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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宇宙不是你所爱之人的家园，那么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斯蒂文·威廉·霍金

我们相信，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平行宇宙。那是理

想中的家园，寄托着我们最美好的梦想和希望。

在这里，每个人都拥有富裕的生活和良好的保障，与亲人和朋友共

享人生的美好，不必为未知的风险担惊受怕。

在这里，每个人的工作不再是日夜重复的忙碌，而是一份充满成就

感的事业，带来物质和心灵的双重满足。

在这里，每个人个性和想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尊重，有权按照自

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和工作，享受着最大程度的自由。

在这里，每个人无需再为自己所处的阶层所困扰，不再有高低贵贱

之分，只有人人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每个人都拥有民主赋予的权力，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 参

与社会的治理并带来改变和进步。

我们把这一切的一切统称为：正义。

我们如此地向往这样一个正义的平行宇宙，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

现实世界是如此的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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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鸿沟，社会不公，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让大多数普通人的生

活显得不那么美好。

我们迫切希望改变这一切，却又总是倍感无力，距离我们心目中的

平行宇宙似乎越来越遥远。。。

幸运的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因为，区块链技术的诞生为我们

带来了新的希望。

依托区块链技术，我们终于有可能以代码的形式将我们长久以来所

追求的美好理想以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方式写在永不磨灭区块链上。

对此，我们备受鼓舞，欣喜若狂。

我们决定竭尽全力，用我们所有的智慧，力量和勇气为人们呈现那

个我们心目中正义的平行宇宙。

这也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利用技术手段建立一个独立存在于现实

世界之外，遵循新的规则和制度，永存永续的理想家园。

我们称之为正义宇宙，Justice Universe。

在这里，我们崇尚自由。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行为自由，表达自由

和思想自由，从而自由地参与和构建正义宇宙。

在这里，我们崇尚平等。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一起为

正义宇宙做出自己的贡献并获得和付出相匹配的回报。

在这里，我们崇尚民主。每个人都被赋予民主的投票权力，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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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建立起链接，通过公平公正的制度，决定正义宇宙的现在和未来。

在这里，我们同样创造财富。通过合理并且设计精妙的经济体系，

为所有正义宇宙的参与者带来丰厚的财富增长。

我们邀请同样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理念的人们参与我们建立正义

宇宙的伟大创举。

无论你在现实世界的现状和阶级是什么，在正义宇宙中，你和所有

参与者一样拥有撰写在区块链上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也承担着相应

的义务。

你可以为这个平行宇宙的构建和发展做出贡献，实践你所认同的理

念。你也有权参与制定规则和制度，按照你理想中的样子塑造正义宇宙。

你也将收获属于你的财富，真正实现属于你的财富和心灵自由。这

就是我们创造正义宇宙的初衷。。。

此外，作为区块链技术的信仰者和布道者，我们也热切的希望， 通

过正义宇宙，为我们所身处并热爱的区块链行业带来改变。

我们将始终基于自由，平等，民主原则，链接起区块链行业的方方

面面，如社区，交易所，资本，媒体，区块链项目等。用我们的理念感召

大家一起参与到正义宇宙中来，并且同样遵循正义的规则和理念，找回自

己从事区块链行业的初心。携手改变行业现状，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区块

链技术的不断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收获正义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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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将勇往直前，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让正义宇宙与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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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正义都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

首要价值一样。

每一个人都拥有基于正义的权利，这种权利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

名，也不能侵犯。

任何一套法律或制度，不管它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废除或改造。

虽然，自古以来，不同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一词有着不同的

解释。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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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永恒的意义”。

而现代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 - 罗尔斯（John Rawls）在其经

典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 中则更精确地阐述了正义

二原则。

但是，无论对于正义的解释是否精准，也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社会

如何变迁，正义，始终是人类文明自创立之初起就一刻不曾停止追求的价

值观。正义，同样是我们创造正义宇宙的终极愿景。为此，我们将努力在

正义宇宙中践行自己对于正义的理解，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理解的正义？

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如果满足几个基本的要素，可以称之为正义的

社会。

这些要素包括：安定幸福的生活，分配公平的事业，受保障的权益，

公正的法制，稳定的财富积累以及参与治理的权力。而构成这些要素的基

石则是自由，平等，民主，这三者也是正义宇宙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

因为拥有了自由，人们可以不受限的进行思考，充分的表达自己的

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从而将自己的潜力和才智发挥到极限，

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

因为拥有了平等，阶级差异和鸿沟将不复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

的摩擦将降到最小，人们将被无障碍的链接起来，最高效的实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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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协作并且公平的分配成果。

因为拥有了民主，对规则和制度进行改变与进化的权力将被交到大

众手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一起，用选票改变现状并

决定前进的方向。

我们相信，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石之上，人们创造财富的效率

将被提升到最高，为实现正义宇宙的愿景打下同样坚实的物质基础。

现在，我们清楚地定义了正义宇宙的理念和愿景。为了将它们变为

现实，我们需要依靠区块链技术。

因为区块链技术解决了信任问题，使得人类可以建立更高层次的共

识，这将为社会与制度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区块链技术带来的

去中心化和不可造假又避免了传统中心化社会的各种问题，例如不公开，

不透明，造假，权力高度集中等等。

所以，依靠区块链技术，我们得以在正义宇宙中实现我们的愿景，

把正义宇宙打造成为自由，平等，民主的财富绿洲。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正义宇宙项目，为我们所信仰的区块链

行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解决区块链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重塑行业生态环

境，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进化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认为，当前的区块链行业正面临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亟待解

决。

• 区块链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

目前，许多打着区块链旗号的项目要么是没有真实使用区块链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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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伪区块链项目，要么就是生搬硬套区块链技术去解决一些根本无需区

块链技术，利用传统互联网技术就能够很好处理的问题。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没有发挥出区块链真正的优势和价值。

而在我们看来，区块链最适合用来寻求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共识， 然

后用其副产品加密货币搭建相应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激励和加强共识。

所以，在正义宇宙项目中，我们将让区块链去做它该做的事情， 充分发

挥区块链的核心优势，随之带动整个行业重新思考区块链的真正价值并将

其呈现出来。

• 行业乱象丛生，缺少基本的正义准则

在当下，区块链行业的从业者们，并不是携手共进，一同做大市

场蛋糕。而是互相博弈，争抢日益萎缩的市场蛋糕，甚至为此伤害彼此，

最终的结果是让所有人的利益和整个行业受到损害。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希望通过正义宇宙项目作出表率。在正

义宇宙中，我们将坚定的贯彻构筑在自由，平等，民主之上的正义理念，

链接起区块链行业生态，感召所有从业者参与正义宇宙并认可我们的

理念，使正义成为行业共识和准则，扭转行业乱局，根本上改善行业

形象和环境。

• 缺少新鲜血液注入

价值的缺失和行业的乱象，导致了第三个挑战，即行业缺少新鲜血

液的注入。 无论是人员还是资金，当前的区块链行业都严重缺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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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陷入存量博弈的尴尬境地，限制了行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

对此，我们的项目将通过各种巧妙的体系和机制设计，最大限度扩

张正义宇宙，不仅链接起所有本行业的从业者，同时也更多的召唤行业外

的人们参与进来。体验区块链的技术，感受区块链的魅力，收获区块链的

财富，认可区块链的理念，最终产生对区块链的信仰。与我们一起努力把

区块链的思想传播到更广大的人群中，直至地球每一个角落，为区块链行

业带来大量的增量人员和资金，让行业的发展重新提速。

当我们帮助区块链行业解决了以上三个挑战时候，整个行业的生态

环境和形象将得以重塑，并再次进入欣欣向荣的状态，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言以蔽之，正义宇宙项目的成功，将带来区块链行业的成功。正

义宇宙要为世人创造的的不仅是一个正义的平行宇宙，还有一个正义的区

块链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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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宇宙，Justice Universe（以下简称 JUST），是一个基于

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平行宇宙。

在 JUST 中，遵循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给予所

有人财富，进而达成 JUST 的终极愿景 --- 正义。而这一切将通过技术，

体系和机制创新予以实现。

首先，JUST 拥有坚实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包括 JUST 公链，

JUST 钱包，JUST 跨链身份系统，JUST 功勋算力系统，JUST 广告

分发系统等，构成 JUST 去中心化，稳固的技术底层。而在这些基础设施

之上，运行着 JUST 的经济体系和治理机制。

JUST 经济体系包括 JUST 核心交易媒介 --JUST Coin，动态平

衡机制，跃迁，储备金制度等。这一体系是经过周密设计的，并且参

考了现实世界中被证明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有能力保持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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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经济体系和生态的持续稳定。

JUST 治理机制的核心是直接民主和社区自治。每一位 JUST

成员都被区块链技术赋予了不可剥夺的公平投票权，能够用于参与

JUST 治理并决定 JUST 中各种核心要素和重大决策，让 JUST 变得

更好。

未来，JUST 将实现完全的社区自治，由所有成员决定 JUST 的

未来，使 JUST 成为自我运行，永存永续的平行宇宙。

而在 JUST 基础设施，经济体系和治理制度完善之后，JUST 将

进一步构建其去中心化生态应用矩阵。如区块链互助，区块链保险，

区块链 OTC，区块链借贷，区块链投资基金，基于区块链的游戏娱乐

等等。为 JUST 成员呈现完整，有益，有趣的 JUST 生态，反过来促

进 JUST 的成长，让 JUST 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乐土。

我们在JUST 的设计，构建以及发展过程中，从始至终的贯彻自由，

平等，民主核心理念，并且源源不断的产生财富，为所有人带来全新的世

界以及财富和心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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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

JUST 的Logo 主体框架采用等边三角形的结构，以几何的对称

之美表达 JUST 中三项核心理念：自由、平等和民主之间平衡、稳定

的关系。

• 自由

自由是人类毕生的追求。虽然理想中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财

富自由，在当前存在种种问题的现实世界里很难实现。但是在 JUST 中，

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每位 JUST 成员都拥有区块链技术所保障的，

不可剥夺的自由。

在 Logo 设计中，我们用展翅的雄鹰代表自由。

• 平等

人生而平等，JUST 中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平等的，财富的分配和劳

动的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是基于数学公式和代码的平等，是 JUST 的基

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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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o 设计中，我们用天平代表平等。

• 民主

JUST 的治理权力属于所有成员。每个人都能和拥有相同观点和理念

的人一起，对 JUST 进行治理和改变。民主，将为 JUST 带来不断进

化和升级的内生动力。

在 Logo 设计中，我们用议会的法槌代表民主。

基于上述设计理念，我们结合雄鹰，天平以及法槌的特征在倒等

边三角形的主体框架上演化出了 T 字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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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绿洲的水滴

在 Logo 中轴线的顶部，有一颗晶莹的水滴，水是生命的象征， 更

是绿洲的源泉。JUST 是一块建设在区块链之上的乐土，是人们心中仅存

的理想国。人们在并不美好的现实世界中生活，就像旅人在干渴的沙漠中

艰难跋涉，而 JUST 所创造的平行宇宙，正是旅人们所热切向往的，拥

有美好品质和愿景的财富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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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财富绿洲的钥匙

在 JUST 的正义秩序中，人们通过努力劳动和互相协作，最终开启

了财富绿洲的大门，我们以钥匙的形状作为 Logo 的中轴线，表现人们

对正义的向往和对财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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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财富的货币符号

JUST 不仅实现正义，同样创造财富，为每个参与其中的人带来物质

回报。所以在 Logo 的中部，以变形的字母 J 盘踞在中轴线上的设计构

建出象征财富的货币符号。

综合所有我们想表达的理念和思想，JUST 最终的 Logo 是

一个经过变体的字母 J 与 T 的结合。通过抽象缩写的方式表达了

Justice，正义，即我们创造 JUST 的最终愿景。

JUST 这样一个代表了自由，平等，民主以及财富的正义的平行宇宙

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最终取得通往财富绿洲

的钥匙，开启属于自己的财富自由和心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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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诞生了比特币，区块链技术也因此走入人们的

视野。区块链使一切变得透明，为过去高度中心化垄断化的秩序， 带来

了共享透明的去中心化改变。比特币不仅创建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重

新定义了货币的价值。

JUST 利用区块链技术，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用思想和代码来建设

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引领人类未来生活的方向。

JUST 将采取以下的设计逻辑进行构建：

• 动态平衡的 JUST 代币发行机制

• 完整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 直接民主与社区自治

• 快速扩张的裂变网络

• 合作共赢的 JUST 生态

下面我们将详细描述这几个核心的设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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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平衡的 JUST 代币发行机制

