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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评级机构、去中心化技术和革新的信用增强功能的FinderX生态系统，使获得无担保贷款轻松
实惠。

降低成本是证券化最重要的动机之一。 这通常是通过信用增强来完成的。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来降低
无抵押贷款所要求的利率，使其对借款人和贷款人都具有吸引力。 FintruX Network
款的来源和管理方式。 本文概述了我们的方法。

无抵押贷款是不需任何资产保证或担保的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承担更多的风险，并可能收取更高的
利率。 贷款风险越高，代价就越高。 我们将改变这一点。

为您的企业获得无抵押贷款有多种选择。 本地银行，私人贷款机构和市场贷款机构，如点对点和直接平台贷
款人。 但是，在透明度、风险和利率降低，以及资金的便利和速度方面还有待改进。
时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

在FintruX Network ，我们真正促进了点对点网络中的市场借贷。 我们通过信用增强提高信誉。
心，借款人将通过额外的抵押品，保险和第三方保证人来履行义务。 信用增强可以降低债务的信用
险，从而提高整体信用评级，同时也降低了利率。

信用增强的四个级联级别为无担保贷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风险降低程度：

1.超额抵押作为额外的担保; 如果不能涵盖同一借款人的全部损失，

2.第三方担保人将对上述贷款的上述超额损失进行处理; 如果仍然失败，

3.交叉抵押池提供额外的保险; 如果仍然失败，3.交叉抵押池提供额外的保险; 如果仍然失败，

4.所有FTX代币中的百分之五已经被预留用于偿还贷方发生的任何损失。

我们正在为小企业解决三大问题，特别是初创企业，以缓解他们的现金流问题：

1.通过应用信用增强，FintruX Network旨在抵消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并且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级联级别的保险
以涵盖损失;

2.独特的智能合约由FintruX网络为每个人实时借贷而生成和部署，以便在不需要仲裁的情况下提供明确的、不可
变的和审查制度的记录;

3.除了通过即时匹配简化贷款申请流程外，FintruX网络还为借款人提供获得资金后的自助管理选项，如再融资和
预付款以及使用第三方评级机构。

伟大
的想

使获得无担保贷款轻松、快速且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来降低
Network的目标是打破无担保贷

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人承担更多的风险，并可能收取更高的

2

伟大
的想
法

本地银行，私人贷款机构和市场贷款机构，如点对点和直接平台贷
但是，在透明度、风险和利率降低，以及资金的便利和速度方面还有待改进。 FintruX Network 有同

我们通过信用增强提高信誉。 贷款人将放
信用增强可以降低债务的信用/违约风

法旨在抵消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并且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级联级别的保险

网络为每个人实时借贷而生成和部署，以便在不需要仲裁的情况下提供明确的、不可

网络还为借款人提供获得资金后的自助管理选项，如再融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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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我们的使命是为借款人和投资者提供
简单方便的无信任资金借贷服务。

我们的愿景是促成一个资金最大化
流动和所有参与者共赢的生态系统。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服务，我们将把我们
的平台提供给合作伙伴，如欺诈和身份服务
代理商，信用评分和决策代理商，钱包，交
易所，银行，资产经理，保险公司和科技公
司等。 也提供新的投资和贷款产品，并开发
在我们平台上使用的新工具。 生态系统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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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借款人和投资者提供
简单方便的无信任资金借贷服务。

在我们平台上使用的新工具。 生态系统的这
些合作伙伴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市场进行交
易，或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管理工具来构建资
金组合，以满足其客户的投资需求。 我们相
信，生态系统的这些合作伙伴提供的机会将
有助于提升我们网络的吸引力和便利性。

我们通过以FTX代币的形式收取参与者交易
费来产生收入。 贷款人可以向借款人收取理
想的费用。 如果按时还款，贷款人也可以用
FTX代币奖励借款人。

我们不承担信用风险或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于我们不承担信用风险或使用自有资金投资于
我们平台推动的融资。 投资资金直接来源于
广泛的贷款人，包括散户投资者，高净值个
人和家族办公室，银行和金融公司，保险公
司，对冲基金，基金会，养老金计划，大学
捐赠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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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览

点对点（“P2P”

贷[2]。 2010年至贷[2]。 2010年至

消费者贷款年增长率为

企业贷款年均增长

数仅在2015年就几乎翻了一番

Morgan Stanley

市场贷款仍占美国无担保消费者和中小企

业贷款的1％左右，但到

到10％左右，并期待中国、英国和澳大

利亚也能跟进。

能会增长到

2017年4月发布的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债务增长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
亿美元，这是受新兴市场发行量快速增长所推动的。 相较于前一年，2016年全球债务增加了
年开始增长到了GDP的320％ [7]。

能会增长到1500

P2P”）借贷也被称为市场借

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这类

传统的当地银行和信贷联盟可以提供无抵押
贷款。 但是，通过传统的贷款机构获得无担
保的商业贷款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如果您
的业务相对年轻，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
良好的信用。 申请并获得批准也可能需要几
个月的时间。 一般来说，银行将业务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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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这类

