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书

去中心化体育投资与融资
生态系统



执行概要

大家都热爱运动，因为运动可以促使我们挑战自身极限，让我们的身体
更加健康，心情更加愉悦，激发我们的积极性。运动，可以增强自尊，
拉近彼此间距离。然而，当今时代的体育产业是一项范围宏大，资本高
达万亿美元的商业事业，其范围涉及所有级别经济活动的无数参与者，
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均可进行交易。

尤其是那些刚刚迈入职业生涯的运动员，他们积极进取，在为其训练投
资和参加世界竞赛时，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时，许多运动员会完全
依赖于体育融资管控机构，然后获得其自有形象权和职业道路。很多俱
乐部和其他运动组织也会遇到棘手的金融和流动资产问题，缺乏将其粉
丝关注力转化为资产的渠道。SportyCo能帮他们解决这一问题。

SportyCo会为更为广泛的全球社区提供体育投资的途径，为粉丝和潜在投
资人双方提供直接参与这一规模最为宏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产业的方法
。SportyCo可以通过打乱现有体育参与融资模式，让体育社区能够在全球
范围内独立筹集资金，为体育投资创建品牌新战略。为此，SportyCo会推
出一个智能管理平台。

SportyCo是一个去中心化体育生态系统，旨在促进体育融资行业的变革和
重塑。SportyCo会成为一个智能生态系统，是一个基于以太坊平台运行的
全球化社区，使用智能缔约能力和区块链方案的其他效益将物流问题和
相关费用降到最低，并最大化地发挥将体育竞技内部参与者之间的低开
销和安全持续交易潜力，同时为运动员和体育实体最大可能地开发新的
融资机遇。

本文档阐述了SportyCo对在体育融资行业运用区块链技术的远景，并且阐
释和介绍了SportyCo代币（SPF）作为价值实用代币，促进了SportyCo生
态系统的发展。在SPF智能联系内部集成，会成为DAO（SportyCo生态系
统共识平台的形式）的一个实用功能，从而使得投票在未来提案中成为
可能。

白皮书版本2.1，可修订 ©伦敦SPORTYCO公司版权所有 第2页



第1阶段：

代币批量出售

1. SPORTYCO背后蕴含理念

区块链技术革命后，SportyCo得以积极参与体育行业即将迎来的范例式转
变，探寻区块链出现之前现实施行范围之外的目标。
SportyCo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体育融资变革，一方面为运动员、体育俱乐部
和体育组织之间提供了直接金融联系，另一方面也为粉丝公众、体育爱
好者和个人经营者之间提供直接金融联系。SportyCo不仅仅会为体育行业
额外增加玩家，更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分）行业，创建迄今为止不可能
或不存在的基于区块链的可能性。

2. SPORTYCO融资生态系统部署

SportyCo融资生态系统的全面部署路线图已经得以延伸，共分为三个基本
阶段：

第1阶段：代币众筹

第2阶段：平台开发与部署期

第3阶段：平台优化、营销与货币化期

SportyCo代币将会成为一个完全符合ERC20标准的实用有价值代币。代币
符号：SPF

在SPF代币预售与正式众筹期间，将预计发行总计多达200,000,000的
SPF代币，代币不可再挖出，仅可以使用ETH进行投资。

我们进行众筹。在众筹期间每个投资的ETH会获得大约2,500 SPF代币（
准确数量会在SPF众筹开始的前一天进行计算核准，主要取决于当时的
ETH价格）。

超过200,000,000 SPF代币：

-在SPF预售与正式众筹期间，多达134,000,000 SPF代币会分配给投资者
，占代币总量的67%；

-创始人和团队将获得多达36,000,000 SPF代币，占代币总量的18%；

-顾问和大使将获得多达20,000,000 SPF代币，占代币总量的10%；且

-为加快SPF代币的成长速度，将剩余的10,000,000 SPF代币（占代币总量
的5%）指定作为后续激励（比如未来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SPF代币发行日起，SPF代币众筹将持续17天。智能合约接收到ETH后
能够立即产生SPF代币。到期时间是这样的，代币众筹达到硬顶或17天后
（具体以先发生者为准），根据以上所述分配方法，投资人和SportyCo公
司分别获得按照上述的公式规定数量的SPF代币。投资的每一个ETH都会
生成对应数量的SPF代币（投资人获分约计2,500 SPF代币再加额外奖金
，SportyCo公司获分相应数量的SPF代币）。

