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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 

 

构想的世界 

 

我们希望为更美好的世界提供和共享技术资产

管理和运营的支撑平台，使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

主人，并改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不公平经

济待遇。MARX Project是为了实现我们共同梦想

的世界，在技术基础和道德基础上继续参与，并

建立一个能够正确持有和操作我们自己创造的资

产价值的系统。利用以区块链为基础的Defi(Defi, 

Decentralized finance) Token和NFT(Non-Fun

gible Token, 不可代替的Token)，在现有的社会

体系上实现创新的转型，并共享。为此，我们希

望构建‘支持具有伦理基础的经济社会活动’，

‘将实物资产转换数字价值的平台’，‘自由、

和平、加强社会团结’的生态系统。 

 

 价值是指可以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对象

或对象的性质。 价值可以以客观评价的对象本身

的经济价值为标准，也可以根据符合主观必要性

的主观效用性来规定， 但是价值的标准应根据生

成或交换的行为者是谁，而进行重新评估或变更。 

适当的价值应反映行为者主动性力量的意志

（战胜生活的痛苦，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努力的

意志）。这种价值不会被改变，也不应改变。为

此，应存在社会性协议或判断的解释。但是，这

种对价值的协议或解释，可能会被拥有社会权利

的人而扭曲，因此需要赋予权力或创造价值的主

体，来达成新形态协议的结构性世界。 

(Metaverse)1 
 

 

 

 
1 金相均著, "Metaverse, 数码地球, 升起的世界",2020年planb公司，“Metavers

e是人类用数码技术超越现实世界创造的世界。包含智能手机、电脑、网络等数

字媒体的新世界、数字化地球”。企业经营者，政策决策者，更不能只孤立于物

[Value Developing Project – Value Design Lab of CommuneSociety] 

 

社会成员的交换决定，也应根据普遍可以接

受的‘定义’系统来决定。可以交换价值的信赖

验证系统内，各主体应自由的对自己生活行为进

行价值评价，为此需要随时形成交换自身价值的

手段。 (Blockchian) 

对于这种价值交换，必须以相互信赖的客观

机制为前提，而且调解这种信任交换的主体不应

有权力，即该主体不应存在。(Smart Contract, 

Defi) 同时应实现社会性协议，并需要包括对可

信赖价值评价、交换的方法和系统。 (NFT)  

生成、交换、上升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要适

当地重新分配给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使其成为创

造新价值的动力。通过这种方式，应该努力建立

一个可以发展健康社会基础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Donation)  

 

MarX Project设计目标 

 

 MarX Project旨在通过提供Value Metaver

se生态系统来消除中间分布的垄断, 从而建立一个

与价值创造者和价值消费者直接交换的共享网络。   

通过利用大数据为基础的AI系统分析物理世

界的消费者产生需求,并提供一个AEI系统来判断

消费者是否真的拥有他们最喜欢的需求(真正的欲

望),我们将建立一个价值连城的生态系统网络,使

我们能够找到必须让自己快乐的，而不是拥有自

我满足感的主观性。 

理地区。如无视Metaverse，将会错过组织和成员在Metabus这个新世界里可以

享受的意义、快乐、经济利益等。 



 

2 

 

   最终，MarXProject将为价值创造者与价值消

费者之间的自由, 和平与共享提供一种技术转换器。 

[Value Metaverse – Value Design Lab of CommuneSociety] 
 

 

MarX Project Declare 

  

- MarX Project declares  

‘货币自然主义’   
 

我们应该还原货币本身的交换性和价值性。

即还原对自然生成力量的价值和本身自带的交换

性。用拥有货币自然力量的NFT代替资本货币。 

 

- MarX Project declares  

‘将少数的 price，转变为多数的 Value’ 

 

不是作为权力手段的资本货币，而是能给予

主题力量的NFT来代替。 

 

-MarX Project declares  

‘边缘价值的革命’ 

 

价值不是由成本和劳动力决定的，而是通过

个人生活的效用来决定。 

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完成的欲望景

象，而是一个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执行的各种

“行为史”的基础上共同创造的。 

 

 

 

 

 

 

MarX Project 格言 
 

一切皆有可能！！ 

创造你的虚拟世界！！ 

任何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Value Marginal Revolution – Value Design Lab of CommuneSociety] 

 

2. 介绍 
 

MARX NFT平台是一个块链网络，为用户提

供不灵活Token(NFT)的便利、隐私和可扩展性。 

 

便利 

MARX NFT平台可以创建和交易各种新颖、

刺激的NFT，同时提供熟悉的程序设计语言和便

利的运行环境，同时没有充分理解块链开发的人

员也可以通过区块链编程语言构建NFT Dapps。

此外，单个授权ID证书可为用户提供数据交互，

而无需在生态系统内进行其他注册，从而使他们

能够通过单个订阅执行所有活动。  

 

个人信息保护 

为了保护NFT创建者的数据，它支持Token

化数据生成，支持Dapp的部署，Dapp可以创建

一种新型NFT以奖励存储数据。通过对这些应用

程序的授权调用数据，为商业灵活性提供了绝对

的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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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扩展性 

1. NFT 传送 

可以将NFT从另一个链转移到MarX NFT平台。 

同样，可以将MarX NFT作为另一链发布的N

FT的抵押物。 

2. 托运安全 

在其他链条缺乏安全性的情况下，例如工作

（POW）的区块链，但是有了为数不多的网

络参与者，NFT可以使他们依赖安全的MARX。 

然而，来自其他链的安全威胁不会影响MarX 

的NFT价值。 

3. 互通性 

通过允许多个互用链并行处理事务，我们可以

寻求提高NFTs区块链的扩展性。 通过多链多

分类账区块链系统，可以处理链间数据而不会

影响公证方案中发生的去中心化。2 

 