消费者贷款年增长率为81.2％，同期中小

企业贷款年均增长6％; 活跃的借款人总

年就几乎翻了一番[5]。 根据

Morgan Stanley的数据，虽然2015年的

市场贷款仍占美国无担保消费者和中小企

％左右，但到2020年估计可达

％左右，并期待中国、英国和澳大

利亚也能跟进。 到2020年，全球市场可

亿美元 。

个月的时间。 一般来说，银行将业务重点放
在确定的地理位置上，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
们难以进行信用交易。

私人贷款人更少并且分布在全国各地。 由于
还款方式并非自动过程，因此批准私人贷款
存在更严格的要求。

另外，在线平台贷款人，如直接的和点对点
贷款人，可以提供更快更简单的在线申请流
程[1]。

点对点平台贷款人利用其他投资者为其贷款

GDP）的325％，总额达到215万
年全球债务增加了7.6万亿美元。 发行量从2015

1500-4900亿美元[3]。
点对点平台贷款人利用其他投资者为其贷款
提供资金。 这意味着您的商业贷款可能来自
世界各地数十甚至数百个个人投资者。 他们
通常比银行或直接在线贷款人有更灵活的批
准和还款条件，但是他们的利率通常要高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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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览

最近，亚马逊宣布，在过去的12个月里，它已经向美国、日本和英国
的2万多名商户提供了10亿美元的小企业贷款，金额从1,000美元到75

万美元不等，时间长达12个月。

自2011年推出亚马逊贷款以来，它已经在全球
小企业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贷款。 此外，亚马逊可以做到不需要监

管合规这一点，而银行必须遵守

直接平台贷款机构就像银行一样从自己公司
的资本中发放贷款，但没有银行贷款的传统
要求和限制。 因此，直接贷款人往往能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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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限制。 因此，直接贷款人往往能够比
银行甚至同行贷款人更快地发放贷款，并且
可以提供传统贷款机构所不能提供的最佳利
率。

然而，目前的P2P平台还不是真正的P2P平
台，因为它们使用中间商，如信用账户等中
间产品，像直接贷款商一样; 他们缺乏透明
度，也不能为贷款人的投资提供足够的保护。

由于以太坊区块链的强大能力，我们可以实
现更多功能，为借款人和贷款人带来更高的
收益。

年推出亚马逊贷款以来，它已经在全球130多个不同的国家向
此外，亚马逊可以做到不需要监

管合规这一点，而银行必须遵守[11]。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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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现在?

如果不是世界
首个的话，则

“80年代通过传真方式进行融资，
来发起和管理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专用租用线路的融资系统。
写用于基于

自从他1986年在摩根大通公司担任系统分析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以来，
他一直是金融科技行业的创新者。

1994

1994

1998

2000

2003

2005在编程中发明
异步调用

首个的话，则
至少是加拿大
首个在线信用

评估软件
发明低代码开
发平台Rintagi

专利的自主生成复
兴技术

将贷款发起系统
用在在客户端/
服务器和基于浏
览器的技术中

在低码平台上生
成一个证券化系

统

在低代码平台上
生成完整的

Nelson多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个概念，只是在等待正确的技术和机会 - 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允许智能合约由无代码开发平台生成。
引起了他的注意，时机再好不过了。 这些技术结合了证券化资助者使用的风险降低机制，世界各地大量利差的套利，以及具有复杂的运营商和机构的网络
简单无信任借贷世界的绝好机会，从最简单的无担保贷款开始。

Nelson在信贷行业有很好的人脉。 2003年交付的Rintagi构建的关键任务应用软件之一目前正在为北美的传递式证券化市场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客户，他们同意进一步探索这个平台如何降低风险，提高融资行业的流动性、安全性、管理和节约成本，特别是对于小企业和认可投资者。

他在金融领域拥有三十多年的金融解决方案经验。 Nelson于1999年成立了Robocoder
多关键任务融资解决方案。 Robocoder团队将成为我们应用开发的合作伙伴。

6年代通过传真方式进行融资，90年代我们建立了一套利用客户端/服务器技术
来发起和管理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专用租用线路的融资系统。 后来，我们将相同的应用程序重新编
写用于基于Web的交互式Web 2.0解决方案。今天，我们正在启动一个新的网络3.0融资之旅。“

年在摩根大通公司担任系统分析师开始他的职业生涯以来，
他一直是金融科技行业的创新者。

通过持续复兴，
保留基于现代

2009

2015

2017

2017

2017
专利的自主生成复 将低代码转换

为无码生成

创新的信用增
强无担保贷款
产品 - FintruX

开源的Rintagi
和ERP成为一个
全球合作项目

在低代码平台上
生成完整的ERP

系统

保留基于现代
UI / UX的但
有10年以上

的系统

一个去中心化的区块链，允许智能合约由无代码开发平台生成。 以太坊虚拟机（EVM）在2017年初
这些技术结合了证券化资助者使用的风险降低机制，世界各地大量利差的套利，以及具有复杂的运营商和机构的网络; 这是创造一个