10%的奖金将分配给：

-在SPF代币众筹启动72小时以内进行投资的人；或

-投资数额超过100 ETH的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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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知悉：每一位出资人所获奖金均不得超过10%（即使出资人在SPF代币
批量出售启动72小时以内，出资数额超过100 ETH），且后续不继续提供
任何形式或性质的奖金。在任何情况下，SportyCo公司保留其选择采用
SPF代币预批量出售出资期的权利（仅可通过邀请），其中在SPF代币预
批量出售出资期间之外，额外奖金数额可超过15%（由SportyCo自行决定
）。SPF代币是在代币预批量出售出资期内募集资金的基础上，于官方
SPF代币批量出售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生成并进行分配的。在代币预批量
出售出资期间内分派的SPF代币，其数量不会超过所有分配给出资人SPF
代币总数量的70%（换言之，在SPF代币预批量出售期间，共计
134,000,000 SPF代币中，其分配数量少于93,800,000 SPF代币）

代币基础价格会在SPF代币众筹开始的前一天设定，同样地，ETH/USD
的汇率会在SPF代币众筹开始的前一天根据市场汇率进行锁定，且该汇率
在整个SPF代币众筹期间内保持有效。

若SPF代币预售和SPF代币众筹售期间募集资金数额不低于1,500,000美元
，则表示SPF代币众筹活动圆满成功；若本次SPF代币众筹活动失败（即
，募集资金数额低于1,500,000美元），则该期间内所募集资金全部返还
给投资人。本次设定上限为1600万美元（减去额外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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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阶段： 智能管理平台开发与部署期

SportyCo由智能管理平台组成。

SportyCo会根据募集资金总额，首先对智能管理平台进行开发和部署（分
为两个阶段：倘若募集金额高达350万美元（捐款模块），之后募集金额
超过350万美元（投资模块））。若募集资金总额超过900万美元，超过
上限总额的资金将分配给SportyCo专业基金（SportyCo后续注解：在SPF
代币预售期间和众筹期间，总共募集510万美元（以ETH形式）-不会启动
SportyCo专业基金）。

$0- 1,499,999

代币众筹不成功（所有投入资金返还投资
人）

$1,500,000 - 3,499,999

智能管理平台内捐款部分的开发与部署

$3,500,000-8,999,999

智能管理平台内投资部分的开发与部署

$9,000,000 - 超过上限总额1600万（
少于额外奖金）

将资金分配到SportyCo专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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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000 - 超过上限总

额1600万（少于额外奖
金）

$1,500,000 - 3,499,999

$3,500,000 - 8,999,999

$0 - 1,499,999

投入美元 行为

代币众筹不成功（所有投入资金返还投资人）

智能管理平台内捐款部分的开发与部署

智能管理平台内投资部分的开发与部署

将资金分配到SportyCo专业基金

SPORTYCO智
能管理平台

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体育融资的变革，为运动员
、体育俱乐部和组织提供了与广大粉丝、体育爱好者和个人经营者直接
进行金融联系的途径。

智能管理平台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体育众筹融资平台，扮演着中介的角
色，在微观水平上将拥有融资需求的人与出资人群衔接在一起。智能管
理平台可以由任何体育人士实际操作，不论其为运动员、俱乐部，或是
其他体育组织（为能简化本白皮书，我们特此将其统一表示为“理论运动
员”，同样的规则及其所作修正也适用于其他参与方，例如：团队、俱乐
部和其他体育组织）。

同时，运动员、俱乐部和组织在该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上可以创建配置文
件，列清他们当前成绩与未来规划，并列明其完成自身目标所需经费的
融资方式。SportyCo可以为运动员、体育俱乐部和组织提供众筹融资可能
的方式。而另一端，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可以让公众以个人层面参与体
育活动，例如：投注。通过这样的方式，公众即能在年轻运动员的职业
生涯之路上，给予经济援助。要明白，众人拾柴火焰高！

在SportyCo出现之前，只有大型联合企业、公司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才能
够参与体育融资行业。关于这一点，SportyCo将尽力扭转局面，让公众（
即粉丝）也能够参与到体育融资中来。每个人都有机会直接支持他们最
喜欢的运动员或俱乐部，并能从中获得成功的回报。除了简单的捐赠外
，智慧投资合约允许粉丝和体育爱好者直接对运动员、俱乐部或其他体
育组织进行投资，并收取将来可能的回报。基于以上各点，SportyCo引入
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即大众小额融资。这一行业能够向运动员、俱乐部
和组织提供宏观性融资，帮助其各自达成融资目标。

通过利用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任何粉丝或体育爱好者都可以成为体育
投资人，这取决于他们的兴趣和购买力。

该平台将有两个主要支柱：一个基于加密货币的捐赠平台（捐助模块）
和一个基于经济奖励的加密货币平台（投资模块）。

以下是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登录页面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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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模块 捐助模块会为运动员提供基于区块链的平台，在该平台上，运动员可以
创建配置文件，列清他们当前成绩与未来规划，并列明其特定众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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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SportyCo开立账户后，可以享受SportyCo提供的细节性指导服
务，且该服务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请详细介绍运动员情况！这对众筹融资活动的成功举办至关重要。平台
内的使用说明会指导运动员为出资人讲述最棒的故事，设定融资目标，
上传图片并上传能中吸引观众的视频。此外，该平台还会为每位运动员
提供福利预设选项（小礼物或一封装在信封里的简单的感谢信、签名卡
片，甚至是一件签名球衣）、在公共社交频道传递感谢之情，或送一张
下一场比赛的门票，等等），同时，每位运动员也会有机会选择生成其
自定义福利。