对于任何一个架构在区块链技术上的项目来说，代币是其经济系统

的核心。代币发行和调控机制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项目的成败。

在JUST 中， 将发行代币 JUST Coin（ 以下简称 JT）， 作为

JUST 生态系统内基本流通单位的别称，也是其唯一的商业与金融传

递媒介。

JUST 的经济体系将围绕 JT 进行设计，借鉴了许多著名区块链项

目经济体系设计的经验和教训。最终形成适合 JUST 理念和愿景， 并且

能够稳定运行的经济体系。

JUST 的经济体系将解决普遍存在于区块链项目的两个问题：通货膨

胀和缺乏调控机制。

通货膨胀主要由代币的持续增发造成，后果是价格的不断下跌。而

缺乏调控手段则造成社区对于项目经济体系上的问题无能为力。最终的结

果是整个项目因为经济系统的毁灭而走向失败。

因此，JUST 针对性的借助 JT 动态平衡发行机制以及储备金制度

（又称为上帝之手），建立 JT 调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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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平衡发行机制是指根据 JT 的理论发行量和实际使用量，实时

调整 JT 的发行量，确保 JT 发行量始终处于合理范围。

而储备金制度则是利用一部分主流加密货币和 JT，像上帝之手一样

对整个市场进行调控。

这两种机制互相协调，保障 JUST 中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行，维护JT

价格，让整个 JUST 生态始终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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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JUST 为了实现正义愿景并解决当下过度中心化所带来的问题，

将打造非常完整的去中心化基础设施。

目前，JUST 已经建成了如下的基础设施：

• JUST 公链

• JUST 钱包

• JUST 跨链身份系统

• JUST 功勋算力系统

• JUST 广告分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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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 JUST 基础设施，将成为整个 JUST 的规则和制度运行

的技术底层，以及思想和理念存在的土壤。帮助 JUST 快速的建立起一个

拥有巨大用户基数的社群组织，同时让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核心价值能

够在这样的一个社群组织中得以实现，并且进一步的支撑更多的去中心

化生态应用，满足社群的更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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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民主与社区自治

民主的简单定义就是将一个实体的决策权从单一群体手中，移交

到更广泛的利益相关群体手中。

现行的中心化体制，不仅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也制造了各

种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各种经济资源都被资本

完全控制了，公司对公共资源的垄断，往往造成人为的短缺， 导致经济

失衡，限制劳动者获得财富增长的机会从而削弱了其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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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UST 中，将要彻底打破这种垄断，通过选举的方式在 JUST

中实现直接民主与社区自治，把权利和资源交还给大众。具体来说， 整

个 JUST 中的核心要素和重大决策都可以通过投票决定，而投票权掌握在

JUST 的每一个成员手中，任何成员都有权参与决定整个系统的启动、存

续、发展、分配和改革。

通过投票，整个系统运行的核心要素将由社区全体决定，这样既能

保证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性，又可以让权利回到民众的手中，从而在治理

层面实现民主自治。

直接民主和社区自治，是 JUST 能够始终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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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扩张的裂变网络

只有大量的用户参与 JUST，这个正义的平行宇宙才能够逐渐健壮和

强大，才能够繁荣和富足，让每一个 JUST 成员分享到更多的收益。JUST

生态也会因此更加丰富和完整。

因此在 JUST 中，将建立裂变网络，采用裂变扩张的方式，召唤更

多人参与 JUST，带来 JUST 的扩张。在此过程中，对于裂变网络有贡

献的 JUST 成员将获得奖励。随着奖励价值的不断提升，裂变网络将加

速成长。

此外，为了进一步刺激 JUST 的壮大，系统在每个区块周都会进行

彩蛋空投，将有价值的数字资产回馈给参与者，激励大家踊跃参与JUST，

并为 JUST 的扩张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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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 JUST 生态

一个生态系统的完善不能仅仅依靠单方面的力量，在 JUST 的完

整生态中，各种应用的加入不可或缺。JUST 生态建设的逻辑是，先由

创世团队牵头打造基础的生态应用矩阵，再通过使用生态建设基金， 激

励更多的人参与到 JUST 生态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加入 JUST 并

造福参与者，整个 JUST 生态会更加完善，不断扩大参与者的共识，

从而实现共赢。

在 JUST 生态的建设方向上，将着重于基于区块链的金融类和游戏

类应用。JUST 成员将在各种基于区块链的金融类应用中获得财富上的收

益和保障，而有趣的游戏类应用，将有助于吸引新用户了解并关注 JUST，

进而加入到 JUST 中来，促进 JUST 的进一步扩张。



35



36

简介

JUST Coin（简称 JT）是JUST 中基本流通单位的别称，也是

其唯一的商业与金融传递媒介，以及承载 JUST 全部财富的价值载体。

除了用于支付外，它还拥有创建 JID，竞标广告位，搭建超级节点，

彩蛋空投等多种用途。同时，在 JUST 的生态应用中，JT 也将具备多

种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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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JT 基于 JUST 公链发行，初始参数如下所示。未来，根据 JUST

的运行和发展情况，可通过投票的方式对部分参数做出调整，使之更好的

满足 JUST 发展的需要。但是，参数调整的前提是在 JUST 公链上发

起相关提案，并获得多数 JT 持有者的赞成票。

总发行量 400,000,000JT

共识方式 PoS

区块间隔时间 5S

区块大小 最大21MB

初始区块产量 2 JT

预期减产周期 3,153,600 Blocks

预期减产比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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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挖

JUST 总 计 发 行 400,000,000 枚 JT， 由 公 开 预 挖 的

60,000,000 枚 JT 和动态平衡发行的 340,000,000 枚 JT 组成。

预挖的 60,000,000 枚JT 中，46,552,030 枚JT 进入跃迁空间，

支持 JUST 参与者使用数字资产篮子（DAB）进行跨链兑换。

剩余的 13,447,970 枚JT 构成JUST 生态建设基金，用于启动

并发展 JUST 生态，促进 JUST 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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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平衡机制

除去预挖的 60,000,000JT， 其余 340,000,000JT 将采取动态平衡

机制进行发行。

JT 的动态平衡机制是指基于多种因素来动态地设置关键变量，平衡

的调整 JT 发行量和分配方式的机制。有效的管控并调整 JT 的发行量，

使用量，流通量三者之间的关系，保障 JUST 中各经济要素稳定与金融

生态平衡。

这一机制的基本规则是：假设每一个区块周 JT 的产量是 T，将

被分为 A，B 两部分，各占该区块周 JT 产量的 50%。其中 A 部分的

JT 由超级节点分享，B 部分根据前一区块周 JUST 全网创建 JID 所消

耗的 JT 数量 D进行分配。

如果 D >= B，那么 B部分的全部 JT 将进入功勋算力系统作为

奖励。

如果 T*25% < D < B，那么相当于 D数量的 JT 将进入功勋算力

系统作为奖励。而其余部分，即 B 减去 D 的差值，将被系统回收销毁。

如果 D < T*25%，那么依然会有相当于 T 的 25% 的 JT 将进入

功勋算力系统作为奖励。也就是说，每个区块周 JT 产量中至少 25%

将用作奖励为 JUST 扩张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举例来说，假设即将开始的当前区块周 JUST 公链的理论产量是

200,000 枚 JT，那么这些 JT 中的 50%，即 100,000 枚 JT 将由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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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节点分享。其余的 50%，即100,000 枚 JT， 则根据前一区块周

的 JUST 运行情况进行分配。

假设，计算出前一区块周 JUST 全网用于 JID 创建的 JT 数

量一共是 90,000 枚 JT，那么进入功勋算力系统的 JT 数量即为

90,000，其余的 10,000 枚JT 将被系统回收销毁。

此外，遵循 JUST 民主理念，JT 动态平衡机制支持 JUST 成员对

这套机制的运作方式提出建议，并发起相关提案，最终通过民主投票的形

式决定这一机制具体如何运作。相关提案只要获得多数人的投票支持，那

么该提案将被通过，JT 发行机制将立即得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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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产篮子

数字资产篮子，Digital Asset Basket（以下简称 DAB），是

指 JUST 中一系列数字资产的统称。将包括市值和流动性排名前列的

各种加密货币，以 USDT/DAI 为代表的各种稳定币，主流交易所的

平台币等。在 JUST 中，统一将它们称为 DAB：数字资产篮子。

JUST 中可以使用 DAB通过跃迁的方式兑换 JT。

在初期的DAB 中，支持 BTC/ETH/BNB/VDS 这4 种加密货币。

随着跃迁的持续进行，DAB 将引入越来越多种类的主流加密货币，

同时也会支持一些新兴的热门币种 。任何持有人数较多，社区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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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货币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加入到 DAB 并参与跃迁。

未来，在技术条件允许和社区投票通过的基础上，JUST 还可能

引入现实世界中的多种资产。通过将它们加入 DAB，可以更好的扩大

JUST 的资产规模，为 JUST 奠定更稳定长期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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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金

JUST 储备金，又称为“上帝之手”，是 JUST 经济体系的创新，

是保障 JUST 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储备金有两个主要作用：JT

的价值锚定物以及 JUST 经济体系的宏观调控工具。

在全部参与 JUST跃迁的 DAB中，将有 40%的DAB成为储备

金。储备金将有以下几个主要作用：

• 储备金可以使每一个 JT 的背后都拥有一定价值的数字资产作

为金融基础，保证 JT 的价值稳定。

• 储备金可以被用于 JUST 的调控机制。在必要的时候从市场上

回购 JT 从而控制 JT 的流通量，维护 JT 价格，让 JUST 的金融秩序

运行在平稳的轨道上。

• 储备金可以被用来进一步激励 JUST 的跃迁和裂变，使得

JUST 始终保持活跃的发展势头。

储备金是 JUST 的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 JT 价值的坚强后盾。

在JUST 中，JT 的发行和 JUST 储备金是一个相辅相衬的关系。

未来，在 JUST 进入稳定运行期之后，储备金将会以各种形式向社

区进行返还并最终交由治理委员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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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物理学家在观察量子的时候，发现每次观

察的量子状态都不相同。它们的状态常常是分立的，从一个状态到另

一个状态的变化往往是跳跃式的。科学上把这种量子微观状态发生跳

跃式变化的过程，称为跃迁。

由于宇宙空间的所有物质都是由量子组成，所以科学家推测，既然

每个量子都有不同的状态，那么宇宙也有可能并不只是一个，而是由多个

类似的宇宙组成。

可见，正是得益于现代量子力学的科学发现，才有了平行宇宙概念

的提出。而量子所发生的跃迁，则是从物质层面构建平行宇宙的必然过程。

在JUST 中， 支持 DAB 向JT 的跃迁， 即通过 DAB 兑换 JT。

这也正是现实世界向平行宇宙转变，在物质上构建 JUST 这一平行宇

宙的必要过程。

JUST 设计了跃迁空间作为DAB 向 JT 的兑 换 通 道， 总 计

46,552,030 JT 将被投入跃迁空间，而存入 JUST 的DAB 也会同时

进入此处。DAB 兑换JT 的具体比例的设定，参考了整体的 JT 发行量，

储备金，加密货币市场情况等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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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空间总共被分为 2000 个兑换阶层。最初阶层参与兑换的JT 数

量为 140,000。此后每向下一个阶层参与兑换的 JT 数量相对上一阶

层递减 0.3%，直至最后一个阶层参与兑换的 JT 数量最终减少至 345。

同时，除创世阶段的 100 阶层外，每阶层参与兑换的 DAB 恒定价值

为 40,000 U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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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币种

目前，JUST 的跃迁支持 BTC/ETH/BNB/VDS 四种加密货币

组成的 DAB 参与，未来还将支持更多主流加密货币和各种稳定币，

热门平台币以及经过确权的金融资产等。这也意味着 JUST 将吸引更

多的加密货币社区成员，以及传统金融用户参与进来，扩大 JUST 的

共识。

之所以在初期会选择 BTC/ETH/BNB/VDS 这 4 种加密货币的

原因主要如下：

• BTC 是加密货币的鼻祖，以及区块链思想和精神上的图腾。

另外，从市场角度讲，它的知名度最高，市值所占的比例也是最高。

可以说 BTC 的价格就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荣衰的指标。

• ETH 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代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直到今

天，ETH 的技术团队依然是最优秀的区块链技术团队之一。ETH 的

生态最完整，应用也相对最多，而且由于充分的去中心化，也成为了

金融类应用的首选平台。

• BNB 是主流交易所平台币和新一代公链的典范。我们认为

交易所平台币是区块链技术不断成熟的标志，通过平台币，用户和平

台的粘性不断增强，实现了价值上的共赢，因此 JUST 希望通过支持

BNB，让主流交易所的用户都可以加入到 JUST 中来。

• VDS 是新一代区块链业态的代表。VDS 创新的共振和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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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创造了新的区块链项目范式。 同时，VDS 的社区化运作模式也

