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FS.world 首次代币发售计划

IBFS.world
首次代币发售计划

序言

数年前，这个项目的创始人 - 一群来自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专家 - 得出结论，许多客户都面临着为特定
事务寻找律师和不同国家法律差异的问题。为此而找到合资格的专业人士帮助是非常耗时和费力的。
结论很明显：社会上对这种服务的需求相当高，而至今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工具或配套来满足这项需求。
不同于互联网招聘计划，找到不同类型的法律服务、跨国公司内部领域咨询服务、业务创造和扩大业
务服务的推荐资源十分艰难。在不久前，想要在国际上找到如此操作的类似资源还完全不可能。
项目的创始人决定创建在线服务，通过该服务平台让客户可以在线找到世界各地合适的专业人士解决
各种疑难问题。
IBFS world 是集合全球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外包(外判)、法律等服务的在线交易平台。
这项新型服务的重点在于，任何一位 IBFS.world 的客户可以从回应其邀请的众多专业人士中挑选最佳
人选，获得合理的服务价格。倘若服务未能提供，保证可退还费用。这样来说，短时间内，可以找到
合适的律师，以相应服务价格标准,迅速确定方向, 并预先取得防止因双方未履行自身义务的保障。这
类保障可通过客户繳款方式实现，費用只在客戶签署服务验收-交接报告后，支付给执行方。
IBFS 网站用户可以与专家讨论订单要求和服务价格。双方同意后才签署合同。以这样的方式为双方提
供最大的安全保障，避免任何未预见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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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业规定
• 注册为客户方可以提出说明自己的需求,所需服务内容、预期价格和服务周期等信息。
• 注册为执行方/专家用户方可以发送关于履行既定服务的推介信，推介信中可说明自己的报价或服务
周期。
• 可交换资料
• 协商好条件后，双方签署服务合同。提供服务合同文本上传到网站。该合同条款可在客户与执行方
之间经协商讨过程中以合同附件方式对指定提供的服务，期限和价格进行修订。
• 如果客户没有收到专家的任何报价或回覆，客户可以修改订单要求。
• 客户需履行其为服务付款的义务, 汇款至合同中规定的银行账户的资金作为按金, 在双方签署服务验
收-交接报告后，支付给执行方。如执行方在 3（三）个银行日内沒有提供服务，按金会退还给客户。
如提供部分服务，则经与客户协商，支付给执行方部分费用。
• 客户应在 3（三）个工作日内审核服务验收-交付报告，如客户不认可报告内容，需提交充份的理由。
如客户在 3 个工作日内未签署报告，且客户没有提供任何反對的理由，则报告视为客户在无意见情况
下已签署, 费用将支付给执行方。
• 但如果客户提出索赔申請, 其中包含任何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合同规定服务的声明，客户有权要求
无偿处理遗留问题，降低费用，补偿因处理额外问题所承担的费用。

使用区块链 BLOCKCHAIN
区块链技术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可以不通过中间人，而实现
直接支付，这就节约了时间和费用。
借助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订货人、履约人之间的相互结算的网络货币的引进，我们
就能避免交易过程中的许多困难，加快并简化交易流程。
借助于“智能合约”的引进，我们就能实现对交易参与者们提供服务、划转报酬的过程
自动化，而免去制作并完成交易的流程，不必来回传送文件，也免去了银行汇款的费用，
这种银行汇款可能要在银行方面花费几天时间。
在达成交易的条款和条件后，客户通过区块链技术(blockchain)将支付给承包商的预付费
用作为担保先转移到智能合同钱包(smart contract wallet)。当客户满意服务后，报酬将自
动转移到承包商的钱包。交易双方可随时核实智能合同钱包上的交易，确保双方收款及
付款程序更加可靠。
如果承包商只提供了部份服务，双方有权通过谈判修改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支付和收取部
份服务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预先支付的余下金额将从智能合同的钱包转移到客户的钱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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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智能合约”在提供服务方面，可以达到：
自主性
您成交合约，没有中间人。
合约以程序语言形成，包含全部条件，排除了中介违反合约规定的风险，保证了准确履
约。
信任和安全性
您的交易文件保存于区块链里。任何人都不能借口文件丢失，或者修改文件。区块链的
网络密码技术可以安全保存您的文件。不存在损坏的可能。
快捷性
您通常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交易伴随的各种文件。而“智能合约”采用任务自动化的
程序代码，显著节约您的时间。
节约性
“智能合约”节约您的金钱，排除了中间人。例如，节约了：为了对交易做公证，需要付
给公证行的费用。
精确性
自动化的合约不仅快捷而低价，还能避免人工填表的错误。
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还将用于在 ICO（首次网币发行）参与者们中间，分配利润。
市场分析
咨询和法律事务对于企业业务发展发挥关键作用，是构成国际贸易基础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无法想象
在签署商业合同，特别是国际性合同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参与其中。
在许多国家,咨询和法律事务的公司越来越趋于国际化，这是因为很多公司的客户致力把其业务推向全
球化, 在各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提供优质服务。如果此类服务在国内难以办理, 很多国际项目框架下的
工作则需在境外执行。
对当地咨询和法律服务市场缺乏知识、有语言障碍、签署合同难、汇款难、转发文件难，且重点是，
难以確保服務提供者对所提供服务的质量負責, 這往往成为客户卻步和难以解決的因素。
在这样的环境下，允许法律和咨询公司的专业人士在竞争的基础上获取客户订单, 好处是能监督并对其
所提供的服务进行质量控制, 这个形式最为企业管治专业人士及客户所推崇。
目前，下列国家的客户正在享受 IBFS.world 服务：英国、德国、立陶宛、香港、塞浦路斯、俄罗斯、
荷兰、瑞士。由于项目仍在启动阶段 , 目前专注于俄罗斯和邻国。
透过推出 ICO 汇集资金后,服务版图会不断扩大, 从而增加收益。我们推测，仅靠进入新兴市场，营运
利润可提高 10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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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IBFS.world 服务作业的统计数据。*