运动员可以自由指定其与核心体育活动相关的众筹融资目标，并自行决
定该笔融资资金的用处（例如，用作训练或体育设备经费、参加比赛的
交通和住宿费、报名费等等），同时，他们还可以自由决定是否给予其
出资人福利以及给予何种福利。就这一点而言，明智的规划就显得至关
重要了-运动员发起的众筹融资活动和赞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其个人资料、职业生涯描述，以及附带内容（例如专业照片和视频）的
质量。一份涵盖运动员社交媒体链接和成绩的可信体育历史（和个人故
事）会提高他们众筹成功的机会，同样地，设定恰当的融资目标和融资
持续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其具体内容可由运动员决定，但是SportyCo会通
过清晰地说明和预先写好的问答卷提供充分的指导。此外，SportyCo还会
提供现场指导和咨询服务。

SportyCo严格核对KYC，并将投入大量资源以预防欺诈行为或预防创建
虚假账户以及任何其他潜在的盗用行为。SportyCo后台负责校验人员或实
体及其资料的真实性（例如要求提交个人身份证、水电费账单或类似文
件的复印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要求进行实时会议视频（例如
Skype），该等会议将在配置文件发布之前举行）。创建的每个配置文件
都将在发布之前由SportyCo进行校验并作出批准，以确保活动所在的人名
是实际账户持有人。SportyCo的后台会定期监控和编辑平台的内容，并对
任何不适当的材料进行编辑或删除。

对每一位在捐助模块上开展活动并开设个人账户的运动员，平台会分别
分配给他们一个个人SPF兼容钱包（ERC20），和一个用于发送SPF代币
的唯一个人密钥（而在捐助模块内，SportyCo可能会提供一个用ETH或其
他代币捐款的选项，这取决于大众需求和技术能力）。

以下是运动员个人资料的概念和捐助模块中的基本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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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模块结束
后的行动

一旦运动员开设其个人账户，则他们可以开始活动。从那时起，成功就
掌握在运动员自己和他们的活动支持者手中。倘若他们能够抓住恰当的
势头且具有合理的策略，再加之以现实中的潜在支持，就很有可能成功
吸引获取经济效益。该活动的可见性取决于运动员的活动网，从社交媒
体上可以推广的那一刻起，与支持者、朋友、亲戚、粉丝和普通大众进
行交流。然而，SporfyCo后台还积极协助有前途的运动员完成资料管理
任务，以便他们可以获得最佳的筹款成功机会。

活动结束后，SportyCo后台会指导运动员收集资金，并将SPF代币兑换为
法定货币，如作出此类要求，则会提供任何其他要求的辅助条件。对于
在捐助模块的每笔捐助款，SportyCo会收取5%的固定交易费。运动员所
获SPF代币都会实际转入运动员名下-扣除上述5%的固定交易费。不同的
费用可能适用于唯一的慈善项目或折扣活动。与任何捐赠情况一样，出
资人全权负责任何适用的税收减免，并且每位运动员或每笔捐助款的接
受人将负责在其居住国报告和支付所有适用税款。