MarX DeFi-NFT平台支持用户专注于新型NF

T的创新和业务执行，而无需构建基于区块链的N

FT操作环境并花费额外的资金。MarX将构建具

有NFT拍卖功能的NFT SwapDEX，来进行实时交

易和P2P交易。 未来，MarX计划构建基于区块链

的易付款系统，以跟上其附属业务的扩展。MarX

将提供基于证券化Token技术的证券化服务，例

如ABT（资产担保Token）和SCF（供应链分解），

以清算基于NFT的数字资产。 

The Marx将建立NFT资产终端，以支持所有

NFT桥梁和NFT发行DApp开发环境。PG TERMI

NAL通过利用NFT之间的桥梁功能，为MarX DeF

i-NFT平台与合作伙伴MarX NFT生态系统DApp

的发布。银行终端将在MarX生态系统的NFT和D

eFi区块链平台的加密货币之间建立桥梁（例如，

Compound，DAI，AAVE，Uniswap等） 

Marx's‘终端’是Marx 执行桥接功能的一

种概念，是执行区块链互操作的主题或系统。 

 

3. DeFi-NFT 市场介绍 

 

什么是DeFi？ 

 
2 为了处理主链中的侧链数据，侧链必须通过任何方法在主链中都是链上数据. 

Defi是去中心化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

e）的缩写，从广义上讲，它意味着所有基于区块

链的Decentralized Finance服务相关项目。在20

18年末，为了提供快速透明的金融服务，它首先

作为一个术语包含区块链项目而受到关注，该项

目专注于最小化或消除人员或中央机构对金融服

务本身的干预。 

从技术上讲，基于密码资产的金融产品是直

接在分散的系统或协议上设计的，而需要绝对信

任的金融机构的角色是通过利用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和区块链本身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来实现

的。 

目前，与金融相关的所有领域都在开发Dece

ntralized的新型金融服务，主要用于稳定币、存

款/贷款、交易所、衍生商品等领域。 

Decentralized Finance-DeFi所向往的最佳

景象是，即使没有银行、中心化金融机构或控制

机构（或中介者），也可以让所有人使用金融服

务（结算、汇款、存款、贷款、投资等）的基于

公链的基础设施及服务。DeFi的主要优点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3种： 

 

[最小化中央系统的不稳定性] 

就DeFi而言，不用中央银行/金融机构/银行/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的信用保证，使用区块

链的软件或代码充当信任的主体，而且不用中心

主体的数据，而是运用分布在全球的node系统，

因此几乎没有黑客或系统死机的风险，且可以保

证透明操作。 

 

[效率性] 

由于区块链技术解决了所有流程，因此与传统金

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相比，它在成本方面非常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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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 

由于其高可扩展性，金融服务可以在非洲，南美

和东南亚等无银行账户(unbanked)较多的地区更

快，更有效地使用金融服务。  

 

DeFi 市场 

对DeFi的关注持续增加，目前衡量DeFi市场

规模尺度的总储备资产（Total Value Locked）

截至2020年10月25日为准，达到了124.82亿美

元，增长速度非常快，从去年10月的约6亿美元

增长到今年9月的最高点124.82亿美元，增长了

约20倍以上。  
<Source: DEFI PULSE> 

 

Non-Fungible-Token 

NFT是"Non-Fungible Token"的缩写，是

指区块链上发行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特性的To

ken，相反的概念有以太坊和ERC20规格的可替

代Token。 

▪ NFT - 不可替代商品的例子 

- 游戏- 限量版装备、角色、成就等 

- 收藏品- 名人签名、艺术品、遗物等 

- 房地产资产 （Real Estate） 

- 债券 （Bond） 

▪ FT - 可替代商品的例子 

- 加密货币（ETH, ERC20, XRP, EOS） 

- 现金（法定货币） 

- 游戏中的通用资源（矿物质，黄金等） 
 

可替代性（fungibility）是指可以相互代替

特定资产的各个单位，基本上是互不区分的。例

如，1美元纸币可以用其他1美元纸币代替一样，

名目货币是可以代替的，对于交换媒介为目的的

资产来说这是必须的。具有可替代性属性的货币

可以自由兑换，但这种属性与具有收藏价值的品

种和资产不同，因此，除了具有可替代性属性的

 
3 BSN是基于区块链的服务网络，是DApp开发人员一站式服务，用于部署和管理

任何允许或不允许的区块链应用程序。我们已经构建了完整的运营环境。 并在开

数字货币以外，为满足其他需要而推出的货币就

是不可替代的Token。 

不可替换的代币已经成为基于区块链的新型

数字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多个项目在各种领域

（例如游戏，艺术品，数字身份，许可证和证书）

尝试着不可替代token的使用，购买昂贵的商品

或房地产等实物资产的全部或部分所有权，可以

使用不可替代的Token购买。  

 

DeFi -NFT  

从购买NFT的用户立场来看，虽然会根据Tok

en具有的稀缺性或长期投资收益的可能性来决定

购买，但由于NFT的性质，与可替代Token相比，

NFT只能是交易量少、缺乏流动性。 用户因短期

内可用的现金不足，而处理的以外，没有其他方

法。在现实生活中，用债券或当铺的概念在规定

的时间内支付协议利息，可以获得暂时的流动性，

但讽刺的是，在交易费用最少、流动性最丰富的

数字资产上，目前还没有应对方案。如果了解NF

T的价值，并确定期限和利率，开发出能以Peer t

o Peer引起贷款的智能合约，不仅可以提高NFT

市场效率，还将成为NFT独有的DeFi生态系统的

种子。 

 

