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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期，随着信息互联⽹网的崛起，对世界带来了了巨⼤大的变
⾰革，⼈人们⽆无论是从⽣生活、出⾏行行、娱乐、⼯工作都产⽣生了了翻天覆地的
变化。如今，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物联⽹网等技
术越趋成熟，将再次为⼈人类社会带来史⽆无前例例的机遇，我们将其
定义为：价值互联⽹网时代。 

信息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获取全球海海量量资讯，可以
通过⼀一部⼿手机完成各种需求的匹配，提升了了整个社会的发展效
率。⽆无论是从⽣生活、娱乐、⼯工作、商业都与过往传统社会截然不不
同。但如果你以为这已经是科技变⾰革带来的极致⽂文明了了… 那我们
想告诉你，这远远不不⽌止。 

在即将来临的价值互联⽹网时代，通过崭新的科技⼒力力量量，将改变社
会的⽣生产关系，重新定义每个⼈人的⻆角⾊色，更更准确的体现每个⼈人的
价值。以往在互联⽹网世界⽆无法被衡量量、被验证、被转移的事物，
将在价值互联⽹网时代体现的淋淋漓尽致。

前⾔言



JoyFun全新短视频社交平台 

JoyFun是⼀一家以短视频、通证化⽣生态和未

来AIOT直播为核⼼心的价值互联⽹网平台。 

我们的使命是让分配更更合理理，并期冀⼈人⼈人皆

可参与、参与皆记贡献、贡献皆有价值。

JoyFun是什什么



公司介绍



JoyFun的创始团队是由国际头部短视频公司的原核⼼心⼈人员所组成，研发团队位于新加坡。
JoyFun的诞⽣生是致⼒力力于打造⼀一个集短视频、直播与⽣生活服务的价值互联⽹网平台。 

公司主体JoyLife Limited设⽴立于开曼群岛，并完成了了于境外上市所需的组织架构(VIE)。除
此之外，公司于⾹香港股权交易易中⼼心挂牌，代码：HK.IT01688，挂牌的⽬目的与意义是将平台
的通证(趣⾖豆)与公司的股权进⾏行行确权，这⼀一举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公司介绍



JoyLife公司资本化路路径：VIE架构与通证确权 

注：除了了ESOP 30%, JoyFun团队代持19%的⽤用户股权并托管在港股交, ⽤用户总股权为49%。



JoyLife Limited公司主体于开曼设⽴立 

商业登记证



JoyLife Limited公司主体于港股交挂牌 

HK.IT01688

www.hkeex.com 



产品介绍



短视频

JoyFun
v1.0版本

⽣生活服务 
新闻 / 游戏 / 电商购物 

外卖 / 优惠 / 抽奖

内容创作



完成任务/推⼴广分享

趣Park(趣公园)
任务中⼼心、通证中⼼心

趣⾖豆/趣浪交易易
趣⾖豆兑换股票



通证的优势
与价值



通证的优势与价值

信息互联⽹网是将“信息”通过互联⽹网进⾏行行传递、分享，
就像您的照⽚片，在互联⽹网上是可被复制、被删除，被
修改的，是⽆无法将其变成独⼀一⽆无⼆二，不不可替代的。⽽而
通证却能被赋予价值，如：货币、股权、分红权、拥
有权、使⽤用权等，能将其设定成为独⼀一⽆无⼆二、不不可被
复制、不不可被删除、不不可被篡改的。 

因此区块链+通证，是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基础，亦是可
将任何的“价值”在互联⽹网上实现可分割、可分配、可
转移，从⽽而改变整个世界的信任机制、⽣生产关系及交
易易逻辑。

通证是源于区块链技术⽽而诞⽣生，是能够将“资产”在互
联⽹网上进⾏行行确权、转移的载体。



JoyFun结合通证经济的⽬目的，是要颠覆过去互联
⽹网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烧钱、资本垄断的商业
模式。⽽而通证经济则是按照贡献来分配权益，让
所有参与到平台的⽤用户可以成为真正的受益者，
激励⽤用户⼀一同推动及维护经济体的发展。因此，
JoyFun的使命是致⼒力力于推动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发
展，成为全球第⼀一的价值互联⽹网⽣生态企业。