为行业广泛接受，带来了区块链项目运作模式上的改变和进化。因此，

为了向 VDS 致敬，JUST 将支持 VDS 参与跃迁，并召唤所有 VDS

社区关注并加入 JUST，再次见证辉煌。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DAB 与JT 的跃迁过程是单向的，也就是

只能使用 DAB 通过兑换 JT，而不能使用 JT 反向兑换 DAB。

由于 BTC/ETH/BNB/VDS 各自公链交易确认时间不一， 因此

JUST 会根据不同公有链的技术特点制定确认时间标准，只有当跃迁

空间确认了受到相应的DAB 资产，才会进入跃迁阶段。一旦跃迁完成，

JT 会自动发放到用户的钱包中。

JUST 中跃迁的速度会受到诸如参与跃迁人数，JT 的供需关系， 动

态平衡机制，调控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当跃迁空间中没有剩余 JT 用于兑换，但仍有跃迁需求的时候，

所有参与跃迁的请求会进入排队状态，排队顺序以 DAB 进入跃迁空

间的确认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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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规则

JUST 的跃迁空间总共分为 2000 个跃迁阶层，从 1 层到第

2000 层，按照层数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创世跃迁阶段与常规跃迁

阶段。

其中，第 1-100 阶层为创世跃迁阶段。在这一阶段，用户可以享受

少量的高倍奖励。创世阶段有且只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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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跃迁阶段完成以后，所有的跃迁阶层（101 层 -2000 层）

都是常规跃迁阶段。

在常规跃迁阶段，综合 DAB 的种类，JUST 参与者数量，JT 发

行量，JT 使用量等多种因素，DAB 和JT 的兑换比例也会相应地改变。

跃迁空间的JT 分配呈倒三角形，由不同兑换比例的跃迁阶层组成。

跃迁空间中的 JT 数量决定了当前所处于的跃迁阶层，以及比例。

跃迁空间中每个跃迁阶层的基准 DAB 容量为 40,000 枚 USDT

等价的数字资产，这是基于跃迁的动态比率与 JT 进行单向兑换的上限，

总共为 2000 层。

跃迁创世阶段首先进入的倒三角的顶层，即第 1 层，如果不考虑

创世阶段的跃迁奖励倍数，该层的 40,000 枚 USDT = 140,000 枚

JT，即 1 枚USDT 可兑换 3.5 枚JT；

由于每个相邻阶层的 JT 数量差为 0.3%，即下一阶层总是比上一

阶层的 JT 数量少 0.3%。所以，如果不考虑创世阶段的跃迁奖励倍数，

第 2 层的 40,000 枚USDT = 139,580 枚JT，即 1 枚USDT 可兑

换 3.4895 枚JT；

以此类推，如果不考虑创世跃迁阶段的跃迁奖励倍数，第 3 层的

40,000 枚 USDT = 139,161 枚 JT，即1 枚 USDT 可兑换 3.479

枚 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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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随着跃迁的持续进行，如果层数不断向下延伸，单位

USDT 换取的 JT 数量是越来越少的，JT 的单位价格是越来越高的。

当 跃 迁 推 进 到 达 最 底 部 的 第 2000 层 时，40,000 枚

USDT=345枚JT，即1枚USDT可兑换 0.008625枚JT。也就是说，

第 2000 层每 1 枚 JT 的价格是 115.94 U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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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为了控制 JT 的流通量，维护 JT 价值稳定和JUST

健康发展，JUST 的发行遵循动态平衡机制。根据这套机制， 如果有部

分 JT 流入跃迁空间，那么可能引起跃迁阶层和兑换比例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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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跃迁阶段

在JUST 的整个跃迁过程中，最上部的 100 个跃迁阶层（即 1-100

层）被称为创世跃迁阶段。在这一阶段，用户最高可以得到 4 倍的跃

迁奖励。

具体设定如下：

1-20 层：享受 4 倍跃迁奖励

21-50 层：享受 2 倍跃迁奖励

51-100 层：享受 1.2 倍跃迁奖励。

创世跃迁意味着， 获取同样数量的 JT 所花费的成本下降相应

的倍数。例如，若不考虑跃迁奖励，在跃迁空间的第 1 层中，1 枚

USDT 可兑换 3.5 枚 JT，而由于该层享有 4 倍跃迁奖励，那么实际

上 1 枚USDT 可兑换 14 枚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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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 DAB 分配

参与 JUST 跃迁的 DAB，将会根据以下的比例分别进行分配。

40% DAB 将转化为储备金。

10% DAB 将转化为治理委员会基金。

15% DAB 将转化为幸运彩蛋，定期奖励给 50位幸运成员。

35% DAB将转化为裂变彩蛋，定期奖励对 JUST扩张贡献最大

的前 100 位成员。

在每一个新的区块周开始的时候，JUST 底层的定时智能合约将启动，

将前一区块周参与跃迁的 DAB 按照相应比例，划归到专用地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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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与 ICO 的不同

在JUST构建过程中投入到跃迁空间的 DAB，100%都将以不

同形式，逐渐完全回馈给所有的 JUST成员和整个 JUST生态。

其中的 50%的DAB将会转化为彩蛋，由参与 JUST并做出贡

献的成员们分享，践行多劳多得的分配正义。

另外 50% 的 DAB 将转化为储备金和治理委员会基金，作为

JUST 经济体系的锚定物和稳定器， 以及未来持续运作的基金。在

JUST 构建期间，储备金将通过各种形式返还给 JUST 成员。而在生

态稳定运行，社区完全自治之后，剩余的储备金和治理委员会基金将

交由治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同样秉承公开，透明，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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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的应用场景

在 JUST 中，JT 被应用在 JUST 生态中的各个场景中。在不同的

场景中，JT 有不同的使用方法，规则，以及数量，具体细节则会在本白

皮书相关部分做详细描述。这些场景包括但不限于：

• 创建 JID

用户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 JT 才能创建自己的 JID， 正式成为

JUST 成员。

• JUST 公链转账手续费

在JUST 公链上任何一笔交易都需要一定的 JT 作为手续费。

• JAD 广告分发系统

JUST 成员需要使用 JT 参与 JAD 广告位的拍卖。

• 搭建超级节点

JUST 成员需要锁定一定数量的 JT 才可以搭建 JUST 超级节点，

享受一定的超级节点权益。

• 搭建轻节点

JUST 成员可以通过锁定任何数量的 JT 成为轻节点，并且将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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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 JT 委托给自己信任的超级节点，分享收益。

• 提案和投票

JUST 成员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 JT 发起提案，对 JUST 的一些

关键要素做出改变。而参与投票的 JUST 成员，也需要锁定一定数量

的 JT。

• JUST 生态应用

JUST 生态包含了很多应用，从各种金融类应用到游戏娱乐类应用不

一而足。而 JT 在这些应用的创建，运营过程中，都会起到核心交易媒介

的作用。因此，随着 JUST 生态的不断完善，JT 会在整个JUST 生态

中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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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 的调控机制

前文说过，JUST 经济体系是否能保持稳健的增长，直接决定了

JUST 的正义愿景能否顺利实现。因此，JUST 经济体系在设计过程

中借鉴了一些被证明是有效的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形成了一套完善

的 JT 调控机制。

这套调控机制的核心目标是：控制JT 的流通量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从而赋予 JT 一定的稀缺性，使 JT 的价值稳定提升。

JT 的流通量主要由 JT 的发行量，使用量，锁定量，以及回收量这

几个要素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表达：

流通量 ≈ 发行量 – 锁定量 – 使用量 – 回收量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控制 JT 的流通量，需要将发行量控制在合

理范围，并且提高锁定量，使用量以及回收量。

所以，JT 的调控机制主要通过以下手段对这几个要素进行调整：

• 发行量

JT 的发行是动态平衡的，JUST 根据前一区块周的 JT 使用量（由

创建 JID 数量计算得出），以及当前区块周 JUST 公链上 JT 的预计

产量，决定当前区块周的 JT 发行量分配，部分发行量将由系统回收销

毁。通过这种方式，JT 的发行将处于合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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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量

JT 的应用场景中，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锁定一定数量的 JT，例如超

级节点，各生态应用等。随着 JUST 的扩张以及 JUST 生态的不断成

熟，JT 的锁定量也会逐步提升。由于被锁定的 JT 不参与市场流通， 因

此锁定量的提升将带来流通量的减少。

• 使用量

JT 的各个应用场景中，需要使用一定数量的 JT。虽然，在这些

场景中，大部分的 JT 是流转到了其他用户手中，理论上依然可以进入

市场流通。例如，用户创建 JID 所支付的 JT 会流转给该用户所属裂

变网络中的其他用户和超级节点。JUST 成员在一些生态应用中支付

的JT 则部分流转给该生态应用的开发者。但是，随着 JUST 的发展，

JT 需求的增加，JT 流转的加快，用户需要使用的 JT 也会越来越多。

而使用的 JT 越多，流向市场的就越少。因此，提升 JT 的使用量，将

带来 JT 流通量的减少。

• 回收量

在 JUST 中，除了之前提到的动态平衡机制，裂变网络中的体系流

失也会被系统回收销毁。另外，JUST 的提案如未通过，则发起提案所锁

定的 JT 会被 JUST 公链回收销毁。

更重要的是，在必要的时候，经过社区决议，JUST 的上帝之手，

即储备金，也会被用于从市场回购 JT。可见，持续的回购 JT，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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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减少了 JT 的流通量。

总之，JT 的调控机制将基于动态平衡机制，利用上帝之手，配合

JUST 的扩张和生态建设，对 JT 发行量、锁定量、使用量、回收量这几

个要素进行调整。最终目标是控制 JT 的流通量， 维护整个 JUST 经

济体系的稳定。

在此过程中，社区也将积极参与，通过投票的方式对 JUST 的调控

机制做出修改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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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UST 中，去中心化基础设施支撑起整个 JUST 庞大的世界观

以及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在此基础之上，运行着 JUST 的经济体系

和治理机制。

JUST 去中心化基础设施主要包括：JUST 公链，JUST 钱包，

JUST 跨链身份系统，JUST 功勋算力系统，JUST 广告分发系统。

未来，随着 JUST 的扩张和用户的不断加入，JUST 将会根据实际

需求打造更多更坚实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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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公链

JUST 采用最新的区块链技术，通过大量的技术验证和开发，创造了

JUST 最重要的区块链底层，JUST 公链。

JUST 公链是 JUST 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是 JUST 技术架

构的最底层，支撑 JUST 所有系统的运作。同时，JUST 公链也是JUST

经济体系的基础。在 JUST 公链上，发行了 JUST 的核心交易媒介，

JT，并且控制 JT 的动态平衡发行。此外，JUST 公链也是JUST 治理

机制的核心。针对 JUST 中的所有核心要素、规则、参数等，任何

JUST 成员都可以通过公链发起提案，或参与投票，从而对JUST 的运行

方式作出调整，决定 JUST 未来的走向。

与传统意义上独立公链不同的是，JUST 公链并不是单一的分布

式账本，由于加入了跨链技术和智能合约，JUST 公链更像是一个区

块链网络，能够涵盖并链接众多独立的其他区块链。

此外，在共识层面，JUST 公链采用了经典的，拜占庭容错的安

全共识引擎，兼具高性能、一致性等特点，而且在其严格的分叉责任

制保证下，能够防止怀有恶意的节点做出不当操作。

总之，从技术层面上来说，JUST 公链是一个实现了高 TPS，高可

扩展，高安全性，支持智能合约和和跨链协议的新型公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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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链治理

对 JUST 公链的治理也是对 JUST 的治理。遵循民主理念， JUST

的参与者组成超级节点和轻节点作为治理的参与方，对 JUST 中的关

键事务进行直接投票。同时，超级节点和轻节点通过执行拜占庭容错协

议维护 JUST 公链的运作并负责区块的产生。

• 节点

在JUST 公链中，存在了两种主要类型的节点：超级节点和轻节点。

JUST 成员可以通过锁定一定数量 JT（不少于 10,000JT）成为

超级节点。

JUST 公链的超级节点功能与其锁定的 JT 数量在所有超级节点中

的排名相关。当节点的锁定的 JT 数量排名进入当前 JUST 公链允许

的最多活跃超级节点数量时，就能成为活跃超级节点。活跃超级节点轮流

产出区块并进行签名，获得出块奖励，还能代表其接受投票委托的轻节

点对提案进行表决，并获得轻节点提供的佣金。

未成为活跃超级节点，不产出区块仅同步区块的超级节点称之为候

选超级节点。如果之后候选超级节点锁定的 JT 数量排名提升符合活跃超

级节点资格，那么候选超级节点将成为活跃超级节点。

目前，JUST 公链最多允许 100 个活跃超级节点。这意味着，锁

定 JT 数量最多的 100 个超级节点，将成为活跃超级节点。排名 100

之外的超级节点将成为候选超级节点，它们虽然自身不能产出新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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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委托活跃超级节点进行出块并分享出块奖励。未来，JUST 公链支