构建的关键任务应用软件之一目前正在为北美的传递式证券化市场管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他聘请了几位现有的
客户，他们同意进一步探索这个平台如何降低风险，提高融资行业的流动性、安全性、管理和节约成本，特别是对于小企业和认可投资者。

Robocoder公司，这是一家享有声誉的软件设计和开发公司，并在过去的18年里成功地交付了许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传统系统的不足
许多中间商

大部分融资来源仍然通过第三方，如经纪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他们将合同出售给从银行获得信贷额度的银行或发起人。 信
用额度的成本然后传递给借款人。 只有当他们的投资组合规
模很大时，发起人才会将合同证券化，以降低资金成本。

问
题

碎片化和不一致

所采用的大多数系统并不是完全自动化的，记录是可更改的，
是被审查的，并受到居籍国的爱国者行为的影响。 目前，
各方将存储自己的数据副本，并单独处理。 这使得难以通
过共享过程进行同步和协作。 这大大提高了审计的复杂性
和增加了成本。

耗费体力

大多数融资合同难以理解，如再融资，预付款，到期处理的
特殊流程大部分是在电子表格上手动执行的。

初创企业和小企业服务不足

有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未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 所需的贷款额度太小，银行不感兴趣。
• 贷款通常由经纪人来完成，但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小额贷

款激励。
• 银行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决定。
• 银行对文件的要求非常高。
• 一些小企业虽然满足其他标准，但不符合银行的内部政策

条件。

市场贷款仍然存在问题

通过提供诸如市场借贷等新的信贷选择，互联网新的社交技术将助于扩大传
统银行体系的边界。 这些技术有助于信贷体系向前推进，主要有以下关键几
点：

• 在现代化整个信贷授权过程的联网效应增强;
• 市场信用体系所涵盖的人口比例有所增加;
• 本地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7

所采用的大多数系统并不是完全自动化的，记录是可更改的，
目前，

这使得难以通
这大大提高了审计的复杂性

• 本地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 中介费用降低，P2P利率低于大多数传统银行贷款利率;
• 这一转变为评估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信誉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但是…

信用风险通常仍然由贷方承担，

有越来越多的小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未能从银行获得贷款：

贷款通常由经纪人来完成，但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小额贷

一些小企业虽然满足其他标准，但不符合银行的内部政策

信用风险通常仍然由贷方承担，
而不是由P2P平台承担。

信用风险评估过程虽然有所改
善，但仍然不对称。

贷方只有少数几个管理工具来管
理他们的资产。

如果P2P平台背后的公司违约或宣告破
产，贷方对借款人的追索权有限。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小企业融资对经济至关重要。

现金流对许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虽然现金波动可能很小，但对企业的运营能力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就正是无担保贷款的来源。小企业获得可负担的信贷的能力对于刺激和维持一个健康、多样和创新的经济至
关重要。 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31日，已有2,920
在100万美元以下。

现行借贷制度并不完全为借款人服务。

由于承保和服务的固定成本较高，传统的银行业务系统不适合满足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并且有可能招致额外
的费用和罚款。 试图绕过中介机构的在线金融门户网站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机
遇

贷款人参与小企业融资选择有限。

由于个人投资者普遍缺乏直接投资于结构性产品的规模和渠道，因此无法投资于小企业信贷。
者有机会进入这个市场，但是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缺乏定制投资组合的具体风险承受能力的工具，进入这个市场
的银行通常持有他们在资产负债表上产生的贷款。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于小企业贷款的额外资金大部分已
经被锁定在市场之外。

价值在网络效应中。

从贷方的角度来看，回报本金和利益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 最理想的情况是从众多的具有固定服务
成本的评级机构中进行选择，如欺诈和身份检测，信用评分决策等服务。

1994年，第一个建立在线信用评估软件，如果不是全世界首个的话至少也是加拿大的首个，并且与信誉
良好的资助者一起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我们有能力为信用增强的点对点借贷行业创建一个
新的替代市场和自动化管理平台，成为保护贷方利益的支柱。

另外，我们在创建低代码自我生成开发平台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能够根据选定的法律条款和管理选项生成
强大的智能合约。 程序通过在易用的用户体验界面上拖放和点击，即时在线生成和部署，这是我们为借
款人和贷款人所做的最优先的事项。

总之，FintruX网络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环境，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

现金流对许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问题，虽然现金波动可能很小，但对企业的运营能力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就正是无担保贷款的来源。小企业获得可负担的信贷的能力对于刺激和维持一个健康、多样和创新的经济至

2,920亿美元的商业和工业贷款

近年来，非中介化的经济力量已经实现。 Uber
打乱了出租车行业，实现了690亿美元的估值[9]。
Airbnb已经打破了住宿领域，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连锁酒店”，却没有拥有“酒店”，给他
们带来了310亿美元的价值[10]。 “财富”500
强企业中，88％的企业太晚意识到意识到价值
在于用户的网络效应，而不在于他们拥有的物

由于承保和服务的固定成本较高，传统的银行业务系统不适合满足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并且有可能招致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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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用户的网络效应，而不在于他们拥有的物
质资产的价值，因此他们消失了[6]。