4.  Architecture 

 

MarX DeFi-NFT平台是使用MarX的一组DeFi

区块链操作环境的跨链，跨电子商务门户，跨框

架的全球基础架构网络。 

MarX DeFi-NFT平台是一个基础架构区块链

平台，通过其Polkadot的框架Substrate引入并

运行，该框架用于在BSN（基于区块链的服务网

络）3生态系统中创建分布式应用程序。Polkadot

的基材适用于MarX。 Polkadot是一个区块链项

目，它连接不同的区块链，例如公共许可的区块

链，并实现所需的数据传输，还被全世界的开发

人员用来构建和操作新的协议和应用程序。基底

由中继链和平行链组成，它们处理交易收集以确

定是否进行交易。 

发人员周围共享BSN的公共城市节点（PCN）上的节点。 仅需要选择哪个PCN

即可连接并上传智能合约。 

（https://bsnbas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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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将支持可扩展的NFT发行和DApp的部

署，这将通过BSN生态系统中的Oasis系统增强私

有级别；隐私功能使您可以创建一种新的数字资

产形式，称为令牌化数据，并且由于向NFT提供

对生成NFT的控制权，用户将获得奖励。 

MarX旨在建立一个系统，以解决基于ERC的

NFT的交易费用问题。 MarX将通过构建基于超

级账本的许可NFT发行系统和SwapDEX(支持基

于链下的拍卖功能)来支持生态系统实用程序NFT。 

MarX NFT资产TERMINAL将使ERC20和NFT

代币（ERC721，ERC998，ERC1155）的跨链移

动变得更加容易。 在交易中，PG TERMINAL提

供UI / UX，以增强用户对加密货币，支付和数字

货币的访问。 MarX DeFi-NFT平台充当中介，以

太坊发行的代币可以通过银行终端借出或借给其

他人。 

使用MarX DeFi-NFT平台，可以使用三种类

型的NFT服务：发行，掉期，抵押L＆B。 以下是

MarX DeFi-NFT平台核心组件的示意图和说明。 

[MarX DeFi-NFT Platform Diagram –MetaverseSociety] 

 

4.1. MarX’s TERMINAL 

Marx TERMINAL, 基于BSN基础结构的多

通道、多分类区块链系统和 ARBAC（基于应用

程序和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管理系统，执行副

链桥功能。 

许多类型的数据，令牌和资产还具有可以通

过跨区块链交付的互操作性，并将事务发送到多

个并行网络，从而提供出色的事务可伸缩性。  

授权管理链系统还将通过确保链间每个应用

程序的信息保护，提供业务灵活性。 

 
4 EOS.IO软件使用经过验证的，能够满足区块链上应用程序性能要求的唯一已知

的去中心化共识算法，并进行委托证明。 授权股份（DPOS）。在此算法下，那

些采用EOS.IO软件在区块链上持有Token的人可以通过一个来选择区块生产者。 

 

[TERMINAL Architecture –MetaverseSociety] 
 

4.2. MarX Project 

MarX Project旨在构建第2层DeFi-NFT协议， 

该协议侧重于‘功能逃逸速度’，以解决在管理

网络成员同意可伸缩性问题时很难在不破坏安全

性和分散性的情况下增加可扩展性。 我们会使用

BSN的基础设施,确保第1层的稳定。 通过利用基

础设施，我们旨在实现简单程序语言、丰富状态

和数据可用性，加快功能转义。  

MarX完成了一个区块链DeFi NFT基础设施网

络，通过发行带有MarX DeFi NFT平台的NFT，

将独特项目（艺术品、游戏项目和收藏品）和商

业项目（优惠券、门票、知识产权政策、捐赠政

策、会员资格、SNS post script、columm贡献

和咨询）结合到NFT中。 

为了执行此过程，MarX网络下面有几个关键

模块。 

[MarX DeFi-NFT 1.0 –MetaverseSociety] 
 

共识算法（BFT-DPoS）4 

MarX采用EOS共识模型，即委托权益证明

（DPoS）模型。 

连续的批准投票系统，任何人都可以选择参与区块生产，并且可以提供生产区块

的机会。 说服代币持有人投票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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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共识与EOS原生共识之间的主要区别

是初始支付模式。MarX是以固定供应Token开始

的，因此对于区块补偿具有基于Logarithmic的

返还日程。（与比特币返还日程相似）这些区块

奖励是在创建时生成的，总供应量的60％来自生

态系统奖励分配。将来，如有必要，所有利益相

关者都可以通过成功的治理公投来调整整体薪酬

模型。 

 

MarX Data Economy Privacy for DeFi-NFT 

[Privacy Data Economy –MetaverseSociety] 

 

Marx Project为了发行私人DeFi-NFT，将提供O

asis网络的数Token化功能和个人信息保护功能。

通过此功能，用户可以控制新生成的数据，并创

建一个可以通

过储存在DAp

p的数据获得

奖励的新型D

eFi-NFT。此

外，我们还将提供机密Paratimes服务，来满足

任何人的特定要求，并支持DeFi-NFT issuance 

DApp的开发和组建。 

Marx Project旨在通过将区块链协议信任假设问

题委托给硬件来追求高度可扩展的区块链网络。 

[H/W Design of Blockchain] 