IBFS.world
覆盖的区域

覆盖人口

较发达国家*
较发达国家*
使用IBFS.world
国家

使用IBFS.world
国家

*摘录选取中美洲、欧洲国家、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南非共和国

IBFS.world 应用期间**，平台注册有：


专业人士 –274



客户 – 1261



配售订单 – 1363



签署合同 – 869



总流通额– 36.8 万美金

期间**总利润– 3.69 万美金。

在 IBFS.world注册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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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BFS.world交易动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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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FS.world 计划扩大提供咨询和法律服务的覆盖区域，从而增加在线交易所客户群。

** 以 2016 年 9 月 1 日到 2017 年 9 月 1 日期间作评估
为实现这一目标, IBFS.world 將：
•

考虑其他国家本地化, 不同民族特征, 开发多语言界面，

•
专业服务开发以整合区块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实施分散的系统运作原则。
在法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南非設立代表处，
•
在法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南非等至少五个区域开设代表处，投入专员及设施
•

必要时，根据地区法律调整服务，以确保执行的交易有法律依据。

•

在该地区和邻国开展广告宣傳活动，包括举办大型企业代表的商业活动。

•

在服务量急剧增长情况下，扩大服务信息基础设施规模。

•

将基础设施转移到数据中心 , 建立分布式基础设施。

•
发展新的工作平台，利用(BOT)建设－运营－移交的程序，自动检测及连接合适的客户和专家。
根据所下的订单条件，如地域和能力要求，将根据客戶情况与专家进行配對。从订单执行位置至附近
的所有合适专家，将会在用户屏幕地图上显示为红点。并根据执行准备情况，将其颜色更改为绿色。
同时，专家可透过一个移动应用程序即时接收订单通知及根據客戶要求迅速作出回应。

截止 2019 年 9 月预计实现目标:


专业人士 –3000 以上



客户 –20 000 以上



配售订单 – 超过 28000



签署合同 – 超过 12 000



总流通额 – 达 1200 万美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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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潜力
该分析仅以部分 IBFS.world 提供服务的市场-法律服务为基础。凭借该分析，可以显示出增长潜力和发
展前景。
据 Marketline 调研数据，2016 年仅欧洲法律服务市场总收益达 1567 亿美金。到 2019 年，我们将达到
欧洲法律服务市场的 0.004％的总收入。这样来看，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至少 3 年内, 我们将实现 0.5％
的总收入 的份额，即 7.83 亿美元，其中净利润将达 5000 万美元左右。

首次代币发售 (ICO)
为实现 IBFS.world 发展计划，我们正推出首次代币发售（ICO）, 并在公共区块链(blockchain)发行
IBFS.world 代币。
IBFS.world 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格林威治时间 0 点启动 ICO。
在 ICO 期间的 IBFS 代币价格为 0,0025 ETH（无最低购买金额限制）。

ICO 期间 IBFS 代币汇价
12 月 1-7 日
12 月 8-14 日
12 月 15-21 日
12 月 22-28 日
12 月 29 日- 2 月 28 日

0,00200 ETH
0,00217 ETH
0,00227 ETH
0,00238 ETH
0,00250 ETH

每位 IBFS 代币持有人有权获得每季度支付的推荐佣金；该项佣金占 IBFS.world 净利润的 30%。通过
发放 IBFS.world30%的净利润至智能合约的方式进行支付。例如，如果 IBFS.world 季度净利润为
12 000 000 欧元，则 3 600 000 欧元作为推荐佣金发放到智能合约。
IBFS.world 智能合约将按照代币数量比例向 IBFS.world 代币持有人派发资金。例如，如有 50 000 000
个 IBFS 代币，且您持有 5 000 000 个 IBFS 代币，您将获取约等价于 360 000 欧元的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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