持的活跃超级节点数量可以通过社区投票进行调整。

被选作产出下一个区块的活跃超级节点称为提议超级节点。每

个提议超级节点都是由明确的方式选出来的，被选中的频率也与他

们在总锁定 JT 数量中中所占比重相关（总锁定 JT =活跃超级节点

锁定 JT +委托锁定 JT）。例如，如果所有活跃超级节点总锁定 JT

数量是 100,000,000，其中某个活跃超级节点的锁定 JT 数量是

20,000,000，那么有 20% 的时间该活跃超级节点会被选作下一个提

议超级节点。

如果某个 JUST 成员没有能力或者不想要成为超级节点，他也可

以通过锁定任意数量 JT 的方式成为轻节点。轻节点也可以把 JT 委托

给一个活跃超级节点来参与网络投票等治理行为，并获取出块奖励。

相应的活跃超级节点代表轻节点行使投票权，未参与委托的 JT 没有投

票权。

需要注意的是，JT 一旦锁定，如需再次解锁，则需要 14 天的解

锁期。

• 佣金

一个活跃超级节点获取的出块奖励会被拆分为两部分：自身奖励和委

托奖励。自身奖励是指该活跃超级节点所拥有的 JT 所产生的奖励， 委托

奖励则是指其他节点委托给该活跃超级节点的 JT 所产生的奖励。活跃超

级节点可以从给其委托奖励部分的收益中抽取一定比例作为佣金奖励给自

己。这个佣金被设置成一个百分比，每个超级节点可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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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设置初始佣金，最大每日佣金变化比率和最大佣金。

• 出块奖励

JUST 公链出块奖励会按活跃超级节点的总的锁定 JT 数量来成比

例地发放。这意味着即使每个活跃超级节点每次出块时都获得了奖励，

但所有活跃超级节点仍然会维持相等的权重。

• 手续费

用户使用 JUST 公链需要支付一定 JT 作为的手续费，称为

GAS。GAS 消耗的具体数量由交易类型决定，不同的交易需要的

GAS 数量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转账，委托这一类的交易消耗的资源少，

而未来其他一些公链上的应用，比如去区块链 OTC 交易等， 这类交

易消耗大，节点处理后者会比前者消耗更多的 GAS。

手续费以类似出块奖励的方式分发给超级节点，根据系统配置比例，

区块的提议人并可获得一笔额外的手续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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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钱包

JUST 钱包基于 JUST 公链打造，实现了跨链支持多种数字资产及

其应用场景。

在最初上线的 JUST V1.0 钱包中，除了支持 JT，还支持 BTC/

ETH/BNB/VDS 构成的 DAB。JUST 通过基于 JUST 公链实现的跨

链技术，帮助用户安全管理 JT 和DAB 的同时，方便快捷的让用户参

与到 JUST 的跃迁和裂变网络。

接下来，JUST 钱包中还将支持更多的主流加密货币，以及各种区块

链稳定币，如 DAI，USDT 等，热门的平台币并且允许将经过确权后的

实体资产（如房产，有价证券等）参与 JUST 跃迁，持续不断的扩大

JUST 经济体系，也链接起更多的加密货币社区和传统金融用户。

JUST 钱包加强了区块链各条公有链之间的交互，是储备金，JT 发

行，跃迁的核心载体。通过 JUST 钱包，BTC/ETH/BNB/VDS 等多种

数字资产将得以实现和 JT 的跨链交互。

在跨链交互的过程中，JUST 钱包采用了经过改良的群签名技术，

使得所有的交互都是不可追溯的，保证了完全的匿名性。

此外，由于整个 JT 的发行是基于储备金和链上代码，而非个人控

制。因此，JT 的发行数量也将始终保持在一个良性状态下，从而保证

JUST 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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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去中心化和匿名的交易方式，在将来，任何主流的加密

货币，稳定币乃至于实体资产都可以成为 JUST 储备金的一部分，换

取更多的法定货币价值，并且通过 JUST 系统中的 OTC 交易系统，

可以很轻易的兑换成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其他货币。

随着未来 JUST 生态的发展，JUST 钱包也将接入更多的生态应用，

服务于所有 JUST 的社区成员，并且为 JUST 生态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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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跨链身份系统

区块链使得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信任问题， 区

块链本身所提供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使得每一个系统中的成员都可以

很容易的和另一个成员建立起信任关系。通过这样的信任关系， 大规模

的协同工作成为了可能，快速而敏捷的产品生产变成了现实。

基于区块链技术，JUST 为所有成员打造了跨链身份系统，JUST

Cross-chain Identity System（以下简称 JID）。每一位 JUST 成

员都将拥有安全，易于识别的身份标识。

JID 也是一个能清晰记录所有对 JUST 构建作出贡献并持续获得回

报的身份认证系统。现实世界的一个痼疾就是，虽然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是

由普通人所创造的，但是财富的分配却是由资本把持，普通人所得很少。

而在 JUST 中，通过 JID，每一个成员的贡献值都将被记录在区块链上，

收获与之完全匹配的合理回报。

JID 还是 JUST 成员的区块链通行证。未来通过 JID 可以很方便

的无缝接入 JUST 中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和生态应用 。简单的说，拥

有JID 人就拥有了在区块链世界畅行无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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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功勋算力系统

为了鼓励 JUST 成员对于 JUST 正义理念的认同，以及对构建

和扩张 JUST 所做出的贡献，JUST 建立了功勋算力系统，JUST

Merit PoW System（以下简称 JMP）。除了持续奖励为 JUST 立

下功勋的成员，JMP 将结合 JUST 民主的治理机制，在所有 JUST 成

员中选出最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并且对 JUST 构建贡献最大

的人，邀请他们带领所有人一起，塑造属于全人类的财富绿洲。

JMP 的规则对于所有成员都是自由且平等，任何人都能够通过

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布道 JUST 理念，扩大 JUST 共识，并不断积累

JT，最终获得其他 JUST 成员的认可，成立为治理委员会，领导社区

把 JUST 建设地更好。

JMP 将分为 8 个算力等级，P1 到 P8。其中 P8 是治理委员会，

需要通过选举在 P7 中产生。每一个算力等级都有对应的推荐人数，

裂变网络人数条件和奖励系数，具体可见下面的表格。 奖励系数指的

是，根据动态平衡机制，在每个区块周进入功勋算力系统的 JT 中，对

于各个级别的分配调整系数。根据公式计算出每一个级别所能分到的

算力奖励：

在这个公式中，a_n 代表某个等级的奖励系数，如该等级成员人数

为 0，则 a_n 等于 0，β 代表当前区块周进入功勋算力系统的 JT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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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假设当前区块周流入功勋算力系统的 JT 数量为

100,000，而系统中目前总共有 1000 个P1 成员，200 个P2 成员，

40 个P3 成员，10 个P4 成员，其他级别成员为 0，那么对于其中

的所有 P4 成员来说，他们所能分得的奖励 JT 数量：

s=100000*0.85/(1+0.95+0.9+0.85)=22972.98

这 22972.98 枚JT 再由 10 名P4 成员平均瓜分， 每人将分得

约 2297.298 枚 JT。

JUST 功勋算力系统将在创世跃迁启动后的第 241,920 个区块，

即创世跃迁开始后第 3 个区块周开始发放。第 3 个区块周的功勋算力奖

励，将包括之前 2 个区块周的累计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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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P 等级 锁定 JT

数量

推荐 JID

数量

裂变 JID

数量

奖励系数

P1 / 2 10 1

P2 / 8 100 0.95

P3 / 16 500 0.9

P4 / 32 2500 0.85

P5 / 64 5000 0.8

P6 / 128 10000 0.75

P7 / 256 20000 0.7

P8

治理委员会

1,000,000 256 2000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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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广告分发系统

JUST 广告分发系统，JUST Advertising Distribution（以下

简称 JAD），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广告竞价广播系统，由选择最高价的

广告主进行节点之间的传播，并将广告插入到每一个 JUST 钱包中，

创建精准有效的商业连接，并完善 JT 作为流通货币的能力。

通过 JUST 裂变网络产生的巨大用户基数，JAD 将会成为区块链

世界商业广告的高地。

参与全网 JAD 竞价的条件：

只要拥有 JID 即可参与 JAD 的竞价

可竞价的广告位置：

JAD 每 17,280 个区块高度（即 1 天），产生一个全网范围内

的广告，并同时提供 9 个广告位给用户自由选择，进行竞价。

用户只能使用 JT 来进行标价， 每个广告位的初始价格为 100

JT，因此参与竞价的 JUST 成员必须持有至少 100 JT。

针对任何一个广告位的出价，都是当前该广告位最新出价的 1.1倍，

也就是上涨 10%。

竞价参与者一旦出价，那么他们的 JUST 钱包中对应数量的 JT

就会被锁定。如果之后没有更高的出价，那么直到该广告竞价结束后，

被锁定的这部分 JT 才会被解锁，并归属于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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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在某个标的下，出价更高的话。那么原来之前出价的JID 名

下的 JT 就会被解锁。

每一个广告的展示时间为 17,280 区块。此后，这个广告的信息自

动被下一条广告所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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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其古代本义是“公民的统治”，即主权在民。民主，也是

JUST 治理机制遵循的基本规则。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经过无数前人的努力和奉献，人类初步实现了

将权力关入笼子的制度设计。但是，在民主实践中，依然遇到诸如贿选，

选票失真，选举承诺不被兑现等问题。这也是以中心化法则运行的现实世

界诸多弊端的一个缩影，是不可避免的。

有别于中心化的民主投票，JUST 将基于区块链技术，以 JUST

公链为载体，实现真正的去中心化链上民主。所有的选举行为：提案，

投票以及决议的落实都将在不可篡改的区块链上进行。一旦提案获得

多数通过，立即生效。这是代码保障的民主，是不可欺骗，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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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机制

JUST 的治理机制设计遵循民主理念，对于 JUST 中和所有参与

者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性要素，JUST 认为应该将它们的制定权都交

给 JT 的持有者们。每一个 JUST 成员，即 JID 的拥有者，都有权参

与投票选举，使用选票对 JUST 中的各种要素达成共识，利用共识的

力量确立 JUST 的运行方式和未来方向。

这种将系统设计交托给所有成员的做法，将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整

个系统符合每一个成员的根本利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投票，我们相

信集体的智慧会推动整个 JUST 的进步。

JUST 将这种投票的方式，视为直接民主形态，将根本权利交付给拥

有直接选举权的每一个 JID。通过每一个成员手中的选票，公平合理的决

定整个系统中每个要素和变量的设计，让每个人的意见都能够得到最大

程度的体现。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 JUST 系统的高效稳定，需要一些衷心认可

JUST 理念，为 JUST 做出突出贡献的成员来扮演领导人的角色，带

领全体社区把JUST 建设的更加美好。同时，也负责 JUST 的日常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 JUST 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建设的合作和沟通，各种金

融政策工具的使用，JUST 开发和运维工作等等。

在 JUST 中，这些领导人被称为上帝之眼。他们首先必须是整个

JUST 生态的关键参与者。其次必须通过定期的选举来获得社区的授权。

第三就是财务公开，让所有成员清晰可查。最后就是受到直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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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核心设计逻辑的制约，必须在代码法律的框架下高效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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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要素

理论上，JUST 中的所有要素都可以通过投票决定。目前，可用于投

票的 JUST 要素包括：

• 治理委员会选举

• 储备金使用规则

• JT 动态平衡发行规则

• JUST 跨链身份系统规则

• JUST 功勋算力系统规则

• JUST 公链规则

• 生态基金使用规则

随着 JUST 的进一步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要素将被纳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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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委员会

根据每一个 JUST 成员对于 JUST 所付出的劳动，通过 JMP，

JUST 社区最终会选出一致认可的领导人。他们将组成 JUST 的治理委

员会，又称为“上帝之眼”，与其他所有 JUST 成员一起，共同把JUST

建设地更加美好。

JUST 治理委员会将由总共 11 名成员组成，包括 10 名委员 +1

名秘书长。这 11 名成员将肩负维护 JUST 运转，引领 JUST 发展的

责任。

在 JUST 治理委员会组建完成之后不超过 518,400 个区块内，

JUST 创世团队将把储备金和管理委员会基金交给治理委员会，治理委员

会的秘书长和委员将一起通过多重签名的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

在 JUST 的生态初创阶段，治理委员会暂时由 JUST 创世团队组成。

随着 JUST 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深入人心，JUST 共识不断扩大，运行

日益平稳。创世团队将把治理委员会交给社区选举产生的领导人， 继续

JUST 生态的发展和完善。



80

在不晚于 6,307,200 区块高度（区块年）之前，将会进行治理委

员会的首次选举，选举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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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每一个 JUST 成员都将拥有一张选票，用于选举治理委