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构建的P2P借贷平台开始
兴起，尤其是像以太坊这样的技术，但锁定担
保资产必须与贷款相同或比贷款更大，这使得
决策过程复杂化。 这些平台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线交易市场模式有机会使无抵押贷款尽可能
无风险，因为它的简便与资产作为抵押品的所
有权贷款相比是简单的。 我们相信，完全自动
化管理的透明和开放的市场是非常有必要的。

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获得安全和透明的信息，

由于个人投资者普遍缺乏直接投资于结构性产品的规模和渠道，因此无法投资于小企业信贷。 虽然机构投资
者有机会进入这个市场，但是大多数机构投资者缺乏定制投资组合的具体风险承受能力的工具，进入这个市场

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于小企业贷款的额外资金大部分已

最理想的情况是从众多的具有固定服务

借款人和贷款人可以获得安全和透明的信息，
辅之以用来执行不变性的先进技术和工具。 这
可以使信贷更加让人负担得起，减少混乱，更
有信心，并改变现有的银行体系内的资金池，
同时吸引新的资本来源。 市场借贷有助于更有
效地资本配置和改善全球经济。

年，第一个建立在线信用评估软件，如果不是全世界首个的话至少也是加拿大的首个，并且与信誉
良好的资助者一起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证券化资产，我们有能力为信用增强的点对点借贷行业创建一个

另外，我们在创建低代码自我生成开发平台方面的经验使我们能够根据选定的法律条款和管理选项生成
程序通过在易用的用户体验界面上拖放和点击，即时在线生成和部署，这是我们为借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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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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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ruX Network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在线生
态系统和自动化管理平台，连接借款人、贷
方和专业服务机构，使他们能够实时配置和
构建每个借款人合同。

由于每一个智能合约都是完全定制和简化的，由于每一个智能合约都是完全定制和简化的，
所以它更易于理解而且没有歧义。 没有更多
的“如果...然后...其他”的陈述和不必要的
代码。 较小的项目也会导致较低的gas手续
费用。

我们的技术支持这种创新的市场和管理模式，
有效地连接和处理全球资本供求。

我们的平台还消除了对物质基础设施的需求，
带来了便利性和全面自动化，提高了效率，
减少了人工流程，改善了整体的借贷体验。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使用级联级别的信用增强来提高信誉度。
通过信用增强，贷款人得到保证，借款人将
通过超额抵押担保作为额外抵押品，当地第
三方担保人，交叉担保将作为保险，以及
FintruX有最终保护储备金。



有竞争力的优势

开放生态系统

我们相信以下优势使我们与众不同，并为我们提供竞争优势，以实现
我们市场机遇的潜力。

去中心化以太坊区块链技术开放生态系统

FintruX网络与评级机构（如身份，KYC / 

AML，信用评分，信用模型，支付）合作，

为贷款人提供多种选择来制定贷款。这些机

构都在我们的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即时匹配中

发挥作用。

去中心化声誉评级

我们为所有以以太坊智能合约为基础的参与

者提供去中心化审查平台。借款人现在可以

对贷款人进行评分，并且拥有了不同贷款人

之间有可靠比较来源。对于贷款人也是如此，

现在可以对借款人和机构进行评价和评论; 这

去中心化以太坊区块链技术

以太坊区块链提供最高的可用性。它是去中心化的

的身份和隐私安全。智能合约不容易出现故障

于合约保存在分布式账本中，因此不存在错放或丢失客户合约的风险

据记录是不可改变的，审查制度是弹性的

文件均经过全面审核，甚至根据要求提供项目的地点和条件

款不能改变，用户被骗的风险较小。

许多系统作为平台架构

智能合约为借款人和贷方提供了透明度

在用户友好的界面上清晰可见。双方都可以仔细检查每个合约

控当前的表现。

我们的平台并不是处理数百万借款人合约的庞大程序; 

些可以用来评估信用风险。

代币作为交易费用

许多服务机构仍然收取预付许可费，年度维

护费和小时定制费。 FintruX Network将说服

我们的贷款人通过使用FTX代币交易来收取

贷款。这移除了入门障碍优化了进入体验。

我们的平台并不是处理数百万借款人合约的庞大程序

型智能合约组成，为每个借款人的合约进行全面定制和简化

“如果...然后...其他”的陈述和不必要的代码

用。

这比其他P2P借贷平台提供了巨大的时间和成本优势

我们相信以下优势使我们与众不同，并为我们提供竞争优势，以实现
我们市场机遇的潜力。

无代码开发和即时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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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去中心化的，它的散列提供了足够