 
IPFS(iPFS)是一个"星际文件系统",它把数据储存在分布式文件系统和Protocolis中。 Napster、Turrents（Turent）等，用于共

享大文件和数据。 现有的http 方法就是找到数据所在的地址，立即导入所需内容，但IFFS通过将数据内容转换为散列的散列值

来工作，找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上的内容，然后精细地分割成碎片，迅速导入数据，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散列表将信息

数据储存 

HTTPS协议文件存储在速度和可用性方面可

能很棒，但是它不是存储具有分散值的NFT元数

据的最佳选择。我们构建了MarX独有的存储系统，

旨在分散存储具有NFT基本价值的元数据。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传统协议实验室、Infura、Pinata

和Arwave等系统，但它们所提供的方式不能保证

足够的速度，节点数量太少，或者网络可能存在

不稳定的风险，这不仅会影响NFT的发行，还可

能影响互换和贷款协议。MarX将使用现有的IPFS

5微调系统来平衡网络速度与节点数和网络可靠性

之间的关系，以可靠地扩展生态系统。 

 

4.3. 运行时间组件 

 

发行管理系统 

如果个人为了发行NFT，需要学习Solidity，

并亲自制作智能合约，那么非软件工程师的普通

人很难使用，所以很难实现商用化。为了使更多

人顺利进入NFT生态系统，并扩展其生态系统，

任何人都应该能够轻松发行实物资产或数字资产

的NFT。Marx Printing Machine 提供任何人都

可以轻松发行NFT的解决方案。为了提高访问性

和便利性，Marx使用Wallet Connect，让任何

钱包都可以立即连接使用，并且所有交易明细都

将通过Decentralized的方式利用智能控制储存在

以太坊网络中。 

基本上通过MarX NFT Issuing Platform输入

到NFT的信息如下，（ 例如，我们将根据您的需

要输入信息，以帮助您自行发行NFT） 

 

[输入数据] 

▪ 收集类型 

▪ 符号 

▪ 标题 

▪ 描述 

▪ 资源文件（照片，GIF，视频，音频，3

D文件，文档） 

▪ 秘密数据（仅所有者可见） 

▪ 数量 

▪ 元数据 

▪ 版税 

存储在密钥/值对中，Node是因为它们存储着这些信息，用户可以使用IFFS可以比传统http快得多的速度存储和导入数据。 (h

ttp://wiki.hash.kr/index.php/IPFS) 

http://wiki.hash.kr/index.php/IPFS
http://wiki.hash.kr/index.php/IPFS


 

7 

 

特别是Royalty，是NFT和区块链技术能够解

决的问题之一，对创作者来说是应有的回报。创

作者（发行者）输入一定比率的专利费后发行，

通过Marx Swap交易该NFT时，都会通过智能合

约向创作者支付一定百分比的使用费。 

不仅个人，各种业务利益相关者也会希望把自

己的产品或服务积极结合到NFT中，来创造出更

多的价值。同时为了给相关利益者促进使用NFT

和协议，将以API和SDK的形式提供10行以内的J

avaScript，便于系统集成。 

 

掉期管理系统 

除实物资产或加密货币以外，数字资产的交

易费用只能利用平台，因此交易成本相对较高。

（可以设想房地产交易费用或APP Store购买游

戏道具的手续费） 

相比之下，Decentralized的NFT交易虽然费

用非常低廉，但NFT市场效率也难免会有点低。

NFT由于Token本身具有的独特特点，交易量相

对较少，交易时间较长，因此交易费用必然会升

高。  

Marx Swap就是为解决这些结构缺陷而开发

的解决方案。Marx Swap基本上是NFT专用交易

所和市场，可以交换到像Ethurium、稳定币、ER

C20等可替代的代币。Marx Swap的主要功能如

下： 

[Gasless listing] 

你可以将自己的NFT列在MARX互换上，这样潜

在的购买者可以查看或提供价格。 挂牌本身没有

费用，只有在进行交易时才支付费用。 

[闪电交换] 

NFT拥有者设置希望兑换的ETH或ERC20的Toke

n数量、种类后挂牌，则自动激活闪亮交换功能。

根据Token种类和数量，购买者（可替换Token

的持有者）在钱包中通过签名表示购买意向时，

立即启动"Lightning Swap Contrack"，并进行

两个Token之间交换。 

[提供价格] 

看到Marx Swap上标的NFT，买方提出价格，本

身不会被上传到整个数据中，因此可以不用担心

费用，可以随意提出价格。 

 

[多种竞拍方式] 

Marx Swap提供多种交易解决方案，为丰富流动

性提供三种拍卖方式。 

▪ English Auction (eBay Style): 

最普遍的拍卖方式。 设定时间和最低销售价

格后，在时间内与报价最高者进行交换。 

▪ Dutch Auction Declining-price listings: 

从高价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价格，

从而寻找购买者的方式。设置起始价格、终止

价格和时间后, 按照卖方设定比例逐步降低价

格, 在终止前出现有意购买者，则进行兑换。 

▪ Private Auction: 

非公开拍卖是只有NFT持有者指定以太坊地址

才能进行交易的特殊拍卖方法。首先由NFT持

有者（卖方）指定价格，支持掉期合约方式，

如果有意购买者不满意该价格时，可以通过M

arx Swap内另外的Office渠道协商价格，然

后重新发行智能协议。 

[Bundle Sale] 