员会委员， 而任何一个达到 JMP P7 并且锁定 1,000,000 枚 JT 的

JUST 成员都有资格成为治理委员会的候选人。在投票时间截止后，

得票最多的11 名候选人成为治理委员会委员，组成新一届治理委员会。

同时，这 11 名候选人的 JMP 等级也升级到 P8。

随后，JUST 公链上将发起新一轮投票，在 11 名治理委员会委员

中选取秘书长。所有超级节点和轻节点都可以使用自身的 JT 或者委托给

其他节点的 JT 进行投票。得票最多者将成为治理委员会秘书长。

通过以上的选举产生的治理委员会，无论是其中的委员，还是秘书

长，都将有充分的民意基础和代表性。从而确保绝大多数 JUST 成员的

共识和利益得到维护，齐心协力的继续构建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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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正义平行宇宙，召唤每一个认同正

义愿景的人加入进来，获取 JID 从而成为 JUST 的一员。我们期望将

来地球上的多数人都能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 JID，通过数十亿个 JID

所组成的庞大的裂变网络，我们将能见证最伟大的集体力量和集体智

慧，并把 JUST 的理念和愿景传播到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JUST 设计了 JID 跨链身份系统的裂变网络，采取多层次人

际链接的形式，将更多的人链接进入 JUST，成为构建 JUST 的一份子。

在此过程中，裂变者将获得一定数量的 JT 作为奖励。随着 JT 价

值的不断提升，裂变的速度也将加快，形成正向循环，进一步扩大JUST

的影响力。

此外，为了加强这一裂变网络，激励所有加入 JUST 的成员和为

JUST 扩张做出贡献的裂变者。JUST 设计了彩蛋空投，将通过跃迁

所获取数字资产的 50% 回馈给 JUST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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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规则

JUST打造了一个 3 层的裂变网络结构。在这个裂变网络中，

每一个 JID 都能够基于自己的人际链接，利用直接推荐或间接裂变的

方式，邀请其他人参与 JUST 创建 JID，形成自己的裂变网络。这个

JID 能够获取自身向下 3 层的推荐或裂变奖励，而其中每一层可以容

纳的推荐或裂变人数是无限的。

任何人想要参与裂变网络都需要先消耗 30 枚JT 用于创建 JID。

在创世跃迁启动后的 241,920 区块之内，即创世跃迁开始后的

两个区块周之内，参与者不需要上级推荐人也可创建 JID。这些无需

上级推荐人的 JID，被称为“奇点 JID”。参与者支付的 30 枚 JT 将

由JUST 系统收取作为技术专利费归属 JUST 创世团队。

初创阶段结束之后，参与者必须要提供上级推荐人的 JID 才可创

建自己的 JID。在这个阶段支付的 30 枚 JT 中，将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分配：

20%，6 枚 JT，奖励给该 JID 所属裂变网络之上第 1 级的 JID，

即这个 JID 的直接推荐人。

25%，7.5 枚 JT，奖励给该 JID 所属裂变网络之上第 2 级的

JID。

30%，9 枚JT，奖励给该 JID 所属裂变网络之上第 3 级的J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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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枚JT，作为专利技术费用归属 JUST 创世团队。

20%，6 枚JT， 作为 JUST 共识奖， 归属该 JID 所属裂变网络

中业绩达到一定水准的裂变者。

总共有 4 个级别的共识奖：

共识奖 裂变网络 JID 数量 奖励

Lv1 300 5%

Lv2 1000 10%

Lv3 2500 15%

Lv4 5000 20%

对于一个裂变者 JID 来说，一旦其下属的裂变网络 JID 数量达到

300，那么这个裂变网络中接下来新增的任何一个 JID，即使该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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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D 处于第3 层以外，创建这个 JID 所花费的 30 枚JT 中，将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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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5 个 JT 作为 1 级的共识奖励归属该裂变者。以此类推，当这个

裂变网络人数达到 5000 之后，裂变者将拿到之后新增 JID 所花费 JT

的 20% 将作为 4 级的共识奖励。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若一个 JID 的裂变网络一旦出现某个下属

JID 达到共识奖励资格，那么该 JID 只能获取其下属 JID 共识奖励与其

自身共识奖励的差值。

举例来说：当 JID A 的下属裂变网络人数达到 300 人，此后每

增加一个 JID，JID A 就可以拿到 1 级的共识奖励 1.5 JT。当达到

1000 人后，每增加一个 JID，JID A 就可以拿到 2 级的共识奖励 3

JT。而在此过程中，如果 JID A的裂变网络中某个下属的 JID B的裂

变人数也达到了 300 人，获取了 1 级共识奖的资格。那么，此后 JID

B下属裂变网络中新增 JID 的1级共识奖励，即 1.5 JT 将归属于 JID

B，而非 JID A。但是，JID A 依然可以拿到 2 级共识奖励与 1 级共

识奖励的差值，即 1.5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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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空投

作为 JUST 裂变网络的一部分，彩蛋空投是对全体 JUST 成员和

裂变者的激励措施。分为幸运彩蛋和裂变彩蛋。

构成幸运彩蛋的奖励是上一区块周投入跃迁的 DAB 中的 15%，

所有 JID 都有机会赢取幸运彩蛋。

从创世跃迁启动，并经过 241,920 个区块之后，即创世跃迁开

始后的第 3 个区块周开始，JUST 每周将通过 JUST 公链的智能合约

获取随机数，抽取 50 个幸运的 JID，这 50 个 JID 将平均分享幸运彩

蛋的奖励。第 3 个区块周的幸运彩蛋，将由前 2 个区块周累计 DAB

的 15% 构成。

构成裂变彩蛋的奖励则是前一区块周投入跃迁的 DAB 中的35%。

根据前一区块周的裂变网络运行情况，JUST 裂变网络会计算出每一个

JID 下方的 3 层裂变网络在前一区块周中的 JID 数量增长。裂变网路将

依据对应层数的权重，计算出加权新增裂变业绩，并发布相关的裂变网

络排行榜，供所有 JUST 成员查看。

某一个 JID 下方3 层裂变网络中，新增 JID 对应的权重分别是：

第 1 层权重，1

第 2 层权重，0.5

第 3 层权重，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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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如果在前一个区块周内，某个 JID 下方的 3 层裂变

网络新增了 30 个 1 层 JID，60 个 2 层 JID，200 个 3 层 JID， 那

么经过计算这个 JID 的加权新增裂变业绩：t = 30*1 + 60*0.5 +

200*0.25 = 110。

如果 JID 的新增裂变业绩进入排行榜的前 100 名 JID，将会根据

业绩按比例分享裂变彩蛋，作为努力扩大 JUST 共识的奖励。裂变彩

蛋也将从创世跃迁启动后的第三个区块周开始，第三个区块周的裂变

彩蛋，将由前两个区块周累计 DAB 的 35% 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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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块链世界里，任何有着美好愿景并付诸行动的项目都必须拥有

完善的生态。

事实上，生态是愿景的倒影，一个项目是否能够形成活跃，健康，

持续发展并且符合自身理念和愿景的生态，正是一个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志。

在 JUST 中，围绕正义愿景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体系和治理

制度运作，以及生态应用建设，最终将形成一个前无古人的，繁荣富裕，

但又有趣好玩的 JUST 生态。

在 JUST 生态成熟后，JUST 将得以去中心化，自治，平稳的方式

永存和发展，为所有 JUST 成员提供财富增长和基本保障，并把JUST 扩

展到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JUST 规划了 3 个生态建设阶段：

• 生态启动阶段

• 应用建设阶段

• 生态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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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启动阶段

JUST 生态启动阶段将依靠生态搭建基金，以白名单（具体白名单请

参考附录）的形式，链接区块链行业的各个方面，邀请能够为JUST 发展

提供支持的行业合作方加入 JUST 生态。体验并逐步认同JUST 的理念，

形成行业未来发展的共识，携手给区块链行业带来正向的改变。这也是

发起 JUST 项目的初衷之一。

在这个阶段，JUST 的影响力将在社区，明网，媒体的推动下逐步扩

大。一方面壮大 JUST 成员群体。一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交易所支持，

提高 JT 流动性。为 JUST 之后的生态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3,447,970 枚 JT 的生态建设基金将用于区块链社区奖励，交

易所合作奖励，应用开发奖励，明网网站搭建奖励，优秀媒体奖励，

区块链行业 KOL 奖励。并按照如下方式进行分配：

• 加密货币社区奖励

5,447,970 枚 JT，用于鼓励世界范围内认同 JUST 理念的知名

加密货币社区支持并加入 JUST 的构建。

这一奖项将分为 3 部分发放，用于奖励率先诞生 JMP P5，P6，

P7 成员的加密货币社区，并分别分享奖励的 50%，20%，30%。

一旦白名单上的某个加密货币社区中诞生一个 JMP 达到相应等

级的成员，那么该社区就可以选择在 JAD 公示该成员的相关 JID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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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社区的社交媒体，经过 JUST 创世团队的验证并获取奖励。该

项奖励将以递减 1% 的形式发放给实现这一成就的前 100 名社区。

例如， 前 100 个诞生 JMP P5 的社区将分享总共 2,723,985

枚 JT 的奖励，其中第 1 名的社区将获得 42,967 枚 JT，第 100 名

的社区将获得 15,886 枚JT。

• 交易所合作奖励

3,000,000 枚 JT，发放给白名单列出的上线 JT 交易的前 50

家交易所。奖金按照交易所上币时间的先后次序，递减 2% 分发奖励。

• 应用开发奖励

2,000,000 枚 JT，发放给参与开发 JUST 生态应用的知名区块

链应用开发团队。按照应用开发的数量和受欢迎程度，获得奖励。

• 明网网站搭建奖励

1,000,000 枚 JT，分为 100 个区块周，每个区块周，都将把奖

励分发给所有符合要求的自建明网网站，包括 CoinMarketCap 等展

示加密货币市场信息的网站。

JUST 将对所有明网网站进行连通率测试，每个区块周，连通率最低

的 3 个网站，区块周的奖励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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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媒体奖励

1,000,000 枚JT，分为 100 个区块周，每个区块周，都将把奖

励分发给寄予 JUST 报道和宣传的媒体。

• 区块链行业 KOL 奖励

1,000,000 枚 JT，分为 100 个区块周，每个区块周，都将把奖

励分发给对 JUST 进行评价和宣传的行业 KOL。

相关合作方需要在 JAD 中发布公告，公布合作生效相关情况以

及收取 JT 奖励的地址。待 JUST 创世团队验证后，将向其地址发送

相应数量的 JT 奖励。

所有奖励将分为 50 个区块周发放， 即每个区块周发放 2%，直

至发放完毕。

需要说明的是，白名单的篇幅毕竟是有限的，无法列出所有潜在

的合作伙伴，可能会有所遗漏。但是，任何人只要认可 JUST 理念，

依然可以通过邮件联系 JUST 创世团队并进行合作，分享生态建设基

金。无论是社区，交易所，明网，媒体，KOL，即使不在白名单上，

在满足生态建设基金奖励条件之后依然能够和白名单上的其他合作方

拥有同样的权利并领取相应的奖励。邮件地址在位于暗网的 JUST 主

站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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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建设阶段

JUST 生态建设的目标是把 JUST 的各类生态应用落到实处，真正

提供 JUST 成员使用。JUST 将着重两类应用的建设：区块链金融类应

用和游戏娱乐应用。

区块链金融类应用将在 JUST 经济体系的基础上，为 JUST 成员

带来可见的财富的增长和保障。包括但不限于：区块链 OTC，区块链

互助，区块链保险，区块链借贷，区块链投资基金等各种去中心化金

融应用。

而游戏娱乐应用作为最受普罗大众欢迎的应用类型之一。将有助于

吸引更多人加入并体验 JUST，成为 JUST 的一份子，逐渐体验并认可

JUST 的理念，扩大 JUST 共识。

在这一阶段，创世团队会第一时间自主开发若干应用，引领生态应

用建设最快的速度走上轨道。

此外，应用开发奖励则会用来鼓励第三方团队在开源的 JUST 技术

基础上开发各类应用。

通过这两种方式让 JUST 尽快形成完整的应用矩阵，给所有JUST 成

员带来收益，保障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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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成熟阶段