此外，SportyCo会在捐助模块内提供额外的支付服务：

-在提供个人资料和制定最佳活动策略（除了上述一般支持之外）方面提
供详细的支持和咨询；

-在“精选”区域或其他活动推广服务中，账户曝光展示位置的付款；
-SportyCo捐助模块上的广告版面。

SPF代币在捐助模块内的目标为：

-捐助；

-从SportyCo处购买与资料管理和活动策略相关的支持材料；

-购买特殊功能，例如“精选部分”或“热选”，及其相关功能。

Claire是一个18岁的网球运动员，她的前途很是可观，刚刚受邀参加在伦
敦举办的一场著名比赛。她的父母现在正承受严峻的资产流动问题，如
果不能支付7,000多美元的交通和住宿费，Claire就不得不取消本次行程
。但是，她决定在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开设一个个人账户，请求捐助
。Claire设计了一份吸引人的资料，其中详细描述了她的成绩和职业生涯
个人资料，并向出资人提供了照片和短视频。通过她的个人活动网参与
和热点消息，在该活动开始12天内，便完成了众筹融资，募集到7,000美
元。她从487位出资人那里收到了7,000 SPF代币（当时1 SPF代币可兑换
1.07美元）（她的脸书活跃度很高，所以，该笔资金中有37%都是她在脸
书上的朋友捐助的，而其他的出资人都是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并进行捐
助的，其中便包括SportyCo平台上详细描述其成绩和职业生涯的资料
）。SportyCo扣除5%的交易费后，Claire钱包里还有6,650 SPF代币。由
于SPF代币在多个交易所上市时具有流动性，她可以以1.07美元的市场价
进行出售，并且在5天内其银行账户收到转账7,100.00美元（扣除15.50美
元的交易费和银行转账费用）。Claire需要在适当时间里联系SportyCo，
寻求将SPF代币兑换为法定货币的指导。现在，她可以参加伦敦锦标赛
了，回来后，她给出资人写了一封个人电子邮件，对该捐助作了简短的
说明且表达了感谢之情，并附上了一些她在伦敦参加比赛的照片。在本
次比赛中，Claire获得了第三名。成功！

智能管理平台的第二个支柱-投资模块，该模块会支持各种类型的详细赞

由SPORTYCO
在捐助模块内
提供的额外支

付服务

SPF代币在捐助
模块内的目标

示例案例展示

投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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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智慧合约，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多元化投资智慧合约，其中运动员、
俱乐部或其他体育组织可以通过调配其部分未来收益或其他收入来源换
取前期投资，以便向金融业者提供长期交易。

投资模块会向运动员、团队、俱乐部及其他体育组织提供基于区块链/智
慧合约的平台，在该平台上，运动员可以创建配置文件，列清他们当前
成绩与未来规划。在SportyCo开立账户后，可以享受SportyCo提供的细
节性指导服务，且该服务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若要完成运动员设定的投资额目标，拥有一份详细的个人介绍是至关重
要的（再次，为能简化本白皮书，我们特此将其统一表示为“理论运动员
”，同样的规则及其所作修正也适用于其他参与方，例如：团队、俱乐部
和其他体育组织）。平台内的使用说明会指导运动员编制最佳成绩和投
资额目标规划、创建内容、上传图片和视频。此外，该平台还会为每位
运动员提供福利预设智慧合约条款选项，并会根据运动员自身愿景和需
求，为其提供所需指定智慧合约条款的额外收入，该服务不收取任何费
用。

运动员可以自由选择投资额目标，决定投入资金的用途（例如培训或设
备费用，参加比赛的旅行和住宿费用、参与费用等），还可以自由决定
以何种权利换取投资额。若要成功完成该投资活动，拥有恰当的投资目
标结构设计和评估，并对所提供权利进行恰当调整就显得至关重要。倘
若运动员在其他平台上提供有吸引力的内容进行传播（特别是成绩和职
业生涯描述），那么就会大大增加融资活动的成功率。荣誉和动力可能
会进一步提高运动员成功融资的机会，同时设定正确的投资额目标和活
动持续时间也同样重要。运动员也可以申请对等借贷交易。

以下是运动员个人资料的概念以及投资模块中的基本可用功能：

以上所有工作均由运动员完成，而SportyCo则提供简明指导并以问答卷的
形式预先写好建议。此外，SportyCo后台将提供实时在线帮助。
在投资模块及其账户上竞选的运动员将获分一个个人SPF兼容钱包
（ERC20），以便通过唯一的个人密钥发送SPF代币。

运动员、团队
、俱乐部及其
他体育组织的

投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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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功能外，投资模块中还将提供以下功能：

-权益活动，例如，体育俱乐部的众筹融资其本身即可为其粉丝和投资人
提供权益股份；

-寻求更低或无息的无利率贷款的债务活动。

任何年满18岁的人都可以成为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的投资人。在开设
账户时，每位投资人将获分一个兼容ERC20的钱包。一旦钱包收到SPF
代币，投资人即可开始投资。

关于投资人拟为决定的投资运动员、团队或体育组织对象，完全由投资
人独立决定。虽然SportyCo后台会对每份资料进行检查并预先核准，但
应由投资人负责对该等运动员、团队或体育组织进行尽职审查，以挑选
最有潜力及投资回报前景最佳的投资对象。我们不能保证会将款项退回
，所以洞察力和理解力程度显得至关重要。因此，投资人主要是将寻求
天才和勘察能力合二为一，自然，聪明的人会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丰裕产
业寻求好的投资。

投资人能够对运动员、团队、俱乐部或其他体育组织进行投资，以兑换
前期投资收入，例如：

-运动员未来形象权的份额；

-未来赞助收入份额；

-商业权利关系；

-转让权份额；

-运动员其他经济权利。

假设投资人采取正确的行动，回报将存入其智能管理平台的钱包中。

当投资合同到期或达到一定条件后，SportyCo后台会引导双方收集资金
并将SPF代币兑换成法定货币（如有要求），并提供所需的任何其他支
持。

SportyCo后台会监控被投资人的职业生涯，并追踪其是否履行了他们在
智能管理平台上对投资人所承担的义务（尽管投资人自己提供的数据和
信息自然会受到赞赏）。SportyCo的法律执行团队将确保每个被投资人
履行其在智能管理平台上应承担的义务。