捆绑销售功能是将多个NFT捆绑在一起销售的功

能。举例来说，当两个非常稀有的收藏品捆在一

起时，大的价值可能会翻倍。在这种情况下，卖

家想捆绑销售自己的NFT，但如果不能捆绑销售，

交易就不会成功，因此，Marx将捆绑销售功能开

发成Contract并予以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将艺

术家的作品按年代分类捆绑销售或将著名说唱歌

手的演唱会门票大量捆绑销售等交易也是完全可

能的。 

[Fractional Swap] 

Fractional Swap是将1个NFT分成持有者希望的

数量进行交易的一种衍生交换协议。为了便于说

明，假设对位于市中心的商业建筑的所有权和收

益分配权进行分割，并以NFT的方式进行流通。  

按楼层来测定的租金和价值会有所不同，如果将

其分割到足够的程度，虽然可以享受NTF的好处，

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各种不能分割的理由。（管理

难度的增加惑是法律限制或需求高等情况）这种

情况下，将发行的NFT拆开进行交易，对于所有

者和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有可能成为增加价值的手

段。 

 

 



 

8 

 

Fractional Swap Contract的优点如下： 

▪ 可以增加流动性和交易量。 

▪ 可以实时接受价值评估，并取得较高的营销效

果。（特别是对于过于昂贵以至于无法拥有1

00％或交易很少的NFT） 

▪ 可以让更多的人减轻财务负担，并参与进来。 

这最终将扩大整个生态系统，导致需求和价格

上涨。 

▪ 可以以更少的成本进行多种交易和收集。 

▪ 所有权真正实现Decentralized。 

▪ 创作者可以透明地从区块链上收取正当的手续

费。 

 

【防伪系统】 

与可替代的Token不同，在交易NFT时频繁发生

的问题之一就是伪造产品问题。Marx Swap 计划

构建一个集成线上线下一体的数据链Anti Fake S

ystem，以保护用户。在这里记录以以太坊地址

为单位赋予的信用分数、徽章、交易内容等信息

和NFT的所有合同。这单靠区块链技术是肯定无

法解决的问题，因此，不仅Marx团队，社区和生

态系界也要长期稳定的应对下去。     

 

Collateral Manager 

NFT所具有的固有特性使得流动性受限，这

已经在前面作了说明。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部分

就是担保化及贷款的可能性，这与Fractional Sw

ap Contract一样重要。NFT持有者根据Token的

稀缺性和长期价值购买。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

中随时都可能面对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

况下，除了出售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希望购买NF

T的人和所有者只能消极接近。  

NFT Collateralized Lending是可以把mattr

ess money一样流动性不足的NFT通过担保获得

贷款的智能合同集。由于NFT的性质，像Money 

Market Pool这种方式危险性高、效率低，因此

Marx以Peer toPeer的形式连接债权人和债务人。 

希望贷款的NFT持有人以单一或多个NFT作

为担保，自由设定所希望的金额、担保比率、利

率、贷款期限。贷款提案将自动推向Marx Lendi

ng，如果出现希望借钱的人，就会启动智能合约。 

 

Escrow System 

如果贷款得以实行，债权人拥有的NFT在偿

还贷款之前，将使用智能合约进行第三方拖管，

因此无法接近。如果不能按期支付全部贷款本息，

NFT将自动转让给债权人，并且贷款合同将终止。 

因NFT具有固有的特性，所以使用最简单、

最切实际的第三方托管的方法。目前应用Price O

racle, Over collateralized, Stabilizing Lisk Man

agement等功能，在数据或交易频度上的不足，

而增加设计上的难度，因此计划逐步提出通过Go

vernance制作保护装置的方案。 

最终所有过程都将通过以太坊智能合约进行，

无需任何人的信赖，可自动通过智能合约系统进

行，因此可以实现高信赖和流动性及成本效益。 

我们期待NFT Collateralized Lending将更多的

实物资产和数字资产纳入Marx生态系统，起到积

极有效的作用。 

 

5. Token Economy 

 

Governance 

拥有MarX Token使您有权成为MarX生态系

统的利益相关者并参与治理过程。 

MarX管理链上投票过程中的大多数Tokens

都使用现有的民主、理事会和财政部基础金融框

架，来决定网络关键决策的结果，这与管理Polka

dot中继链的方式类似。协议或应用系统的更改、

调整，诸如收费率等关键参数以及基于社区的计

划，如奖励政策、新的NFT列表和NFT互换率政

策。像这样的决策结果，可以以对提议标准书的

利害关系加重投票的形式提供。 

该链上投票治理模型的关键组件包括： 

▪ Council  

通过投票权选出的个人集会。 议会议员可以提议

对投票的推荐书，对公开进行的推荐书行使否决

权。目前正在进行议会选举。MarX Token拥有

者可以投票给新委员或现有委员的成员。 

▪ Referendum 

MarX NFT Terminal的变更建议，包括基本应用、

协议参数、代码升级、功能请求、财务建议等值。 

▪ Voting  

参考资料由MarX Token Token持有者以股份加

重标准进行投票。延迟通过的Referendum，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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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同意决策方向的人有需要，可以设置延长时

间。 

▪ Treasury 

提交提案书后募集可以与保证金一起使用的Mar

X Token资金。任何支出提案都必须得到议会的

批准。被拒绝的提案根据提案人损失最初保证金。 

 