在经过 JUST 生态初始阶段和应用建设阶段后，JUST 生态将进入

成熟阶段。

标志是，JUST 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用户参与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数以百计的应用，稳定的社区民主和自治。JT 交易也被排名前列的主流

交易所支持，具备良好的流动性和价值。整个生态因此进入良性循环。

这个时候，相信 JUST 的理念已经传播到了全世界，JUST 不再是

一个区块链项目，而是成为全人类心目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正义宇

宙和财富绿洲。

拥有成熟生态的 JUST 也将依托区块链技术永远的存在和进化， 这

就是 JUST 生态建设的最终目标。



97



98



99



100

平行宇宙，又称多重宇宙，指的是一种在物理学里尚未证实的假

说。

在我们当前所生活的世界之外，很可能还平行地存在其他的世界，

它们被称为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导致了更多的可能性，同一个人也许拥有了不同的人生和

境遇，而人类社会则可能因为不同的历史走向和制度选择而与现实世界完

全不同。

这一点深深吸引了我们。我们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区块链上构

筑一个符合我们正义理想的平行宇宙。这就是 JUST 项目的由来。

JUST 将折射出我们的信念：自由，平等，民主，我们统称为正义，

这是精神维度上的愿景。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富裕繁荣，这是物质

维度上的愿景。

精神和物质共同构成了JUST。而在时间维度上，JUST 的愿景是： 不

朽。

而只有区块链技术，才能在三个维度上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切。

因为，区块链天生就是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在技术上的映射。加

密货币及其经济体系，又让财富的创造成为可能。

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属性，则意味着只要互联网存在，这个平行宇

宙就不会消失，永存于世。

区块链技术，已远远超出了一门技术，它更是一种思想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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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在思想和哲学领域的技术结晶，

虽然当今的区块链技术还处于早期阶段，区块链行业还存在各种

问题。但我们坚信，事在人为。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坚守，在不远的将来，

区块链带来的一定不仅仅是生产力的提升，而是从制度和文明层面，

改变人类，带来整个人类文明的升级。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说过：一个有信仰的人，能够战胜十万只

相信利益的军队。

我们就是这么一群有信仰的人，我们信仰区块链，我们信仰正义，

我们召唤千千万万相同信仰的人加入 JUST，加入我们，为人类开启这个不

一样的平行宇宙。

我们正在创造历史，无论 JUST 是否成功，这都会是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一次伟大实验，必将通过区块链技术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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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it 活跃社区白名单

Crypto https://www.reddit.com/r/crypto/

CryptoCurrency https://www.reddit.com/r/CryptoCurrency/

CryptoMarkets https://www.reddit.com/r/CryptoMarkets/

CryptoTechnology https://www.reddit.com/r/CryptoTechnology/

BTC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

ETH https://www.reddit.com/r/ethereum/

XRP https://www.reddit.com/r/Ripple/

BCH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cash/

LTC https://www.reddit.com/r/litecoin/

BNB https://www.reddit.com/r/binance/

USDT https://www.reddit.com/r/Tether/

EOS https://www.reddit.com/r/eos/

BSV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sv/

XMR https://www.reddit.com/r/Monero/

XLM https://www.reddit.com/r/Stellar/

ADA https://www.reddit.com/r/cardano/

TRX https://www.reddit.com/r/tron/

http://www.reddit.com/r/crypto/
http://www.reddit.com/r/CryptoCurrency/
http://www.reddit.com/r/CryptoMarkets/
http://www.reddit.com/r/CryptoTechnology/
http://www.reddit.com/r/Bitcoin/
http://www.reddit.com/r/ethereum/
http://www.reddit.com/r/Ripple/
http://www.reddit.com/r/Bitcoincash/
http://www.reddit.com/r/litecoin/
http://www.reddit.com/r/binance/
http://www.reddit.com/r/Tether/
http://www.reddit.com/r/eos/
http://www.reddit.com/r/bitcoinsv/
http://www.reddit.com/r/Monero/
http://www.reddit.com/r/Stellar/
http://www.reddit.com/r/cardano/
http://www.reddit.com/r/t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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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H https://www.reddit.com/r/dash/

LINK https://www.reddit.com/r/Chainlink/

XTZ https://www.reddit.com/r/tezos/

NEO https://www.reddit.com/r/NEO/

IOTA https://www.reddit.com/r/Iota/

ETC https://www.reddit.com/r/EthereumClassic/

ATOM https://www.reddit.com/r/Cosmos/

MKR https://www.reddit.com/r/MakerDAO/

ONT https://www.reddit.com/r/OntologyNetwork/

ZEC https://www.reddit.com/r/zec/

DOGE https://www.reddit.com/r/dogecoin/

DCR https://www.reddit.com/r/decred/

VET https://www.reddit.com/r/Vechain/

HT https://www.reddit.com/r/HuobiGlobal/

BTG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GoldHQ/

BAT https://www.reddit.com/r/BATProject/

QTUM https://www.reddit.com/r/Qtum/

PAX https://www.reddit.com/r/PaxosStandardToken/

LSK https://www.reddit.com/r/Lisk/

http://www.reddit.com/r/dash/
http://www.reddit.com/r/Chainlink/
http://www.reddit.com/r/tezos/
http://www.reddit.com/r/NEO/
http://www.reddit.com/r/Iota/
http://www.reddit.com/r/EthereumClassic/
http://www.reddit.com/r/Cosmos/
http://www.reddit.com/r/MakerDAO/
http://www.reddit.com/r/OntologyNetwork/
http://www.reddit.com/r/zec/
http://www.reddit.com/r/dogecoin/
http://www.reddit.com/r/decred/
http://www.reddit.com/r/Vechain/
http://www.reddit.com/r/HuobiGlobal/
http://www.reddit.com/r/BitcoinGoldHQ/
http://www.reddit.com/r/BATProject/
http://www.reddit.com/r/Qtum/
http://www.reddit.com/r/PaxosStandardToken/
http://www.reddit.com/r/L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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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G https://www.reddit.com/r/omisego/

KCS https://www.reddit.com/r/kucoin/

RVN https://www.reddit.com/r/Ravencoin/

NANO https://www.reddit.com/r/nanocurrency/

BCD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Diamond/

HOT https://www.reddit.com/r/holochain/

DGB https://www.reddit.com/r/Digibyte/

REP https://www.reddit.com/r/Augur/

IOST https://www.reddit.com/r/IOStoken/

MONA https://www.reddit.com/r/monacoin/

BCN https://www.reddit.com/r/BytecoinBCN/

THETA https://www.reddit.com/r/thetatoken/

KMD https://www.reddit.com/r/komodoplatform/

BTM https://www.reddit.com/r/BytomBlockchain/

http://www.reddit.com/r/omisego/
http://www.reddit.com/r/kucoin/
http://www.reddit.com/r/Ravencoin/
http://www.reddit.com/r/nanocurrency/
http://www.reddit.com/r/BitcoinDiamond/
http://www.reddit.com/r/holochain/
http://www.reddit.com/r/Digibyte/
http://www.reddit.com/r/Augur/
http://www.reddit.com/r/IOStoken/
http://www.reddit.com/r/monacoin/
http://www.reddit.com/r/BytecoinBCN/
http://www.reddit.com/r/thetatoken/
http://www.reddit.com/r/komodoplatform/
http://www.reddit.com/r/BytomBlock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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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m 活跃社区白名单

AchainOfficial https://t.me/AchainOfficial

aelf_chs https://t.me/aelf_chs

aelfblockchain https://t.me/aelfblockchain

aeternity https://telegram.me/aeternity

Altcoins https://t.me/Altcoins

AlunaCrypto https://t.me/AlunaCrypto

Binance_Info_English https://t.me/Binance_Info_English

BinanceAcademyChat https://t.me/BinanceAcademyChat

BinanceChinese https://t.me/BinanceChinese

binanceexchange https://t.me/binanceexchange

bitcoin https://t.me/bitcoin

Bitcoin_CN https://t.me/Bitcoin_CN

Bitcoin_Faith https://t.me/Bitcoin_Faith

BitcoinAustralia https://t.me/BitcoinAustralia

BitcoinCashCN https://t.me/BitcoinCashCN

BitcoinChat https://t.me/BitcoinChat

BitcoinChatCN https://t.me/BitcoinChatCN

bitcoincore https://t.me/bitcoincore

BitcoinGoldHQ https://t.me/BitcoinGoldHQ

BitcoinInvestimento https://t.me/BitcoinInvesti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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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corns https://t.me/bitcorns

BitdepositaryCommunity https://t.me/BitdepositaryCommunity

bitether https://t.me/bitether

BitForexEnglish https://t.me/BitForexEnglish

Blockchain_io https://t.me/Blockchain_io

blockchainafrica https://t.me/blockchainafrica

BlockchainOfficialCN https://t.me/BlockchainOfficialCN

blockium_official https://t.me/blockium_official

BluechipsToken https://t.me/BluechipsToken

bookmygainico https://t.me/bookmygainico

BookWRT https://t.me/BookWRT

brcofficialchat https://t.me/brcofficialchat

CallistoNet https://t.me/CallistoNet

CardanoAnnouncements https://t.me/CardanoAnnouncements

CardanoGeneral https://t.me/CardanoGeneral

CashberyCoinChatRu https://t.me/CashberyCoinChatRu

cazcoinofficial https://t.me/cazcoinofficial

ceekvrtokensale https://t.me/ceekvrtokensale

CFun_Project_EN https://t.me/CFun_Project_EN

coincrunch https://t.me/coincrunch

CoinParliament https://t.me/CoinParliament

coinstocksio https://t.me/coinstocksio



108

Coinut https://t.me/Coinut

consensus_ai https://t.me/consensus_ai

cosmosproject https://t.me/cosmosproject

cosmostation https://t.me/cosmostation

cotrader https://t.me/cotrader

CouchainGroups https://t.me/CouchainGroups

Counterparty_XCP https://t.me/Counterparty_XCP

Crypto_CN https://t.me/Crypto_CN

Crypto_Coins_Chat https://t.me/Crypto_Coins_Chat

Crypto_News_CN https://t.me/Crypto_News_CN

CryptoCharity https://t.me/CryptoCharity

CryptoClub_India https://t.me/CryptoClub_India

CryptoCoinClub https://t.me/CryptoCoinClub

CryptoComOfficial https://t.me/CryptoComOfficial

CryptoMemesCentral https://t.me/CryptoMemesCentral

CryptoMining https://t.me/CryptoMining

CryptoOnMining https://t.me/CryptoOnMining

CryptoPing https://t.me/CryptoPing

EOSCN https://t.me/EOSCN

eosfans https://t.me/eosfans

EOSProject https://t.me/EOSProject

escotoken https://t.me/escotoken



109

ethclassic https://t.me/ethclassic

EthClassicCN https://t.me/EthClassicCN

EthereumCN https://t.me/EthereumCN

etherparty https://t.me/etherparty

ethgroup https://t.me/ethgroup

etokenchainchat https://t.me/etokenchainchat

Kucoin_Exchange https://t.me/Kucoin_Exchange

KuCoin_Exchange_CN https://t.me/KuCoin_Exchange_CN

LetsMoonVIP https://t.me/LetsMoonVIP

Leverj https://t.me/Leverj

Litecoin https://t.me/Litecoin

Neo_Blockchain https://t.me/Neo_Blockchain

NEO_Chinese https://t.me/NEO_Chinese

officialios https://t.me/officialios

OKExofficial_en https://t.me/OKExofficial_en

OmiseGo https://t.me/OmiseGo

OntologyNetwork https://t.me/OntologyNetwork

OpenLedgerCN https://t.me/OpenLedgerCN

QRLedgerOfficial https://t.me/QRLedgerOfficial

QtumCN https://t.me/QtumCN

qtumofficial https://t.me/qtumofficial

Ripple https://t.me/Ri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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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ple_CN https://t.me/Ripple_CN

SportyCo_officials https://t.me/SportyCo_officials

spritzcoin https://t.me/spritzcoin

tokenbacongroup https://t.me/tokenbacongroup

tokenview https://t.me/tokenview

Tron_IR https://t.me/Tron_IR

tronnetworkAR https://t.me/tronnetworkAR

tronnetworkCN03 https://t.me/tronnetworkCN03

tronnetworkEN https://t.me/tronnetworkEN

vechain_official_CN https://t.me/vechain_official_CN

VertcoinCN https://t.me/VertcoinCN

VertcoinCrypto https://t.me/VertcoinCrypto

ZCashco https://t.me/ZCashco

ZClassicCoin https://t.me/ZClassic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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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白名单