SportyCo会确保投资人的匿名性。为了保护投资人的隐私，SportyCo将
成立一个由英国法律管辖的信托，成为投资人权利的合法所有人，获授
权执行投资人权利，投资人仍然是权利的受益所有人。信托一旦执行，
将根据其份额在投资人之间分配收益。在信托不被承认的国家，如有需
要，潜在的智慧合约将建立足够的并行债务结构和其他法律结构。

与任何投资案例一样，每位运动员或投资的接受人负责报告和支付所有
适用的税款，同样地，投资人全权负责承担任何适用的税务抵扣，并在
其居住或成立国内支付所有立法税。

对于通过投资模块进行的每项投资，SportyCo都将收取高达12%的固定
交易费用，具体数额取决于SportyCo的投资类型和相关费用。投资给运
动员的所有SPF代币都将转到运动员账户-扣除高达12%的上述指定交易
费用。此外，SportyCo会在首次受资人向投资人支付协议收益时收取5%

出资人投资模
块

投资模块完成
后，接下来该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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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金。

SportyCo会在投资模块提供购买的额外服务：

-资料管理的细节性支持及建议，和可靠投资活动策略的设计；

-“精选部分”或“热选部分”或其他网络服务曝光的支付；

-SportyCo投资模块的广告版面。

SPF代币在投资模块的目的：

-投资模块内的投资会严格限制为SPF代币（因此，SPF代币为投资活动
的唯一可用货币，代表进入个人体育投资领域的“门票”）；

-从SportyCo购买与投资活动策略和活动网有关的支持援助。

-购买指定功能，例如“精选部分”或“热选”和类似部分。

Claire是一名19岁的网球职业球员，正在成长中，她刚刚在伦敦锦标赛获
得了第三名，还赢得了其他的一些荣誉，但是，她到目前为止仍然请不
起一名个人经纪人，而且因为她的名气还不够大，所以也没能够吸引赞
助。Claire和她的家人正在为她训练、营养和住宿费用发愁。随着她网球
职业生涯的发展，花费的费用也在逐渐增长，但是资金总额依然保持不
变。Claire通过计算得出，每年最理想的训练常规花费约为80,000美元，
进行仔细分析后，她确定在3年内，其网球职业生涯会迈入一个高峰，到
那时她就能获得主要的法人赞助，为自己的日常费用融资。因此，Claire
决定，拿出她在未来10年中将获得的赞助收益换取270,000美元，她在
SportyCo开设了个人账户，设定投资额目标为270,000美元，作出预定选
项，选择拿出未来赞助收益的25%兑换前投资额270,000美元。由于她良
好的职业生涯、运动天赋和努力，投资人发现了她的潜力。在三个月内
，Claire便能完成全部投资额270,000美元，该笔投资资金是由638位出资
人捐助的（有些人捐助了几千美元）。她的钱包里收到84,112 SPF代币
（当时1 SPF代币可兑换3.21美元）。在SportyCo扣除该交易10%的手续
费后（SportyCo扣除手续费有所差异，具体数额取决于交易类型，且该
交易类型由Claire决定），Claire总共收到75,701 SPF代币。由于SPF代币
在多个交易所上市时具有流动性，她可以以3.21美元的市场价进行出售
，并且在5天内其银行账户收到转账243,000美元。现在，她可以专心训
练，不需要再为资金发愁了。

在23岁的时候，Claire成功晋级温网半决赛，在WTA排名中名列第7。她
与一家主要的体育设备和服装公司签订赞助协议，根据该协议内容
，Claire每年有权获得150万美元的奖金，为期5年。既然年轻的Claire与
其投资人签订智慧合约，那么她便有义务将这笔赞助资金的25%转让给
投资人。投资人每年获得375,000美元，这意味着他们的初始投资将在
Claire签署赞助协议后的第一年内便能全部偿清，并且此后每年收入即为
纯利润。SportyCo帮助Claire能够在专注于培训的同时开展职业生涯。根
据具体的智慧合约条款，出资人识别该类人才并提前提供援助，有望能
够在运动员职业生涯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SportyCo代币众筹倡议将SPF代币预售和众筹期间募集的部分资金分配到
一个指定的SportyCo专业基金（即若募集资金总额超过900万美元，超过
上限总额的资金将分配给SportyCo专业基金（SportyCo后续注解：在SPF
代币预售期间和众筹期间，总共募集510万美元（相当于ETH）-不会启动
SportyCo专业基金）。