About MarX Token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不断发行MarX代币，

作为对流动性供应和生态系统参与者的奖励，来

发展由DAO（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运营的MarX。 

MarXToken基本上是一个基于ERC20的管理

权Token，而MARX Token持有者对MARX的技

术变更以及通过投票表决的运作规则，具有总体

影响和控制力。如果投票可以决定和影响，则除

了法律案例（例如所有权或利润分配给公司或基

金会）外，没有其他限制，最终影响和控制权由

代币持有者和DAO来决定。MarX Token被用作

MarX DeFi NFT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基本治理Toke

n和应用Token。在MarX DeFi-NFT平台并行链

完成和发布之前，MarX作为以太坊区块链上的E

RC20令牌发行。一旦MarX DeFi-NFT平台开发

完成，MarX Token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本机Toke

n，可以轻松地通过MarX和以太坊网络之间的桥

梁进行传输。 

 

[目前可预测的范畴] 

▪ 修改Marx 的合约内容 

▪ 发行及销毁 Marx Token 

▪ 开发新的管理系统 

▪ Issuance Platform的手续费体系 

▪ 修改 Data Storage 方式 

▪ Marx Swap的手续费体系及方式 

▪ NFT Collateralized Lending的手续费及是

否应用Token 

▪ 是否认证NFT Collateralized Lending的担

保及扩大/缩小 

▪ 与外部智能合约系统链接 

▪  

Token Hold通过社区提出需要投票的议案，

或对提出的议案进行投票时，在指定投票期内To

ken将锁在合约内，等达到投票率或投票期结束

时会解锁。 

 

Ecosystem Domain 
      ☞ 另行参考, Token Economy–Partnership & Project 
 

[Value Ecosystem of MarX Project –MetaverseSociety] 
 

▪ 捐赠 

▪ 艺术版权：音乐/艺术品，古董，（名

人）肖像权，音乐会/活动/事件等。 

▪ 房地产（房地产） 

▪ 宠物经济 

▪ PG（PaymentGateway），轻松付款 

▪ 游戏，电子竞技，头脑体操 

▪ 等 

 

Ecosystem Biz Model with MarX Token 

 

MarX DeFi-NFT平台用户可以通过PG终端和

银行终端，用MarX独特的锁存方式获得MarX To

ken。此外，MarX Token持有人还将获得MarX 

Token-ETH MLP（MarX流动性提供者代币），

通过AMM中的Swap Dex向流动资金池提供Mar

X Token和ETH，以创造可持续的货币利润。Ma

rX将为希望在独特和新市场中发行NFT的用户提

供DApp构建支持，并将根据生态系统的扩展实

施激励系统。 该奖励将支付可在生态系统内使用

的MarX Token。 

MarX旨在进一步构建专用的NFT发行系统和

基于区块链的便捷支付系统，以扩展生态系统合

作伙伴的业务。 MarX Token将充当MarX生态系

统中使用的NFT的治理Token。 



 

10 

 

MarX Token Issuance and Offering 

 

Total Supply: 2,100,000,000 MarX Token (100%) 

▪ Ecosystem Rewards : 1,260,000,000 

(60%) 

▪ Token Sale : 273,000,000 (13%)  

▪ Marketing & Airdrop : 105,000,000 (5%) 

▪ Reserve : 210,000,000 (10%) 

▪ Team/Advisors/Partners: 252,000,000 

(12%) 

 
6. Roadmap 

2021 1Q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MarX  

Project begins 

Private Sales schedule Established  

MarX ERC20 Token Issuance 

Core Partnership Program starts 

2021 2Q 

Core partnership PG/global easy payment 

Published Website & Governance Forum 

Grand open MarX NFT Marketplace 

Completed permissioned utility NFT   

Issuance Management System 

Completed NFT SwapDEX 

2021 3Q 

Completed Data Storage System 

Completed Swap Management System 

2021 4Q 

Built MarX TERMINAL 

Support DAO Governance Framework 

Built Anti Fake System 

Completed NFT Collateral System 

Support Liquidity Mining Program 

2022 1Q 

Support Custodial Version of MarX  

Project 

Core Partnership Expansion 

2022 2Q 

Additional Trade Currency Support 

Integrated with 3rd Party Platform 

2022 3Q 

Integrated with Worldwide Financial &  

Fintech Company 

Smart Contract Expansion (Deposit Pool) 

2022 4Q 

Smart Contract Expansion (Option,  

Interest Rate Swap) 

Launched MarX NFT Index 

 

 

7. Team / Partner /dvisors  

 

金仁永/总裁/UniversalStar Limuted(HK) 

中国大庆振环燃料油(中外合资)有

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哈尔滨佳越

电子(中外合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城乡智能管

理研究所 副主任. 北京奥格尚融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历任中-阿国际科技产业合作联盟（一带一路）驻

韩贸易代表. 帮助韩企与银联签署‘中韩B2B电子

贸易安全支付服务’等多数中韩商务咨询业务 

 

David Kim/CEO/MetaverseSociety 

IT咨询企业MetaverseSociety(株) 

董事长. 历任LG化学信息战略组、

LG集团网络管理员科长等 

担任政府机关顾问，如韩国广播通

信标准审议会委员等 

1999年后为三星、LG、现代、起亚等大型企业，

及韩国韩国观光公社、健康保险审查院、KOTRA

等公共政府机关提供管理咨询业务。 

与银联签署有关B2B电子贸易安全支付的协议 

提供原子能安全技术转让咨询服务 

在庆星大学，圣公会大学授课 

毕业于首尔市立大学电子统计学，获取西江大学

技术经营研究院最高课程 

▪2020年获外交部部长表彰 

▪2020年获京畿道知事表彰 

▪2011年获行政安全部部长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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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Baek /技术顾问/ INBLOCK 