58coin https://www.58ex.com/

6EX https://www.6ex.com/

6x https://www.6x.com

86coin https://www.86coin.io

Abby https://www.abby.global/

ABCC https://www.abcc.com/en

ABEX https://www.abexb.com

AEX https://www.aex.plus

allcoinex https://www.allcoinex.io

Alterdice https://www.alterdice.com/

ASPROEX https://www.asproex.com/

BB.vip https://www.bb.vip/

BBKX https://www.bbkx.com/

BBX https://www.bbx.com/

BCEX https://www.bcex.ca/

BEEX.one https://www.beex.one/

befong https://www.befong.com

http://www.58ex.com/
http://www.6ex.com/
http://www.6x.com/
http://www.86coin.io/
http://www.abby.global/
http://www.abcc.com/en
http://www.abexb.com/
http://www.aex.plus/
http://www.allcoinex.io/
http://www.alterdice.com/
http://www.asproex.com/
http://www.bb.vip/
http://www.bbkx.com/
http://www.bbx.com/
http://www.bcex.ca/
http://www.beex.one/
http://www.bef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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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1mait https://www.bi1mait.com

BiBOSS https://www.bibossex.com/

Bibox https://www.bibox.com/

BigONE https://www.big.one/

BiKi https://www.biki.com/

Bilaxy https://www.bilaxy.com/

Binance https://www.binance.com/

BIONE https://www.bione.cc/

BITAI https://www.bitai.io

bitalong https://www.bitalong.com

bitasset https://www.bitasset.com

Bitbank https://www.bitbank.cc

BitBay https://www.bitbay.net

Bitfinex https://www.bitfinex.com

bitFlyer https://www.bitflyer.com/en-us/

BitForex https://www.bitforex.com

bitget https://www.bitget.com

Bithumb https://www.bithumb.com/

Bithumb Global https://www.bithumb.pro/

http://www.bi1mait.com/
http://www.bibossex.com/
http://www.bibox.com/
http://www.big.one/
http://www.biki.com/
http://www.bilaxy.com/
http://www.binance.com/
http://www.bione.cc/
http://www.bitai.io/
http://www.bitalong.com/
http://www.bitasset.com/
http://www.bitbank.cc/
http://www.bitbay.net/
http://www.bitfinex.com/
http://www.bitflyer.com/en-us/
http://www.bitforex.com/
http://www.bitget.com/
http://www.bithumb.com/
http://www.bithumb.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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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humb Singapore https://www.bithumbsg.com/

Bitlish https://www.bitlish.com/

bitmarket https://www.bitmarket.net

BitMart https://www.bitmart.com/cn

BitMax https://www.bitmax.io/

BitMEX https://www.bitmex.com/

Bitoffer https://www.bitoffer.com/cn/

Bitrabbit https://www.bitrabbit.com/

Bitrue https://www.bitrue.com/

Bitstamp https://www.bitstamp.net

Bittrex https://www.bittrex.com

Bituan https://www.bituan.cc/

BitUniverse https://www.bituniverse.org/

Bit-Z https://www.bitz.top/

BKEX https://www.bkex.com/

BQB https://www.bqex.vip/

BTBOSS https://www.btboss.com

BTC98 https://www.btc98.com/

BTC-Alpha https://www.btc-alpha.com/

http://www.bithumbsg.com/
http://www.bitlish.com/
http://www.bitmarket.net/
http://www.bitmart.com/cn
http://www.bitmax.io/
http://www.bitmex.com/
http://www.bitoffer.com/cn/
http://www.bitrabbit.com/
http://www.bitrue.com/
http://www.bitstamp.net/
http://www.bittrex.com/
http://www.bituan.cc/
http://www.bituniverse.org/
http://www.bitz.top/
http://www.bkex.com/
http://www.bqex.vip/
http://www.btboss.com/
http://www.btc98.com/
http://www.btc-alph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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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CBOX https://www.btcbox.co.jp/

BTCC https://www.btcc.com/

btcc100 https://www.btcc100.com

Btcwinex https://www.btcwinex.com

BTEX https://www.btex.com/

BW https://www.bw.com/

BYB https://www.byb.com/

CandyBull https://www.candybull.io/cn

Catex https://www.catex.io/

CEO https://www.ceobi.com/

CEX.IO https://www.cex.io/

ChainX https://www.chainx.kr/

CHAOEX https://www.chaoex.com

COBINHOOD https://www.cobinhood.com

COCOEXS https://www.cocoexs.com/

Coinall https://www.coinall.com/

Coin base https://www.coinbase.com

Coin Bene https://www.coinbene.com

coinbig https://www.coinbig.top/

http://www.btcbox.co.jp/
http://www.btcc.com/
http://www.btcc100.com/
http://www.btcwinex.com/
http://www.btex.com/
http://www.bw.com/
http://www.byb.com/
http://www.candybull.io/cn
http://www.catex.io/
http://www.ceobi.com/
http://www.cex.io/
http://www.chainx.kr/
http://www.chaoex.com/
http://www.cobinhood.com/
http://www.cocoexs.com/
http://www.coinall.com/
http://www.coinbase.com/
http://www.coinbene.com/
http://www.coinbig.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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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bit https://www.coinbit.co.kr/

coincoin https://www.coincoin.ph/

Coindeal https://www.coindeal.com/

CoinEgg https://www.coinegg.com/

CoinEx https://www.coinex.com/

COINEX8 https://www.coinex8.com/

CoinField https://www.coinfield.com/

CoinMex https://www.coinmex.com/

COINNEST https://www.coinnest.co.kr

COINOAH https://www.coinoah.com

Coinone https://www.coinone.co.kr/

Coinsbit https://www.coinsbit.io/

Coinsquare https://www.coinsquare.com/

Coinsuper https://www.coinsuper.com/

CoinTiger https://www.cointiger.com

Coinw.ai https://www.coinw.ai

Coinycc https://www.coinyee.pro

CoolCoin https://www.coolcoin.com

COSS https://www.coss.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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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X24 https://www.crex24.com

Cryptology https://www.cryptology.com/

Cryptonex https://www.cryptonex.org

DBOSS https://www.dboss.vip/

Dcoin https://www.dcoin.com

Deribit https://www.deribit.com/

DFEX https://www.dfex.com

DigiFinex https://www.digifinex.com/

DragonEX https://www.dragonex.io

ex.cab https://www.ex.cab/

EXMO https://www.exmo.com

ExtStock https://www.extstock.com/

Fatbtc https://www.fatbtc.com/

FFEX https://www.ffex.pro

FUBT https://www.fubt.top

Gate.io https://www.gate.io/

Gecoin https://www.gecoin.one/

Gemini https://www.gemini.com/

GAEA https://www.gm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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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EX https://www.godex.io

GX https://www.gx.com/

Hanbitco https://www.hanbitco.com/

Huobi https://www.hbg.com

Huobi Global https://www.hbg.com/

Huobi https://www.hbg.com/zh-cn/

HCoin https://www.hcoin.com/

HEX https://www.hex.com

HitBTC https://www.hitbtc.com

HKEx https://www.hkex.one/

HomiEx https://www.homiex.com/

Hotbit https://www.hotbit.io/

HPX https://www.hpx.com

Hubi https://www.hubi.com/

Huobi Korea https://www.huobi.co.kr/

IDAX https://www.idax.pro/#/

IDCM https://www.idcm.io/

IMX https://www.imx.com

Indodax https://www.indod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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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rusEX https://www.jinniu.pro/

KKCoin https://www.kkcoin.com

KKEX https://www.kkex.com

Korbit https://www.koibit.co.kr

Kraken https://www.kraken.com

Kryptono https://www.kryptono.exchange

KuCoin https://www.kucoin.com

LakeBTC https://www.lakebtc.com/

LATOKEN https://www.latoken.com/

LBank https://www.lbank.info/

IiteBit https://www.litebit.eu

Livecoin https://www.livecoin.net/

Exrates https://www.lk.exrates.me

LongBit https://www.longbit.com/

Mercatox https://www.mercatox.com/

MXC https://www.mxc.com/

OceanEx https://www.oceanex.pro/

OKEx Korea https://www.okex.co.kr/kr/view/

OKEx https://www.ok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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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EX https://www.otc.ycex.com/

OTCBTC https://www.otcbtc.com

P2PB2B https://www.p2pb2b.io/

PayBito https://www.paybito.com

Pionex https://www.pionex.com

PK.top https://www.pk.top

PKEX https://www.pkex.cc/

Poloniex https://www.poloniex.com

Coinbase Pro https://www.pro.coinbase.com

ProBit Exchange https://www.probit.com/en-us/

PURCOW https://www.purcowio

QBTC https://www.qbtc.com/

Rfinex https://www.rfinex.com

RIGHTBTC https://www.rightbtc.com

SilkTrader https://www.silktrader.net

Simex https://www.simex.global

Sistemkoin https://www.sistemkoin.com/

STEX https://www.stex.com/

Tidex https://www.ti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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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ckTrading https://www.tiierocfctrading.com

TOBEXS https://www.tobexs.com/

Tokencan https://www.tokencan.net

TokenPark https://www.tokenpark.co/

TOKOK https://www.tokok.com/

UB https://www.ubcoin.pro/#/Home

Upbit https://www.upbit.com/

UUEX https://www.uuex.me/

VDSEX https://www.vdsex.com/

VinDAX https://www.vindax.com/

VSEX.Pro https://www.vsex.pro/

VVBTC https://www.vvbtc.com

ZB https://www.web.zb.com

WhiteBit https://www.whitebit.com

WinMax https://www.winmax.me

WPIEX https://www.wpiex.com/

WR.NET https://www.wr.net

WSEX https://www.wsex.cc/

wtz https://www.wtzex.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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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CEO https://www.y.ceo

YAEX https://www.yaex.com/

YEX https://www.yex.com

YoBit https://www.yobit.net

YunEx https://www.yunex.io/

ZB.COM https://www.zb.com/

zbg https://www.zbg.com

zdcoin https://www.ZDCOIN.APP

Zebpay https://www.zebpay.com

Znn https://www.znn.com/

zt https://www.zt.com/

ZZEX https://www.zzex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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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 白名单

Andreas https://www.twitter.com/aantonop

Aaron van Wirdum https://www.twitter.com/AaronvanW

Adam darper https://www.twitter.com/AdamDraper

Adam ludwin https://www.twitter.com/adamludwin

Adrian Hibbert https://www.twitter.com/adrianhibbertuk

ælf https://www.twitter.com/aelfblockchain

Alexandre Dreyfus https://www.twitter.com/alex_dreyfus

Alistair milne https://www.twitter.com/alistairmilne

Crypto Airdrops https://www.twitter.com/Alt_Airdrops

Altcoin Daily https://www.twitter.com/AltcoinDailyio

Aly madhavji https://www.twitter.com/aly_madhavji

Amber https://www.twitter.com/AmberBaldet

Angie Lau https://www.twitter.com/AngieTVLau

Anna lrrera https://www.twitter.com/annairrera

Apolo Anton ohno https://www.twitter.com/ApoloOhno

Pomp https://www.twitter.com/APompliano

Arianna simpson https://www.twitter.com/AriannaSimpson

Ari paul https://www.twitter.com/AriDavidPaul

Michael Arrington https://www.twitter.com/arrington

Asheesh Birla https://www.twitter.com/ashgo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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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in Hill https://www.twitter.com/austinhill

Aydan https://www.twitter.com/aydan

Alex van de sande https://www.twitter.com/aysa

BalajiS.Srinivasan https://www.twitter.com/balajis

BnkToTheFuture https://www.twitter.com/BankToTheFuture

Barry Silbert https://www.twitter.com/barrysilbert

Ben He https://www.twitter.com/beenhero

benjyfishy https://www.twitter.com/benjyfishy

Bibox https://www.twitter.com/Bibox365

BitcoinToYou https://www.twitter.com/bitcointoyou

Bitex https://www.twitter.com/bitexla

BitPay https://www.twitter.com/BitPay

Bittrex https://www.twitter.com/BittrexExchange

Bittylicious https://www.twitter.com/Bittylicious_

BlitzPredict https://www.twitter.com/BlitzPredict

Blockchain https://www.twitter.com/blockchain

Blockstream https://www.twitter.com/Blockstream

Andorra Guy https://www.twitter.com/Bricklv

Cardano Community https://www.twitter.com/Cardano

Coinbase https://www.twitter.com/coinbase

Coinbase Wallet https://www.twitter.com/CoinbaseWallet

Blox.io (CoinDash) https://www.twitter.com/coindashio

CoinMarketCap https://www.twitter.com/CoinMarket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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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telegraph https://www.twitter.com/Cointelegraph