智能合约不容易出现故障，如停电，节点故障等。由

因此不存在错放或丢失客户合约的风险。数

审查制度是弹性的。所有与每项资金有关的活动和

甚至根据要求提供项目的地点和条件。由于合约条

智能合约为借款人和贷方提供了透明度。这是很明显的，并且做出的选择

双方都可以仔细检查每个合约，并继续监

我们的平台并不是处理数百万借款人合约的庞大程序，而是由数百万个小

无代码开发和即时部署

我们的智能合约不用手写。将Robocoder

的低代码开发平台转变为无代码开发，可以

将所有可能的合约组合作为用户界面呈现给

借款人和贷方。具有最新技术的代码是实

时生成和部署的。因此，这消除了人为错

误。

FintruX网络上的每一笔资金都由其智能合

约进行监管，这是一份备案充分的法律协议。

它自动化管理，消除人为错误，同时降低风

险。

前所未有的风险降低的无担保贷款我们的平台并不是处理数百万借款人合约的庞大程序，而是由数百万个小

为每个借款人的合约进行全面定制和简化。没有更多的

的陈述和不必要的代码。较小的项目导致较低的gas费

借贷平台提供了巨大的时间和成本优势。

FintruX的级联信用增强功能为无担保贷款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风险降低，使其以合理的

利率进行借贷，从而变得更加容易。这对

缺乏服务的人来说是理想的 -通过为最需要

的小企业解锁资金，尤其是创业公司。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益处

获得负担得起的信贷。我们创新的市场模式，在线交付，流程自动化和信用增强使我们能
够为借款人提供的平均利率低于其他无担保贷款P2P借贷平台和传统银行所收取的利率，
更不用说信用卡。

对借款人的好处 对放款人的好处

获得风险降低的投资
只能用于大型投资组合的证券化融资。
的信用风险，并且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保险来弥补损失。

优越的借款体验。 我们提供了一个快速和易于使用的在线申请流程，并为借款人在整个过
程中以及在整个借款期间提供在线支持和在线自动化。 我们的目标是与借款人建立长期的
合作关系，便于为他们提供一系列满足其不断变化需求的金融产品。

品牌机会。贷款人可以在区块链上提供评级和透明的评论，在生态系统内建立信任的借款
人和代理人。 随着评分的提高，借款人可以获得后续贷款的优惠利率。 此外，借款人可以
借此机会给予未经过滤的反馈，分享他们的意见，并提供不同贷款人之间的基本比较。

透明度和公平性.每个客户合约都是在区块链上写成一个完全定制的智能合约形式。 这是安
全透明和不可改变的，审查制度也是弹性的。 历史数据和预期义务都在借款人的掌控之中。

低廉的交易费用。因此，由于每个借款人合同的智能合约都是完全定制和简化的，因此更
容易理解并且没有歧义。 没有更多的“如果...然后...其他”的陈述和不必要的代码。 较小
的计划导致较低的gas手续费; 实际上，这是由FintruX 网络支付的。

超快速和高效的资金.我们利用在线数据和智能技术即时匹配风险，信用评级和贷款人在决

优质的贷款体验
线支持和在线工具。
风险的贷款。

品牌机会
借助更高的评级，贷款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见和市场研究数据，以提高他们提供给借款人的服务。

访问专业知识网络

诱人的回报
间。
有时间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享受。

贷款人没有预付成本
事实上，没有前期成本是必要的。超快速和高效的资金.我们利用在线数据和智能技术即时匹配风险，信用评级和贷款人在决

策表中预先确定的任何独特参数，以建议适当的利率。 借款人可以评估选项，并立即与他
们选择的贷款人相匹配，而不会影响他们的信用评分。

自助服务。所有可用的选项，如再融资，预付款等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在所有设备上完成，
包括手机。

事实上，没有前期成本是必要的。
款人。
约了服务借款人合同的劳动力和时间。

更满意的客户
节省创办人的时间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利用额外的时间来更好地为借款人服务。
可以成就更多的业务。

对放款人的好处

获得风险降低的投资。 FinforX网络上的贷方现在可以使用信用增强功能，这些增值功能历来
只能用于大型投资组合的证券化融资。 通过应用级联信用增强，FintruX网络寻求抵消贷款人
的信用风险，并且在违约的情况下，提供保险来弥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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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的贷款体验。我们提供完全自动化的申请流程，并为贷款人在整个过程和融资期间提供在
线支持和在线工具。 我们的目标是与贷方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为他们的借款人提供相对无
风险的贷款。

品牌机会。借款人可以在区块链上提供评级和透明评论，以在生态系统内建立可信任的贷款人。
借助更高的评级，贷款人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此外，放款人可以获得合格的反馈意
见和市场研究数据，以提高他们提供给借款人的服务。

访问专业知识网络。一个评级机构网络，如欺诈，身份，信用评分和信用决定等都可访问。

诱人的回报.。通过降低资金风险和降低与资金相关的主要成本，这些节省成为额外的利润空
间。 一旦他们的决策表被选择和配置，这个自动化的赚钱机器就可以产生收入，而放款人则
有时间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享受。

贷款人没有预付成本。没有一次性许可费，没有增强费用，没有维护费用，没有系统支持费用; 
事实上，没有前期成本是必要的。 贷款人的唯一费用是交易费用和服务费用，可以转移给借事实上，没有前期成本是必要的。 贷款人的唯一费用是交易费用和服务费用，可以转移给借
款人。 每笔资金都通过个人独立的智能合约进行编程管理。 它本质上是借款人的自助引擎; 节
约了服务借款人合同的劳动力和时间。