JoyFun的通证模型：趣⾖豆



趣⾖豆的权益与
发⾏行行机制



趣⾖豆的权益

总量量：2.1亿
基于区块链开发，让趣⾖豆具备开放⾦金金融属性，拓拓展通证化⽣生态多样性 

初始价格：5元⼈人⺠民币/枚（2020年年11⽉月28⽇日） 

趣⾖豆对应JoyLife公司49%的收益分配权及所属权（股票） 

公司⼴广告收⼊入10%⽤用于市场回购趣⾖豆，形成流通性紧缩 

公司⼴广告收⼊入49%⽤用于市场回购趣⾖豆，趣⾖豆⽤用于权益池分红 

创新趣⾖豆权益池(StakingPool)，质押趣⾖豆，享有⼴广告收益分红 
（活跃⽤用户达到100万+开放） 

趣⽣生态：推出各类应⽤用，促使趣⾖豆的⾼高速流通和应⽤用属性，让趣⾖豆成为
⽣生态体系的价值通证。（活跃⽤用户300万+开放)



趣⾖豆是如何产出的？
勋章任务
领取勋章后进⾏行行任务，获得更更多趣⾖豆！

• 同时存在数量量 
您可以同时拥有的勋章数量量。

• 周期收益率 
每个周期为30天，收益将递减0.5%，例例：⿊黑卡勋章
第⼀一个周期的收益率是35%，第⼆二个周期的收益是
34.5%，第三个周期的收益是34%，以此类推。

• 周期天数 
每个周期递增两天，例例：第⼀一个周期是30天，第⼆二个
周期是32天，第三个周期是34天。 
注：周期是以平台时间为准，并⾮非⽤用户参与时间。

• 活跃度 
⽤用户兑换勋章后可获得活跃度，推荐⽤用户兑换勋章，上
级也可获得活跃度，例例：您兑换了了⿊黑卡勋章，此时您拥
有1000活跃度，当您推荐的⽤用户兑换了了⿊黑卡勋章时，
您也获得1000活跃度，此时您共拥有2000活跃度。

注：活跃度⽤用于升级达⼈人等级。



勋章任务 = 发⾏行行机制

• 勋章任务的⽬目的是确保⽤用户观看视频，观看视频等于“挖矿”产
⾖豆。越多⽤用户参与“挖矿”表示产出的趣⾖豆越多，同时也表示活跃
⽤用户越多，活跃度越⾼高⼴广告收⼊入就越多，平台的价值就越⼤大，就能
够⽀支撑趣⾖豆的价值。

• 勋章周期与产量量递减： 

   可以理理解为减产机制，初期在JoyFun萌芽阶段参与的⽤用户获得较多 
   的回报，通过JoyFun发展不不断壮⼤大，产量量逐步的减少，周期逐步的 
   延⻓长，但同时趣⾖豆的价值不不断的增⻓长，⻛风险不不断的下降。这是符合 
   发展及经济原理理的。

• 限制勋章数量量： 

   ⽬目的是杜绝⼤大资⾦金金⼊入场，避免经济体失衡产⽣生穷⼈人养富⼈人的情况。





JoyEco
趣⽣生态



JoyEco趣⽣生态

JoyFun是趣⽣生态的第⼀一个核⼼心应⽤用，将开放⽤用户
数据API给到⽣生态企业，邀请更更多优质创业者加⼊入
趣⽣生态，为创业公司解决初始⽤用户基数问题并进⾏行行
赋能。⽤用“投资+孵化”的⽅方式打造⼀一群兄弟公司。
在这⾥里里，制度将决定⼀一切，通过⽣生态链模式，每⽀支
队伍都是独⽴立的公司，做⾃自⼰己擅⻓长的事。



股权捆绑：

开放API：

⽤用户画像匹配：

趣⾖豆植⼊入机制：

开启趣⽣生态，
让趣⾖豆不不仅具备⼴广泛的应⽤用属性，
还让趣⽣生态赋予更更多⼈人去获得价值，享受价值，让⽣生活更更美好。

JoyFun占有孵化⽣生态公司⼀一定的股份，⽣生态公司通过VIE协议受控于WFOE公司。 

让⽤用户数据及结构和⽣生态APP互联互通，让JoyFun和⽣生态APP形成流量量聚合器器，加速⽣生态圈的
价值提升。 

例例如：某商城APP⼀一经推出，就拥有JoyFun已经成型的⽤用户群和结构体系，双⽅方的会员体系互
联互通，在商城注册的会员也同样是JoyFun的会员。 

⽣生态APP创业者熟悉JoyFun的⽤用户画像，能够使⽤用完全合规合法的通证模型为⽤用户创造价值，
让渡企业利利益，和⽤用户共⽣生、共享、共赢，快速实现增⻓长和价值提升。 