Andrew keys https://www.twitter.com/ConsenSysAndrew

Cory Johnson https://www.twitter.com/CoryTV

Crush Crypto https://www.twitter.com/CrushCrypto

Bloomberg Crypto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

Crypto Briefing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_briefing

CryptoCompare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Compare

Arthur Hayes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hayes

CRYPTO KOALA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koala_Aus

Crypto Korean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Korean

CryptoNow TV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NowTV

CryptoSlate https://www.twitter.com/CryptoSlate

Dan Raine https://www.twitter.com/DanRaine

David Gettman https://www.twitter.com/DavidGettman3

ANTHONY DIIORIO https://www.twitter.com/diiorioanthony

Elastos https://www.twitter.com/Elastos_org

Erik Voorhees https://www.twitter.com/ErikVoorhees

Ethereum Classic https://www.twitter.com/eth_classic

Samson Mow https://www.twitter.com/Excellion

FLO https://www.twitter.com/FLOblockchain

Frank Mong https://www.twitter.com/fmong

Forbes Crypto https://www.twitter.com/ForbesCrypto

Francis Boulle https://www.twitter.com/FrancisBou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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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z https://www.twitter.com/Friendz_ICO

George Buhnici https://www.twitter.com/gbuhnici

Genaro Network (GNX) https://www.twitter.com/GenaroNetwork

Bizzle https://www.twitter.com/Ghost_Bizzle

Cryptocurrency Boss https://www.twitter.com/GibsoonCorp

Global Crypto https://www.twitter.com/GodOvCrypto

Goodbit https://www.twitter.com/Goodbit101

Hamad https://www.twitter.com/Hamad28699192

Hyperledger https://www.twitter.com/Hyperledger

Positive Vibes https://www.twitter.com/incredibleviews

Infura https://www.twitter.com/infura_io

issa https://www.twitter.com/issa

itBit by Paxos https://www.twitter.com/itBit

Jimmy Dean https://www.twitter.com/JimmyDean

Joel Comm https://www.twitter.com/joelcomm

Kathryn Haun https://www.twitter.com/katie_haun

Kevin Rose https://www.twitter.com/kevinrose

KUCOIN https://www.twitter.com/kucoincom

Larry Kim https://www.twitter.com/larrykim

Ledger https://www.twitter.com/Ledger

TWIMARKETCAP https://www.twitter.com/LibroFilosofico

livecoin https://www.twitter.com/livecoin_net

loganxartX https://www.twitter.com/LoganxartX

http://www.twitter.com/Friendz_ICO
http://www.twitter.com/gbuhnici
http://www.twitter.com/GenaroNetwork
http://www.twitter.com/Ghost_Bizzle
http://www.twitter.com/GibsoonCorp
http://www.twitter.com/GodOvCrypto
http://www.twitter.com/Goodbit101
http://www.twitter.com/Hamad28699192
http://www.twitter.com/Hyperledger
http://www.twitter.com/incredibleviews
http://www.twitter.com/infura_io
http://www.twitter.com/issa
http://www.twitter.com/itBit
http://www.twitter.com/JimmyDean
http://www.twitter.com/joelcomm
http://www.twitter.com/katie_haun
http://www.twitter.com/kevinrose
http://www.twitter.com/kucoincom
http://www.twitter.com/larrykim
http://www.twitter.com/Ledger
http://www.twitter.com/LibroFilosofico
http://www.twitter.com/livecoin_net
http://www.twitter.com/LoganxartX


126

Lympo.io https://www.twitter.com/Lympo_io

Medium https://www.twitter.com/Medium

Mithril https://www.twitter.com/MithrilOfficial

Arnold Aranez https://www.twitter.com/mr_gadget

MSFTBlockchain https://www.twitter.com/MSFTBlockchain

Napoleon Group https://www.twitter.com/Napoleon_Group

NEM https://www.twitter.com/NEMofficial

Neo Smart Economy https://www.twitter.com/NEO_Blockchain

No Postage Necessary https://www.twitter.com/NoPostageFilm

Aluna'accumulation'lee https://www.twitter.com/onemanatatime

Orionx https://www.twitter.com/orionx

Patrick Abrar https://www.twitter.com/patrickabrar

Bart stephens https://www.twitter.com/pbartstephens

Peter Todd https://www.twitter.com/peterktodd

Poloniex Exchange https://www.twitter.com/Poloniex

Pundi X Labs https://www.twitter.com/PundiXLabs

QtumOfficial https://www.twitter.com/QtumOfficial

Reddit https://www.twitter.com/reddit

Rentberry https://www.twitter.com/Rentberry_

Revolut https://www.twitter.com/RevolutApp

Roobee https://www.twitter.com/Roobee_invest

Salih SARIKAYA https://www.twitter.com/SalihSarikaya

Steven Crowder https://www.twitter.com/scrow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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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 Stephenson https://www.twitter.com/Shuttlecock

Andrew miller https://www.twitter.com/socrates1024

Sportsbet https://www.twitter.com/Sportsbetio

steemit https://www.twitter.com/steemit

Stipend https://www.twitter.com/StipendOff

StockChain.co https://www.twitter.com/StockChain_Ltd

sweetcha69 https://www.twitter.com/sweetcha69

Sym https://www.twitter.com/Symfuhny

SyncFab https://www.twitter.com/SyncFab

The Crypto Dog https://www.twitter.com/TheCryptoDog

TheCryptoTimes https://www.twitter.com/TheCryptoTimes_

Thread Reader App https://www.twitter.com/threadreaderapp

TokenPay https://www.twitter.com/tokenpay

John’s Tron Squad https://www.twitter.com/tron_squad

Trust Machine https://www.twitter.com/Trust_Machine

Trust - Crypto Wallet https://www.twitter.com/TrustWalletApp

Tulsi Gabbard https://www.twitter.com/TulsiGabbard

Vinny Lingham https://www.twitter.com/VinnyLingham

VisionX https://www.twitter.com/VisionXGlobal

Vitolik Non-giver of Ether https://www.twitter.com/VitalikButerin

Vlad Zamfir https://www.twitter.com/VladZamfir

Wanchain https://www.twitter.com/wanchain_org

Warren Paul Anderson https://www.twitter.com/WarrenPaul

http://www.twitter.com/Shuttlecock
http://www.twitter.com/socrates1024
http://www.twitter.com/Sportsbetio
http://www.twitter.com/steemit
http://www.twitter.com/StipendOff
http://www.twitter.com/StockChain_Ltd
http://www.twitter.com/sweetcha69
http://www.twitter.com/Symfuhny
http://www.twitter.com/SyncFab
http://www.twitter.com/TheCryptoDog
http://www.twitter.com/TheCryptoTimes_
http://www.twitter.com/threadreaderapp
http://www.twitter.com/tokenpay
http://www.twitter.com/tron_squad
http://www.twitter.com/Trust_Machine
http://www.twitter.com/TrustWalletApp
http://www.twitter.com/TulsiGabbard
http://www.twitter.com/VinnyLingham
http://www.twitter.com/VisionXGlobal
http://www.twitter.com/VitalikButerin
http://www.twitter.com/VladZamfir
http://www.twitter.com/wanchain_org
http://www.twitter.com/WarrenPaul


128

Warren Whitlock https://www.twitter.com/WarrenWhitlock

Black Banx https://www.twitter.com/WebBank21

Wcflccs Casorcs https://www.twitter.com/wences

WhalcPando https://www.twitter.com/WhalcPando

Willson Iee https://www.twitter.com/willsoiitweet

WINk https://www.twitter.com/WINkorg

Wirex https://www.twitter.com/wirexapp

Wliat Bitcoin Did Podcost https://www.twitter.com/Wliat Bitcoin Did

Willy Woo https://www.twitter.com/woonomic

Xiaolai https://www.twitter.com/xiaolai

XRP News https://www.twitter.com/XRPtheone

Yusuf Chambers. https://www.twitter.com/YusufChambers

Zhousj https://www.twitter.com/Zhoushuoji

Zooko https://www.twitter.com/zo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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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白名单

Arbolet https://www.arbolet.net

Bitcoin https://www.bitcoin.com

Bitcoin Feed https://www.btc-feed.jp

BitcoinMagazine https://www.bitcoinmagazine.com

bitcoinnews https://www.bitcoinnews.com

BitcoinsChannel https://www.bitcoinschannel.com

bitnews https://www.bitnews.today

Bizon.ru https://www.Bizon.ru

Blockchain Business
Community

https://www.businessblockchain.org

blockchaindailynews https://www.blockchaindailynews.com

BlockchainNews https://www.the-blockchain.corn

Blockinpress https://www.blockinpress.com

Business Insider Malaysia https://www.businessinsider.my

Buzzfeed https://www.buzzfeed.com

CITYPIus FM https://www.cityplusfm.my

Coin News Asia https://www.coinnewsasia.com

CoinAnnouncer https://www.coinannouncercom

coindesk https://www.coindesk.com

Coinldol https://www.Coinldol.com

http://www.arbolet.net/
http://www.bitcoin.com/
http://www.btc-feed.jp/
http://www.bitcoinmagazine.com/
http://www.bitcoinnews.com/
http://www.bitcoinschannel.com/
http://www.bitnews.today/
http://www.bizon.ru/
http://www.businessblockchain.org/
http://www.blockchaindailynews.com/
http://www.the-blockchain.corn/
http://www.blockinpress.com/
http://www.businessinsider.my/
http://www.buzzfeed.com/
http://www.cityplusfm.my/
http://www.coinnewsasia.com/
http://www.coindesk.com/
http://www.coinld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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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pan https://www.coinpan.com

Coinpost https://www.Coinpost.jp

Coinspeaker https://www.Coinspeaker.com

CoinStaker https://www.CoinStaker.com

CoinTalk https://www.CoinTalk.co.kr

Cointelegraph https://www.Cointelegraph.com

cointelligence https://www.cointelligence.com

coinvedi https://www.coinvedi.com

CoinVoice https://www.coinvoice.cn

CryptoCoinsNews https://www.CCN.com

Cryptonews https://www.Cryptonews.com.au

DerTagesspiegel https://www.DerTagesspiegel.de

Digitaljournal https://www.Digitaljournal.com

Equities https://www.Equities.com

FinanzNachrichten.de https://www.FinanzNachrichten.de

geekextreme https://www.geekextreme .com

GlobalCoinReport https://www.globalcoinreport.com

GoMalaysia https://www.gomalaysia.info

HappyCoinClub https://www.happycoin.club

Heilbronner Stimme https://www.stimme.de

Imenno.ru https://www.imenno.ru

Itar-tass.com https://www.tass.ru

Koelner Express https://www.Express.de

http://www.coinpan.com/
http://www.coinpost.jp/
http://www.coinspeaker.com/
http://www.coinstaker.com/
http://www.cointalk.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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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invoi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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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ss.ru/
http://www.expres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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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emlinrus.ru https://www.kremlinrus.ru

KryptoMoney https://www.KryptoMoney.com

Livejournal.com https://www.livejournal.com

Manager-magazin https://www.Manager-magazin.de

Medium https://www.medium.com

Mittelbayerische Zeitung https://www.mittelbayerische.de

Morningstar Malaysia https://www.my.morningstar.com

Newsbtc https://www.newsbtc.com

Newsroom.su https://www.newsroom.su

Nordbayern.de https://www.nordbayern.de

PAnews https://www.panewslab.com

Portal do Bitcoin https://www.portaldobitcoin.com

Pressuha.ru https://www.pressuha.ru

Reg-news.ru https://www.reg-news.ru

SITEC https://www.sitec.com

Smartereum https://www.smartereum.com

SME Magazine Online https://www.smemagazine.asia

Spiegel.de https://www.Spiegel.de

TGdaily https://www.TGDaily.com

The4thWave https://www.the4thwave.co.kr

thebitcoinnews https://www.thebitcoinnews.com

TheMerkle https://www.themerkle.com

Theoofy https://www.theoofy.com

http://www.kremlinrus.ru/
http://www.kryptomoney.com/
http://www.livejournal.com/
http://www.manager-magazin.de/
http://www.medium.com/
http://www.mittelbayerisc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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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gdaily.com/
http://www.the4thwave.co.kr/
http://www.thebitcoinnews.com/
http://www.themerkle.com/
http://www.theoo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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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knows https://www.tokenknows.com

Tokenpost https://www.tokenpost.kr

usethebitcoin https://www.usethebitcoin.com

Vulcan Post Malaysia https://www.my.vulcanpost.com

worldnews https://www.WN.com

http://www.tokenknows.com/
http://www.tokenpost.kr/
http://www.usethebitcoin.com/
http://www.my.vulcanpost.com/
http://www.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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