SportyCo在投
资模块提供额

额外服务

SPF代币在投资
模块的目的

示例案例展示

SportyCo职业
基金

白皮书版本2.1，可修订 ©伦敦SPORTYCO公司版权所有 第12页



SportyCo将成立由经验丰富的竞争对手、教练、球探和其他成功专家组
成的特别顾问委员会。基金会为那些潜力最大的运动员投资，以换取基
于收入的未来回报，如奖金、代言、出场，形象权和类似的价值权。由
于体育类型的不同，SportyCo职业基金的投资策略会因数量和分析师专
业技术的推动而变得多样化。

SportyCo专业基金的使命是确保推动SportyCo公司、SportyCo职业基金的
未来发展，并维持完整的SportyCo生态系统。

基金组织结构：

              行政管理                                                专家决策

该基金是在双层决策过程的基础上运作的，由SportyCo管理委员会和人
才招纳部门组成的执行管理层直接向管理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
。

执行管理层将负责经营和管理基金的日常业务。人才招纳部门将成为一
个体育专家团队，他们可以在体育界寻找人才，并向体育咨询委员会推
举来自各种体育运动的运动员，并提供足够的投资潜力证明。
该基金的最终决策机构是咨询委员会，由五（5）名成员组成，该等成员
是从资深竞争对手、教练、球探、经理和其他成功的专家中挑选出来的
。

SportyCo人才招纳部门会获委托负责寻求年轻有前途的运动员，并且要
能确保该等运动员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然后由咨询委员会对筛选的选手
进行仔细审查，以批准最有潜力的运动员，同意他们对投资的所有要素
，并随后确认运动员已准备好获交由DAO投票。在DAO投票过程中，将
每位运动员的个人资料上传到SportyCo平台，并邀请所有SPF代币持有者
参加投票。倘若DAO投票确认对该等运动员投资，则执行管理团队将准
备好所有需要的文件记录，并将投资活动付诸行动。

随后，SportyCo团队会密切监督该等运动员的发展和职业轨迹，确保他
们能够履行自己的义务。

在进行投资时，为兑换前期投资，必须将以下权利考虑在内：

-运动员未来形象权的份额；

-未来赞助收入份额；

基金是如何运
作的

Management Board

Talent Seeking Division

Pool of
Athletes

Advisory Board
5 members, sport professionals

DAO voting by the SPF
Token Holders

Selected
Athletes

Professional selection of 
athletes for the DAO voting

Selection of athletes
to be f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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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权利关系；

-转让权份额；

-运动员其他经济权利。

除了要给运动员投资，SportyCo还可建议DAO进行投票，决定对体育俱
乐部和其他体育组织进行投资，并向体育产业及其特定参与者提供各种
其他创意性、复合性或粉丝营销性投资。

SportyCo将以购买SPF代币的方式将基金产生利润的70%再投资于市场，
并根据上述机制将该等SPF代币进一步投资给新的运动员、俱乐部和其
他体育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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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优化、营销与货币化期

随着智能管理平台的开发和部署，SportyCo将根据SportyCo的长期目标
和核心价值进行重点优化、营销和货币化。

拥有体育慈善组织官方身份的组织将获得特别指导。根据SporfyCo的政
策和购买力，SportyCo会在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上为官方体育慈善组
织提供优惠或甚至免费。

第3阶段

在SPORTYCO
生态系统的所

有层面上
，SPORTYCO
将对慈善价值
进行评估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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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F代币

SportyCo代币（SPF）将成为有价值的实用代币，促进SportyCo生态系统
发展。它不会给予其持有人任何参与SportyCo公司（任何种类或性质）管
理的权利，不代表SportyCo公司（任何种类或性质）的股份，也不会赋予
其持有人任何SportyCo公司之利润的权利（任何种类或性质的）。

整合到SPF代币智能合约可成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实用功能-
作为SportyCo生态系统共识平台运作，在该平台上，其可以根据持有SPF
代币份额对未来提案进行投票

智能管理平台仅接受SPF代币作为支付方式（仅在特殊情况下，ETH和其
他有价值代币可能会作为额外支付/投资工具，具体取决于大众需求和技
术限制，并且仅限于在捐赠模块使用额外工具）。

4. ETH募集资金目标用途

高达900万美元的捐款将代表SportyCo营运资金。这些资金将用于以下目
标方式开发和全面部署智能管理平台，其优化、增长、营销和货币化阶
段：

倘若募集资金总额超过900万美元，超过上限总额的资金将分配给
SportyCo专业基金（SportyCo后续注解：在SPF代币预售期间和众筹期间
，总共募集510万美元（相当于ETH）-不会启动SportyCo专业基金）：

其 2%

许可和监管 2%

信息技术安全与合规 5%

法律费用 6%

SportyCo运营成本 20%

市场与销售 40%

平台开发与部署 25%

40%

20%

25%

募集金额百分比 预期用途

平台开发与部署

市场与销售

SportyCo运营成本

6% 法律费用

5% 信息技术安全与合规

2% 许可和监管

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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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80%