更满意的客户。自助服务增加了客户的满意度。 这是快速，高效，透明和容易实现的预期。
节省创办人的时间意味着他们有机会利用额外的时间来更好地为借款人服务。 更满意的客户
可以成就更多的业务。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商业模式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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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erX网络向借款人和市场上的贷款机构收取费用，以
及在智能合约上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收取适度的服务费。

以太坊虚拟网络收取的用于部署每个智能合约以及执行内部行
为的微小gas费用将由FintruX网络支付。

FintruX网络是一个多边平台[13]和生态系统，
不仅为借款人和贷方提供价值，也为担保人
和代理机构提供价值。

贷款人将存入资金并选择其中一个评级机构
提供的信用决策包; 其中包括推荐的欺诈，
身份和信用评分机构。 借款人根据可用资金
参数筛选标准，并立即与适当的贷款人相匹
配。 借款人可以由联盟营销机构的合作伙伴
代表。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经过尽职调查后，资金被提供，贷款人在借
款人付款后收到投资本金和利息。

参与者将为我们的平台提供资金，并为网络
上正在进行的每一项行动作出贡献。



商业模式

Toke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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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erX网络向借款人和市场上的贷款机构收取费用，以
及在智能合约上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收取适度的服务费。

以太坊虚拟网络收取的用于部署每个智能合约以及执行内部行
为的微小gas费用将由FintruX网络支付。

除了抵押贷款池和融资货币之外，在FintruX
网络内，所有东西都是代币化的。

代理，担保人和FintruX网络都在使用FTX代
币进行支付。 奖励和借款人的滞纳金也使用
FTX 代币支付。

FintruX持续将收集到的代币销售给参与者，
为运营提供资金并提供流动性。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为运营提供资金并提供流动性。

这为有限供应的FTX代币创造了一种代币经
济。



Collateralization Pools

商业模式
14

FintruX 网络收取每笔贷款的10％作为抵押，
并将其注入相应的交叉抵押池。 每个池指定

FinderX网络向借款人和市场上的贷款机构收取费用，以
及在智能合约上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收取适度的服务费。

以太坊虚拟网络收取的用于部署每个智能合约以及执行内部行
为的微小gas费用将由FintruX网络支付。

并将其注入相应的交叉抵押池。 每个池指定
使用相同的信贷决策包和相同的货币。

此外，5％的FTX代币已被预留作为最后手
段来弥补信用/违约损失。

由于偿还贷款需要时间，因此会有来自新贷
款不断注入的超额抵押。 加上明智的短期存
款投资，使其与每个债务的到期期限相匹配，
这些债券的价值可以上升，从而成为一种安
全的保险，以弥补贷款人的信用/违约风险。
各个池的活动和状况对各贷款人都是透明的。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各个池的活动和状况对各贷款人都是透明的。

无论如何，将十个中将会有超过一个的不良
贷款来消耗这个保险池。 越来越多的新贷款
为他们各自的池贡献了力量，也有一定缓冲
作用。



商业模式

第三方保证人

当地贷款人可以从当地的贷款清单中选择不同的激励作为担保人。
一旦承诺，任何剩余未偿付的拖欠或贷款违约在他们的保护下将
由该担保人支付。 随后，本地担保人可以执行收款程序来弥补他
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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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化

FinderX网络向借款人和市场上的贷款机构收取费用，以
及在智能合约上执行的每项行动都收取适度的服务费。

以太坊虚拟网络收取的用于部署每个智能合约以及执行内部行
为的微小gas费用将由FintruX网络支付。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借款人和贷款人都将被收取相应的费用。 同样，FTX代币的交易费用将在
每次付款时收取。 交易费用是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在每一次行动中都要征
收。



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解释

借款人 FintruX Network

特权
• 由于FintruX的信用增强，降低了利率

• 在贷款到期时获得超额抵押贷款的10

％*

• 不需要自己借出钱

• 对于四(4)级的信用增强可能带来的任何拖欠和违

约都不负任何责任

义务

• 将FintruX的贷款额度的10％作为超额

抵押

• 如果资产池已经用尽，需要支付10％

的交叉担保保险费

• 使用贷款额度的10％来支付任何拖欠和同一贷款

的违约（超额抵押）

• 如果没有担保人或担保人未能交付，则使用超额

抵押品中的剩余部分支付相同类别的其他贷款的

拖欠和违约

• 退还任何过剩/交叉抵押品中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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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解释

Network 贷款人 担保人

级的信用增强可能带来的任何拖欠和违

• 只要FintruX的信用增强没有

耗尽，贷款拖欠和违约就可

以被涵盖在内

• 担保选定的贷款赚取代币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来支付任何拖欠和同一贷款

如果没有担保人或担保人未能交付，则使用超额

抵押品中的剩余部分支付相同类别的其他贷款的

交叉抵押品中剩下的10％给借款人

• 将10％的贷款金额注入

FinderX作为超额交叉抵押

• 必须偿还在他们的担保下，

没有被超额抵押担保涵盖

的，任何剩余未偿付的拖

欠或贷款违约，

*if no delinquencies/default and cross-collateralization pool not depleted. 