现任Hyperledger区块链专业公司I

NBLOCK的副总裁 

IBM全球Think 2019演讲者。 

Hyperledger布艺专家。IBM韩国

区块链安全会议发言人。 

曾在新加坡“第11街”担任网络工程师。 
 

Louis Kim/PG Affiliate Partner/CyrexPay 

与韩国卡公司合作进行跨境项目，

提供在国外支付服务业务。 

通过与各个国家品牌卡公司，国内

卡公司，大型DOMESTIC PG公司

和海外PSP渠道公司的合作，提供

海外和国内支付解决方案，从而在全球支付业务

生态系统中开展各种项目。 

提供FORSPAY海外付款解决方案咨询及国内PG

公司海外付款业务咨询。 

新加坡PSP韩国部门负责人，三星卡合作伙伴业

务/卡产品开发/ FDS，Infobank PG业务总经理 

曾负责NHNKCP海外业务/国内公司和Cyrexpay

业务总经理。 
 

Eddi Kim/Advisor for Global Expansion/ 

ICCF 

ICCF理事(跨国际文化基金会) 

UIA(国际协会) 韩国总部国际活动 

韩国临床健康研究院院长，美国国

际跨文化基金会主任 

美国卡林大学哲学教授 

美国国际许可研究解决方案公司FDA研究代表 

环球日报董事长A.S.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国社会贡献奖组委会政府嘉奖委员会委员 
 

YiChul Sheen/Art Affiliate Partner/Seoul13 

弘益大学研究院，硕士，博士 

华盛顿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硕士， 

汉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弘益大学陶瓷研究中心副主任， 

弘益大学兼职教授， 

梨花女子大学兼职讲师。  

个展21次，邀请展52次，团体展11次 

 

MuLim Park/Art Affiliate Partner/Seoul13 

加州艺术学院，艺术策划，MFA, 

首尔艺术文化基金会艺术文化团理

事长 

Jungdabang艺术中心非执行委员 

Mullae艺术空间委员会委员 
 

JungBaek Kim / Advisor for Comm. &  

Development / NamdoTV 

NamdonewsTV 执行董事 

历任JT Contact 执行董事 

1988年通过moodeungilbo就职K

BC（光州电视台）记者，历任周末

新闻主播、青瓦台/国会出入记者、

报道局长、专务理事等  
 

SangKi GwaK / Advisor for Contens / (株)H

APPYDOG (株)Kenny & Co 执行董事  

韩国contents振兴院咨询委员，韩

国传播振兴协会评委  

ZDF Enterprises GmbH Korea 

Representative 

Disney Educational Productions 

Asia 七国 

  Representative 

Warner Bros.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Distribution  Korea  

Representative 

- KBS “1 VS 100” 版权顾问 十年 

- SBS “金妍儿的Kiss&Cry” 版权企划及制作 

- SBS “丛林法则” 企划 

• 2002年文化观光部长官奖 

• 2015年未来创造科学部长官奖회사 

 

ByungSung Lim / Advisor for Finance 

税务法人瑞草代表税务师 

国会韩国青年委员会委员，首

尔特别市盘浦区村税务师 

首尔商工会议所瑞草商工会，

税务师考试会委员 

担任首尔地方税务会税务师，

韩国青年税务会委员 

Dctom entertainment CFO 

(株)Woori信用卡公司总部税务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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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Kim / Manager / MetaverseSociety 

MetaverseSociety(株) 电子结

算业务部总经理 

在KG innesss、Galaxy Coms、

Wise Care、Sylexpay等企业策

划及运营了有关电子支付业务及

快捷支付业务。在三星信用卡、现代信用卡、BC

信用卡等也有工作经验  

庆熙大学传媒学研究院 

 

赖东京 / President / UniversalStar Limuted 

至今任职于中略卓越（北京）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总裁，促成公司成为

银联代理商，从事第三方支付业

务，主要客户有360公司、四川长

虹集团、中国建筑等提供金融结算

服务。上市咨询业务，正荣地产、中梁地产等香

港上市提供股权搭建等咨询服务，并积极协助联

系保荐人等服务机构，主要合作伙伴有高盛、花

旗环球金融、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黑石基

金、老虎证券、建银国际、农银国际、海通国

际、大唐金融、英皇金融、富强金融、浩天财经

等机构。就职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城乡智能管

理研究所.负责起草中国新农村建设及厕改政策文

件. 历任吉林省信托机构部经理, 中国石油生活网

副总裁, 浙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副行长, 新兴环

球集团副总裁.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 

吉林大学软件管理硕士. 
 

金世贤 / Manager / MetaverseSociety 

MetaverseSociety(株) 电子结算

业务部经理 

在global Trade payment企业

策划及运营了B2B跨境支付业

务。曾在中国东大软件园国际运

营部工作.毕业于光云大学经营系，沈阳师范大学  

 

8. 法律声明 

MarX Talken在任何管辖范围内都不是受到证券

或所有权、信托股权或集合投资机构（基金）单

位或相关限制的（金融）商品。 

本白皮书旨在提供有关MarX代币经济和MarX的

功能的更多信息，并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形

式的文件。 

本白皮书不构成投资决定或与合同有关的基础，

不构成MarX Talk的认购或劝导、出售咨询等。 

任何人都没有就MarX的买卖进行任何合同或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并且本白皮书也不接受数字T