募集金额百分比 预期用途

直接投资给运动员

SportyCo运营费用

Direct investment into athletes 80%

SportyCo’s Operational Costs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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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团队及其过去所获成绩

SportyCo团队在体育行业的数字领域成绩显赫，所获甚丰。

2014年，核心智囊团成立，旨在开发和部署在线市场trainers4me，在这里
人们可以找到并预订任何类型的体育导师。Trainers4me于2015年2月成功
上线。2015年6月，当网球巨星Ana Ivanovic以共同所有人的身份加盟，该
项目获得了巨大的提升。2016年3月，该团队推出了其第二个与体育相关
的平台onlinegym4me，让全球体育爱好者通过现场直播和线上课程。即
能锻炼身体、保持身材。

2016年6月，全球领先的家用和商用健身及健身器材制造商泰诺健
（Technogym）发现该项目的潜力十分巨大，令人振奋，所以该公司也加
入成为了战略投资人的一员。

因此，SportyCo团队在开发和管理数字体育产业项目（从设计到发布等）
方面成绩十分显赫。对于即将到来的任务，SportyCo已经联系到其他相关
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在其众多计划活动的业务、开发和宣传方面）。在
市场推广、信息技术开发、区块链、项目开发、公共关系，以及全球体
育行业已建立的联系方面，将丰富的实践经验引入到SportyCo项目的启动
中，SportyCo已然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个野心所将带来的挑战。
如上所述，SportyCo的团队发现了区块链革命的突破性潜力，并准备对体
育产业进行变革。

MARKO FILEJ | CEO�联合创始人
Marko是一位企业家，他在体育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他也是全球体
育平台（Trainers4me和Onlinegym4me）的幕后策划人。

SIMON ZGAVEC | 法律与合规、联合创始人
Simon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专门从事银行和金融以及资本市场法律案
件，特别关注金融科技和新兴技术。

TOMAZ CEPON | COO、联合创始人

Tomaz是首席运营经理，在多家国际公司工作十多年主要从事于市场与营
销领域。

BLAZ CARLI | CTO、首席开发人员
Blaz是一位信息技术专业人士，拥有超过15年的全球企业项目工作经验，
例如：Trimo城市碰撞都市化瓦解，Trainers4me、Onlinegym4me等。

ROBERTO CARLOS | 合伙经理
Roberto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欧洲冠军联赛的冠军。

KEVIN HARRINGTON | 共同所有人和顾问
Kevin是SportyCo的共同所有人，是“创智赢家”创始人。

PETER SEPETAVC | 市场经理

JAKA KOViC | 社区管理员

LUKA PECAVAR | 产品经理

GREGA LIKAR | 企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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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 SHREM | 比特币先驱
Charlie是比特币基金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最知名的比特币倡导者之
一。他目前是Jaxx商业与社区发展总监。

PHILLIP NUNN | 区块链，加密数字货币和金融科技的企业家，首席执
行官和国际演讲嘉宾
Phillip拥有超过15年的金融服务经验，擅长财富管理、天使投资、商业地
产投资和金融技术。

DINO PASALIC | 足球经理
他是最著名的足球经纪人之一，拥有30多年从业经验。他经常与皇家马
德里、巴塞罗那、费内巴切等最大的足球俱乐部的总裁进行联络。

ROBBY SCHWERTNER | 区块链技术影响者
Robby是加密博主和区块链技术影响者。他是金融科技、房地产、能源、
区块链人工智能、社交媒体应用和慈善机构领域ICO和加密初创企业的联
合创始人和顾问。

TOMISLAV MUCIC| 区块链顾问
Tomislav在信息技术安全和项目开发方面拥有数十年的经验，并且是区块
链技术的早期采用者。

IGOR ZGONC | 区块链顾问
在信息安全、风险管理和区块链领域开发的20年来，Igor一直是企业家、
经理和顾问。

ANDREJ PLANKAR | 区块链顾问
继管理生涯之后，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成为全职扑克选手，很快就对加密
货币产生兴趣，并联合创立了区块链咨询公司。

ROBERTO CARLOS | 足球运动员
Roberto是国际足联世界杯和欧洲冠军联赛冠军顾问

RONALDINHO GAUCHO | 足球运动员
前巴塞罗那球员和国际足联世界杯冠军。

NORIAKI KASAI | 滑雪跳跃传奇
Noriaki是跳台滑雪世界中最知名的运动员。他曾赢得三枚奥运奖牌，并
在FISSKI跳跃世界杯赛17场比赛中取胜。

SAVO MILOSEVIC | 前足球运动员
Savo是塞尔维亚足协副主席。在他的足球生涯中，他曾效力于帕尔马队
、阿斯顿维拉队、西班牙队，塞尔塔维戈队和喀山鲁宾队。