⽣生态圈APP能够将趣⾖豆融⼊入到产品权益的兑现，增加⽤用户粘性的同时，使⽤用的趣⾖豆将永远被锁
仓或销毁不不再流通于市场。

JoyFun希冀借助趣⽣生态，⽤用⾜足够⻓长的时间和⽤用户们从利利益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跨越，真正成⻓长为坚不不可摧的森林林。



JoyFun
的价值



JoyFun的价值 = 螺旋式增⻓长

资本化⽬目标

IPO上市，公司市值⽀支撑趣⾖豆价值。 

趣⾖豆持有者不不享有公司决策与投票权，只享有公司对应收益分配权和所属权；JoyFun IPO， 

趣⾖豆可以兑换公司股票（纳斯达克Q板市场提供了了兑换渠道）。

⽬目标：
市值1000亿+/美元

第⼀一曲线

通证激励模型，增强⽤用户裂变与活
跃度。 

⼤大程度重构企业的分配权与所属
权，将权益给到贡献⽤用户。随着⽤用
户快速增⻓长，对趣⾖豆的需求不不断增
加，趣⾖豆价值将不不断上涨。

第⼆二曲线

平台实现商业闭环， 
盈利利驱动趣⾖豆价值增⻓长。 

• 融⼊入产业资本 
• 智能推荐算法引擎 
• 全球化⼴广告体系 
• 创作者激励体系 
以上实现强⼤大商业变现能⼒力力。

第三曲线

JoyEco趣⽣生态， 
打造价值互联⽹网⽣生态。 

通过⼊入驻、孵化企业，推出各类趣应⽤用，
形成趣⾖豆更更多元化的应⽤用场景。通过趣⽣生
态，JoyFun将拥有多家兄弟公司的股权，
从⽽而让趣⾖豆的价值不不仅来⾃自于JoyFun，⽽而
是来⾃自于整个趣⽣生态所创造的价值。

⽬目标：100+兄弟公司⽬目标：3000万+ 活跃⽤用户⽬目标：1000万+ 活跃⽤用户



JoyFun核⼼心盈利利：⼴广告业务

举例例： 

达到1000万+活跃⽤用户，Monthly Advertisement Revenue(⽉月⼴广告收⼊入)预计可达1亿⼈人⺠民币以上。 

（参照抖⾳音与快⼿手的盈利利数据） 

例例如：趣⾖豆权益池质押趣⾖豆总量量为1000万枚，⽤用户A质押了了1万枚，占总池0.1%，那么⽤用户A的分红收益 = 

1亿⼴广告收⼊入 x 49% x 0.1% = 49,000元/⽉月（等值趣⾖豆）（趣⾖豆权益池具体细节根据上线为标准）

（⼀一）⼴广告收⼊入10%⽤用于回购趣⾖豆： 

1亿⼴广告收⼊入 x 10% = 1000万/⽉月 ，

每⽉月1000万⼈人⺠民币⽤用于回购趣⾖豆。

（⼆二）⼴广告收⼊入49%⽤用于回购趣⾖豆，

并分红到趣⾖豆权益池(Staking Pool)：

趣⾖豆权益池指的是⽤用户将趣⾖豆进⾏行行质押， 

可享有⼴广告收⼊入分红，



JoyFun资本化价值

腾讯市值约6.02万亿港元 x 49% / 2.1亿 = 14,046港元/枚  

12,273 元⼈人⺠民币/通证

举例例：对标⾏行行业巨头以通证模型做计算

快⼿手市值约1.26万亿港元 x 49% / 2.1亿 = 2940港元/枚  

2,465 元⼈人⺠民币/通证

JoyFun估值1000亿美元 x 49% / 2.1亿 = 233.33美元/枚  

1,516 元⼈人⺠民币/趣⾖豆

腾讯、快⼿手市值数据截⾄至为：2021年年03⽉月15⽇日



如何获得
更更多趣⾖豆？



奖励1：⽤用户等级

• 每推荐⼀一位新⽤用户增加50经验值

• 市集⼿手续费 = 趣⾖豆兑换趣浪时⽀支付的⼿手续费。
(当您的等级越⾼高，您兑换时⽀支付的⼿手续费就越低。)

