量有限，而且无法承担10% - 20%的费用。

另外，存入法定货币以换取比特币或其他货币也需要缴纳入场费。在这种  

情况下，人们大约损失了6% - 10%，因此，我们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并为上 

面提到的所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我们的开发团队注意到玩家动力的缺失，因此发现了许多在线 

游戏问 题，为此我们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现在，你可以想象 

一下，如果你在玩 游戏过程中可以通过在游戏中的进步而获 

得SCE代币的奖励，即每个玩家 都将根据他们的技能和在线王 

国的进步获得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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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存在的问题还有资金的安全性、黑客攻击的可能性以及资金的完全损 

失。 

速度和交易费用是目前比特币的主要问题之一。 

几乎所有加密货币的产品购买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大多数货币只能用于交 

易。   

而法定货币经济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货币得无限制印刷，导致货币渐渐 

失去价值。  

问题 

通过一些交易所使用信用卡进行投资的费用为6％-10％。  

从交易所到钱包的提款费（每个代币）高达20％。 

除了交易和投机之外，代币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对于代币 

消费和代币经济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使用加密货币的人来说，他们如果想要把钱花在  

某些产品上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除了作为储备和希望它  

升值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好处。 

用户必须使用多个钱包来保存加密货币，并且有许多不可靠 

的解决方案无法提供完整的安全解决方案。 

大多数代币并不为代币消费和流动性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它 

们可能有一个很棒的产品，但没有一个会使代币持有人获 

益，因为他们的代币没有流动性，除交易外没有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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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除了在交易所交易和价格投机之外，我们的代币将作为我们平台上发生的 

所有交易的燃料。 

我们的经济体系将运行在10,000,000,000个代币上，代币的创建主要用于 

平台（根据平台需求），我们的代币不会像法定货币那样因为印刷而损失 

价值。 

我们针对所有主要的网络经济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创造一个巨大的市场以 

及对代币的高度需求和使用来解决需求问题，并为此创造了巨大的需求。  

多币种钱包，将提供代币和大多数更流行的加密货币  

的安全存储，确保百分之百的安全，不可能被黑客攻 

击，金钱完全由用户进行控制。 

通过SCE代币购买产品，然后将其邮寄到您的家中。我

们计划实现许多合作伙伴卖家，他们接受SCE代币作为

付款方式，并将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其产品。我们计划  

专注于各类产品，引进中国商人，让我们的代币持有者 

可以购买到挖矿所需的软件产品和设备。  

在游戏中使用SCE代币进行升级，并投资于在线游戏经济，提供了盈利的

可能性，刺激了乏味的游戏系统，与目前那些没有目的和奖励的在线游戏 
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10页 白皮书 | 2018

当所有非美国居民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信用卡存款时，我们将提供最  

低的投资费用。取款费同样也很低。  

使用wave区块链的好处

Waves dex交易所
提供信⽤卡轻松存
款选项，最低的费
⽤，易于使⽤，下
载只需⼏分钟。

交易速度
快，⼏乎
  是即时
的。

为我们的平
台和我们的
⽤户使⽤
Waves区块
链的好处

受⽤户私钥
控制的资⾦
百分百安

全。

在DEX交易所
进⾏的代币交
易⾮常简单且
安全，可以将
资⾦存⼊钱包

中。

低交易费
0.003Waves=

0.018美元，相⽐之
下，以太坊每笔交
易需要⼏美元。



第11页 白皮书 | 2018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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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扩张 我们的团队将在ICO完成之后进 

进行扩张，我们将寻找有才能的人来增强我们的团  

队。我们将组建一个团队，为需要实现的平台升级 

作准备。我们将组织这个工作，在各部门的个别负 

责人的几个行业建立团队。  

我们平台所需的合作伙伴将在完成并发布最小 

可行化产品的Web浏览器版本后实现。我们需要寻找对 

外包工作感兴趣的合作伙伴，并让他们在我们的平台上 

列出工作机会，我们的平台将成为中间人。 

我们需要找到那些对于在我们的平台销售产品感兴趣 的合作伙伴，并且我

们计划主要寻找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提供廉价的技术产品，满足挖矿设 

备和各种产品的需求。  

我们还会找到所有感兴趣的在线零售商， 他们将在5 

星评级系统下运营，作弊者将无法获利，因为付款将 

被锁定，直到买家确认他收到货物，并且对该产品表 

示满意。此外，我们将着眼于防止回报诈骗，并且将 

会提供方案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购买问题。  

寻找合作伙伴将一直持续到我们alpha版本的发布，一旦发布之后，我们的 

用户将能够测试所有领域，并使我们能够评估用户体验并应用所需的改 

进，使我们的平台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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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合作

伙伴卖家那里

使用代币购买

产品

在线游戏虚
拟经济的运
营由SCE代
币⽀持

SCE代
币使⽤
案例

在线⼯作
使⽤

SCE代币
进⾏⽀付

⽹上赌博，各
种各样的赌博
类游戏使⽤

SCE代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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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购物和电
⼦商务是⼀项
价值数万亿美
元的商业活

动。

⽹络游戏
是⼀个价
值数⼗亿
美元的产

业。

平台的其他领域并不
⾮常⼴泛，但它们提
供的⼀站式服务将使

它独⼀⽆⼆。

在线博彩是
⼀个价值约
为数⼗亿美
元的产业。

我们的平台⾯向针对性
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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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销售资金分配

代币分配

平台开发

60% 

团队

10%

营销

20%

法律

10%

保留未售出的
代币直到平台

发布 40% 

在平台发布之
前，团队付款
无法使用

10%

ICO销售高达 

45%

PRE-ICO 营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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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信息&免责声明 

要想参与众筹，买方必须同意以上所述的所有内容，尤其是他们必须声明 

并保证他们已经理解以下内容： 

SCE对本项目开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损失概不负责。购买

代币的行为完全由您自己负责，而且您需要理解的是，SCE正

处于试验阶段且仍有可能发生变化，SCE不对于任何因为投资  

SCE代币而可能发生的损失承担责任。 

请仔细阅读白皮书附带的条款和条件。同意上面的全部内容并 

接受该条款与条件的法律约束。 

根据其住所地适用的法律，被授权并有权购买Smart City Eco 

代币。 

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美国居民。 

所居住的辖区允许Smart City Eco（SCE）通过众筹出售 

（SCE）代币而不需要任何当地授权。

熟悉他们所在的特定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相关法规，并且在该 

司法管辖区购买加密代币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受任何其他法律 

条件的约束。 

不会将众筹用于任何非法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洗钱和资助恐怖 

主义。  

充分了解加密代币的性质，在处理加密代币和货币方面，以及  

基于区块链的系统、服务的使用和复杂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和功能上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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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Smart City Eco代币，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访问Smart City  

Eco（SCE）平台。代币经济非常具有创新性。任何代币都可  

能受到监管行为的影响，包括对所有权、使用或拥有的限制。  

监管机构或其他情况可能要求SCE机制进行全部或部分的改变  

。 因此，我们可能会修改机制以符合监管要求或其他政府或商 

业义务。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我们所计划的机制在其最终版本中是正确 

且合适的。 

加入我们的愿景，建设
一个真正的智能化在线

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