PRIMOZ BREZEC |篮球球探、前NBA球员
在成为欧洲顶级球员之后，Primoz在NBA打了八个赛季的中锋。他目前
是克里夫兰骑士队的球探。

SPELA PRETNAR | 前高山滑雪运动员
Spela在斯洛文尼亚滑雪协会工作。在之前，她作为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
，以激流回旋的方式赢得了小水晶球，并且13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滑雪世
界杯的领奖台。

VASJA BAJC | 跳台滑雪教练
Vasja是一名滑雪跳投教练，曾与日本、荷兰、瑞典和捷克共和国的国家
队一起工作过。目前执教于美国女子跳台滑雪队。
详细和最新介绍，请访问www.SportyCo.io

专业顾问

大使与体育顾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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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JA RUZZIER博士 | 创业教授
Mitja是普利莫斯克大学（University of Primorska）创业系主任，负责研究
中小企业的创业、创新、品牌和国际化。

VUK BRAJOVIC | 媒体与通信专业人员
Vuk是职业营销和通讯专业人士，在体育领域（主要是网球、足球和篮球
）拥有杰出的国际业绩。
有关我们团队成员、顾问和大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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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面开发和部署SPORTYCO生态系统的路线图

2014

2014年第2季度
SportyCo的核心团队在网上提供了在线培
训课程，将专业的教练和优秀的员工联系

2015年第1季度
Trainers4me.com上线

2015年第2季度
网球巨星Ana Ivanovic加盟Trainers4me项目

2016年第1季度
Onlinegym4me.com的推出，为全球各地的体育
爱好者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在家里就能接收在
线视频和在线课程。

2016年第2季度
作为全球领先的家庭和商业健身和健身设备

制造商，技术健身房加入了
Onlinegym4me.com，成为其战略投资人

2017年第1季度
SportyCo平台的概念开发，包括可行性评估和项
目的法律审查

2017年11月
SportyCo平台的概念开发，包括可行性评估

和项目的法律审查

2017年第2季度 2017年11月
短缺SPF代币批量出售保存日期！

2018年第1季度
推出SportyCo智能管理平台，将众筹捐赠和
连接即将到来的运动员与投资人联系起来

2018年第2季度
启动专业咨询委员会的SportyCo专业基金（由于
批量销售不能达到预计目标所以未能实施）

2019

SportyCo将成为运动员/配音和其他体育组织筹集资金的默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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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人须知

请知悉：已保留本白皮书的更改权限。SportyCo公司致力于为其出资人带
来最大价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SportyCo可以在项目开发时修改白皮书
的条款。为了解可能作出的修改，请登录www.SportyCo.io网页查看
。SportyCo公司承诺在募捐时遵守现行条款。倘若最终对条款作出修正，
以便出资人获得最大化利润，SportyCo拟为根据最新条款对之前出资人进
行充分补偿。

潜在投资人应确保其理解投资和SPF代币的性质，以其根据自身情况和财
务状况考虑SPF代币的适合性，以及他们面临风险的程度。潜在投资人有
责任确保其自身具备有足够的专业知识、经验和专业建议，以对贡献的
优点和风险自行进行法律、财务、税务、会计和其他业务方面的评估，
并且该等评估不应依赖于SportyCo公司或其任何代表、支持者或其他人开
展。

某些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可能会限制出资人对SPF投资。SportyCo公司要求
拥有本白皮书的人员知悉其适用的任何此类限制，并遵守该等限制。本
白皮书不得用于任何在司法管辖区或未经授权或非法情况下提出要约或
教唆。对于任何人违反任何此类限制，SportyCo均不承担任何责任，无论
其是否为SPF代币的潜在投资人。

美国公民（其中“美国”一词是指美利坚合众国（包括美国和哥伦比亚特
区）、其领土、其财产和其他受其管辖的地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不允许参加代币批量出售或进行投资。

每个贡献者均应向SportyCo表示并保证，他们充分意识到与该出资相关，
以及将ETH转移到智慧合约系统的所有风险（例如软件或区块链薄弱风
险、法律法规变更风险和/或其定义的变化、项目失败风险，SPF代币无
价值风险以及其他相关风险）。

每位出资人理解并接受，SPF代币是有价值的实用标志，并且通过向智慧
合约投资ETH来兑换SPF代币，出资人无权参与SportyCo公司（任何类型
或性质）的管理工作，亦不持有SportyCo公司（任何种类或性质）的股权
，且无权获分SportyCo公司（任何种类或性质）所产生的利润。

每位出资人进一步理解并接受，任何ETH向智慧合约的转让均不予退还
。

每位出资人进一步理解并接受，智慧合约技术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并
向SporfyCo公司表示并保证，自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方面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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