FINTRUX 网络

利用Robocoder的技术和融资世界中的现有
人脉关系，FintruX 网络将引领信贷民主化，
为信贷准入提供创新的替代方案。

FintruX网络市场和自动化管理平台是区块链

17

FintruX网络市场和自动化管理平台是区块链
上信用增强的P2P全球融资门户。 这主要是
为了帮助初创企业和小企业从当地的认可投
资者和金融机构借钱。 他们还可以用密码货
币进行借贷，一切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为
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信用增强收益，请当地第
三方担保人承担因超额担保无法充分涵盖的
拖欠或违约所引起的任何损失。

每个信用决策包和货币都有交叉抵押池。 他
们作为意外违约损失的保险储备。 在贷款到
期时，这些数额将按情况分发给借款人或贷
方。方。

将这些实体直接结合在一起，将形成一个高
效率、高成本效益和透明的市场。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功能

配置资金参数

根据评级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打包类别中的一系列决策表，贷方预先根据评级机构提供的一系列打包类别中的一系列决策表，贷方预先
定义其参数。其可能包括他们的欺诈、身份和信用评分机构的选择。
贷款人将向FinderX网络提供授权书，根据可用资金和指定条件约束

资金合同。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贷款人A

借款人

Filtering
Criteria

当调查问卷获得答案后，借款人可以立即获得评级，评论，高级信息和特别优惠的贷款人名单。
分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由借款人决定。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即时匹配

借助我们的响应式用户界面，借款人只需要通过在各种设备（包括台式机，笔记

18
超额抵押是发放更多抵押品以获得融资所需的过程。超额担保通
常被用作通过降低债权人的违约风险来增强信用的一种方法。

借助我们的响应式用户界面，借款人只需要通过在各种设备（包括台式机，笔记
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点击、拖放就可以来配置其资金请求。 当借款

人根据可用的参数和他们的要求缩小搜索范围时，可以进行即时匹配。

贷款人A借款人B

 Instant Matching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KYC &
Documentation

Credit
Score

当调查问卷获得答案后，借款人可以立即获得评级，评论，高级信息和特别优惠的贷款人名单。 信用评估和评
分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由借款人决定。 这也是借款人使用FTX 代币支付服务代理商和FintruX网络的时候。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Credit 
Adjudication

Agent

Fraud & 
Identity
Agent



关键功能

去中心化评级与

我们根据以太坊智能合约，为借款人，贷方和所有服务机构提供并维护一个去中心化的审查平台。
可能会被网站所有者更改 - 目前基于非区块链的系统没有完整性。
量的需求不应被过分强调。去中心化评级与

评论

尽职调查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借款人缺乏可靠的不同贷方之间的比较来源，也没有可能给予未经过滤的反馈来分享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可以对借款人和机构评级和评价的贷款人也是如此; 

当借款人选择了包并准备好提交时，所选的欺诈和身份代理人将要求提供一份文件清单。
知道你的客户（KYC）文件的例子是：

商业:
• 公司名称，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
• 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公司成立了多久尽职调查
• 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
• 公司成立了多久
• 年销售额
• 税前年度营业利润
• 您的公司的法律实体的类型
• 您拥有的业务的百分比
• 你打算如何使用这笔钱
• 你的企业是否有任何未偿债务
• 你有多少员工
• 你拥有还是租用你的办公空间
• 你是否有财产或责任保险

我们根据以太坊智能合约，为借款人，贷方和所有服务机构提供并维护一个去中心化的审查平台。 相比之下，写在第三方网站上的评论
目前基于非区块链的系统没有完整性。 获得合格的反馈和市场研究数据来提高风险评估，服务和透明度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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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借款人缺乏可靠的不同贷方之间的比较来源，也没有可能给予未经过滤的反馈来分享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对于现在
; 随后这些可以用作评估信用风险的信用评分机制的一部分。

个人:
• 您的个人银行和退休账户的价值
• 家庭收入

当借款人选择了包并准备好提交时，所选的欺诈和身份代理人将要求提供一份文件清单。 个人和商业文件都是必需的。

• 家庭收入
• 是否你有个人人身保险

由于所有要求的文件都被提交，欺诈和身份代理将协调验证过程，
并确认交易、请求更多信息或拒绝申请。

在借款人的许可下，这些文件可以制作成KYC文件，以便重复使用，
从而简化未来的尽职调查流程。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功能

获得资金
申请获得批准后，将为借款人提供完整的定制和简化的智能合约，并提供详
细信息。 当借款人确认申请时，这个智能合约将被添加到分布式账本中。 由
申请获得批准后，将为借款人提供完整的定制和简化的智能合约，并提供详
细信息。 当借款人确认申请时，这个智能合约将被添加到分布式账本中。 由
于所有相关的和必需的文件/图像已经被所选的欺诈和身份代理人获取和验证，

资金立即被触发。

Lender A
Borrower 

B

Filtering
Criteria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Hold back Y * 10%