注：推荐⽤用户须完成实名认证视为有效。

⽤用户等级的⽬目的在于裂变⽤用户数量量，任何⼈人想要在JoyFun赚取可观的收益，
必须推荐新⽤用户，推荐的越多⼿手续费越低，可变现的收益越⾼高。

⼀一切围绕⽤用户增⻓长及活跃度



奖励2：加成活跃度

例例：当您推荐的⽤用户兑换了了⿊黑卡勋章(10,000趣⾖豆)，

您可以获得500趣⾖豆。当时的勋章周期天数是36天，

500趣⾖豆 / 36天 等于您每天可以获得13.888个趣⾖豆。

• 分享新⽤用户兑换勋章，可获得5%的趣⾖豆奖励。 

• 趣⾖豆奖励是根据当时周期的天数决定每天的释放量量。



奖励3：达⼈人奖励
让社群贡献者获得 ⼤大权益

• 直推育成：升级的必须是您推荐的⽤用户，您才能够升级。 

• 有效推荐数：您推荐的⽤用户必须拥有1活跃度或以上。 

• 总活跃度：您及旗下⽤用户兑换勋章所产⽣生的活跃度之总和。

• 联盟活跃度：您的总活跃度减去旗下两个 ⾼高
活跃度的部⻔门 = 联盟活跃度。例例：您旗下有5
个部⻔门，分别是ABCDE，C和E所产⽣生的活跃
度 ⾼高，那么联盟活跃度 = ABD三个部⻔门所
产⽣生的活跃度。

• 全球分红：来⾃自所有⽤用户趣⾖豆兑换趣浪时所扣
除的⼿手续费，例例：今⽇日所扣除⼿手续费共100万
趣⾖豆，那么将有50万趣⾖豆针对不不同等级的达
⼈人进⾏行行分红。



确保发展平衡，建⽴立可持续收⼊入

根据推⼴广者发展平衡性，给予全球分红奖励。避免出现⼀一将功成万⻣骨枯
的情况。 

• 过去的团队奖励模式，基本属于上级赚下级的收益，越⾼高的位置，收
⼊入越⾼高。但JoyFun的达⼈人奖励，来⾃自趣⾖豆的交易易⼿手续费，并未从团队
获取收⼊入。并且只要你的发展平衡性越好，你的达⼈人等级是可以超越
上级的，这是⼀一个相对合理理及健康的奖励机制。

• 达⼈人等级是动态的： 

达⼈人级别会随着团队活跃度的变化⽽而改变（降级），降级
的设定是确保公平性，⽐比如某⽤用户上升⾄至S级达⼈人，每天分
享全球分红。但是他不不继续发展，导致团队活跃度降低
了了，这时如果还在分享全球分红，这样等于变相的养懒
⼈人，是对正在努⼒力力及以后加⼊入的⼈人极⼤大的不不公平。

达⼈人奖励优势



“JoyFun的成功将代表⼀一个新的商业时代，

   成就此事所带来的意义⾮非凡！”

• JoyFun的资本⽬目标是通证化创新企业第⼀一股，JoyFun具备专业完整的资本化资源。⽆无论

是创始团队、资本条件、商业模式都是⼀一般初创企业⽆无法相⽐比的。更更重要的是双通证的经

济模型，结合市场经验丰富的社区裂变，发展路路径完全与传统互联⽹网公司截然不不同。

• 传统互联⽹网公司已属于红海海，互联⽹网巨头垄断，初创公司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商业模式

饱和、创始团队要求极⾼高、融资环境困难，今天任何团队想做互联⽹网创业都极具挑战。即

使互联⽹网公司 后获得了了成功，真正的收益者只有资本，与平台⽤用户⽆无关。



⿊黑⽯石私募基⾦金金的创始⼈人苏世⺠民曾经说过⼀一句句话： 

“做⼤大事和做⼩小事的难易易程度是⼀一样的，

   两者都将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力，

   所以要选择⼀一个值得追求的宏伟⽬目标”。

今天就加⼊入JoyFun， 
⼀一起成为价值互联⽹网时代的推动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