ocken或付款方式。 

UNIVERSAL STAR LIMITED和领取者或购买者之

间的合同，根据记载其他详细条件的合同或其他

文件进行约束。 白皮书与合同条件不一致时，合

同条件优先。 

收取或收购、出售MarX或其他数码Token的条件，

取决于您是否遵守其各自的条款和条件。没有任

何监管机构审查或批准本白皮书中列出的任何信

息。 

没有任何管辖实施过对此实施规定、法律、法规

等措施，本白皮书的发布，分发或传播并不意味

着已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或规则。禁止将

该白皮书转移到被禁止或限制的国家。 

责任限制  

相关法律及规定允许的最大限度内，对UNIVERS

AL STAR LIMITED的信任或接受本白皮书内容而

进行非法行为、与合同等有关的间接、特别、意

外、结果或其他损失（包括收益、收入、利益的

丧失及使用及信息的丧失）不负任何责。 

UNIVERSAL STAR LIMITED的陈述与否认保障  

UNIVERSAL STAR LIMITED对本白皮书中列出的

信息，不会对任何实体或个人做出任何形式的陈

述，保证或承诺，并特此声明不承担任何责任，

包括就以下任何一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进行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本人陈述及保障 

您对根据本白皮书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价/接受时，

对UNIVERSAL STAR LIMITED的陈述和保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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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同意并承认MarX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均不

构成证券，商业信托的单位或集体投资计划

的单位或任何其他受管制产品。 

▪ 本人同意并承认，白皮书不构成任何管辖范

围内的证券认购、事业信托单位或集体投资

机构单位的认购，不构成投资劝诱或诱因，

以本白皮书为基础，不采用任何数字货币或

其他支付手段，不构成任何合同或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关系。 

▪ 本人同意并承认，MarX参与与MarX有关的

利益、所得或支付或分红等，对于买入的机

会，可以将其解释为可能的或具有这样的机

会，或者被分类，或不处理。 

▪ 本人同意并承认，管制当局没有检查或批准

白皮书上记载的信息，也没有对管辖范围内

的限制或法律条件采取任何措施，不暗示遵

守对于本白皮书的出版、发行或散布所适用

的法律、管制条件或规定等。 

▪ 本人同意并承认，本白皮书对MarX的进行/

完成或MarX在数字代币交易所的未来交易，

不应被解释、构成或视为MarX或数码代币

交易所的优点。 

▪ 您所在辖区的适用法律，法规或规则未禁止

或限制本白皮书，其任何部分或任何副本的

分发或散布或您接受本白皮书，任何部分或

任何有关拥有的限制时，MarX不承担责任，

应以本人费用遵守一切限制。 

▪ 本人同意并承认，如果MarX属于上市数码

代币交易所条款（或类似文件）中记载的限

制管辖范围，折不能购买MarX代币。 

▪ 本人对数码代币、区块链基础软件系统、区

块链技术和智能编程技术的启动、功能、使

用方法、存储、传输机制以及其他主要功能

有着基本水平的理解。 

▪ 本人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MarX时，数码代

币交易所、事业及运营存在风险。  

▪ 本人同意并承认，对于侵权，合同或其他形

式的任何形式的任何间接，特殊，附带，后

果性或其他损失（收益、收入或利润的丧失、

使用或数据的丧失）MarX没有责任。 

▪ 本白皮书中所包含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U

NIVERSAL STAR LIMITED或MarX政策或将

来履行的承诺、保障或收购的依据。 本白皮

书只是正在进行的工作物，本白皮书所载信

息仅以当前时间为准。 UNIVERSAL STAR L

IMITED拥有随时更新白皮书及其内容的权

利。 

没有建议    

本本白皮书中的任何信息均不应被视为有关UNIV

ERSAL STAR LIMITED或MarX的商业，法律，财

务或税务建议。 您应就自己的业务和运营咨询自

己的法律，财务，税务或其他专业顾问。 您应该

意识到，您可能需要在不确定的时间内承担购买

MarX的财务风险。 

限制发布和传播 

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的分发或传播可能受到司

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的限制，可能会被禁止或

限制。 

限制适用时，本人应认识到，应遵守与本白皮书

中全部或部分所包含的适用规定，这并非是UNIV

ERSAL STAR LIMITED的责任。 

获得本白皮书的访问权限或已向其分发或分发本

白皮书副本的人，或拥有白皮书的其他人，不得

将其分发给任何其他人，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分发

本白皮书或任何信息 出于任何目的都不可以再次

传播。  

风险和不确定性 

MarX 未来买家在购买MarX前应慎重考虑和评估

与MarX及其业务和运营相关的所有风险及不确定

性。 

本白皮书并不保证MarX的功能或MarX Token经

济基础设施的履行和实现。 

如果上述不确定性和风险成为现实，商业、财务

状况及运营、展望等会受到重大而负面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本人可能损失MarX Token的全部

或部分价值。 购买MarX后不给予退或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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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oken经济 – 合作伙伴 

 

国际跨文化基金会 (UIA和ICCF)   
http://www.iccf.co.kr/main 

 

 

 

 

JoyNews24 http://www.joynews24.com/ 

– iRequest 平台  https://irequest.net/ 

 

 

HappyDOG TV http://happydogtv.com/ 

 

http://www.iccf.co.kr/main
http://www.joynews24.com/
https://irequest.net/
http://happydog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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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OM 经纪公司 https://dctom.lnk.to/take 

 

日月 https://www.instagram.com/illwol_jeju/ 

MU:IN  :https://www.instagram.com/muin_seoul/ 

 

SEOUL13   
 https://www.3rdpl.co.kr/  
 

 

  

https://dctom.lnk.to/take
https://www.instagram.com/illwol_jeju/
https://www.instagram.com/muin_s#eoul/
https://www.3rdpl.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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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rexPay - PG(Payment 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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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ken经济–: PG (支付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