 Instant Matching/ Credit Score/ KYC/ Documentation  

Borrower 

我们的区块链解决方案确保借款人和贷方都能看到相同的交易细节和文件。
由于区块链的共享性质，第三方不需要验证和确认交易。 交易中具有正确权

限的参与者将能够实时看到相同的信息。

 Same Currency 
Receive Y * 90%
Fiat/Crypto/FTX

Fund Y
Fiat/Crypto/FTX

Hold back Y * 10%
as Over- 

Collateralization

抵押
作为超额担保的一部分，每份合约的资金有10％的保留资金。 它将被存储在
相应的交叉抵押池中，只要它是相同的信用决策包和货币。 ％的费用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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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抵押是当一笔贷款的抵押品也被用作另一笔
贷款的抵押品时所使用的一个术语。

Filtering
Criteria

 Same Currency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Receive Y * 90%
Fiat/Crypto/FTX

Fund Y
Fiat/Crypto/FTX

Hold back Y * 10%
as Over- 

Collateralization

 Instant Matching/ Credit Score/ KYC/ Documentation  

Lender A

作为超额担保的一部分，每份合约的资金有10％的保留资金。 它将被存储在
相应的交叉抵押池中，只要它是相同的信用决策包和货币。 2％的费用将以

FTX代币的方式支付给FintruX网络的匹配服务。

Borrower 
B

Fiat/Crypto/FTX Fiat/Crypto/FTX
Collateralization

Cross 
Collateralization

Pools

Pay Y * 2%
Fee to FintruX

in FTX

Deposit Y * 10%
to Pool C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功能

支付

借款人 B

Filtering
Criteria

 Same Currency 
Receive Y * 90%
Fiat/Crypto/FTX

 Instant Matching/ Credit Score

OPTIONS TO
PRE-PAYMENT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PRE-PAYMENT

AND REFINANCE
Same Currency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由于定期付款，1％的付款将作为交易费用FTX
代币支付给FintruX网络。

支付

贷款人A

21

Same Currency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Fund Y
Fiat/Crypto/FTX

Hold back Y * 10%
as Over- 

Collateralization

Credit Score/ KYC/ Documentation  

Pay Y * 2%
Fee to FintruX

in FTX
Deposit Y * 10%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

Cross 
Collateralization

Pools

in FTX
Deposit Y * 10%

to Pool C
Same Currency 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Pay W * 1%
Fee to FintruX

in F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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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功能

奖励/惩罚

借款人 B

Filtering
Criteria

 Same Currency 
Receive Y * 90%
Fiat/Crypto/FTX

 Instant Matching/ Credit Score

OPTIONS TO
PRE-PAYMENT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

Punish ? 
PRE-PAYMENT

AND REFINANCE
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Punish ? 
each delinquency
Reward ? 

each On-time Payment

奖励好的行为是一个好实践。 贷款人可以决定在
按时付款时奖励给借款人或未能按时时惩罚他们
多少代币。

惩罚

贷款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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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Currency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Fund Y
Fiat/Crypto/FTX

Hold back Y * 10%
as Over- 

Collateralization

Credit Score/ KYC/ Documentation  

Pay Y * 2%
Fee to FintruX

in FTX
Deposit Y * 10%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

? FTX for

Cross 
Collateralization

Pools

in FTX
Deposit Y * 10%

to Pool C
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Pay W * 1%
Fee to FintruX

in FTX

? FTX for
each delinquency

? FTX for
tim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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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功能

贷款周期末

借款人B

Filtering
Criteria

 Same Currency 
Receive Y * 90%
Fiat/Crypto/FTX

 Instant Matching/ Credit Score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OPTIONS TO
PRE-PAYMENT

AND REFINANCE

Same Currency
Fiat/Crypto/FTX

Receive (Y * 90%) - V 
in FTX

Guarantor

In FTX

贷款周期末

在贷款周期结束时，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 借款人可以
根据原有价值计算的超额抵押担保完全扣除10％。 或者，
贷方在信用/违约损失的情况下将收到交叉抵押贷款池的
主要损失。 它以先到先得的原则运作。

贷款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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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Currency 

Deposit X
Fiat/Crypto/FTX

Select
Decision

Package C

Fund Y
Fiat/Crypto/FTX

Hold back Y * 10%
as Over- 

Collateralization

Credit Score/ KYC/ Documentation  

Pay Y * 2%
Fee to FintruX

in FTX
Deposit Y * 10%

to Pool C
Same Currency

Periodic Payment W
with Interest

Fiat/Crypto/FTX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Cross 
Collateralization

Pools

to Pool C
Same Currency

Fiat/Crypto/FTXPay W * 1%
Fee to FintruX

in FTX

 Receive V
Delinquent/Default

In FTX

In FTX

In FTX

Guarantor



关键功能

担保人
通过加入一个中介机构（“担保人”），FintruX网络寻求抵消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并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替代机制来管
理借款人所在国家的债务。 担保人是决定承担超额抵押提供的涵盖不足的风险的投资者。
选择，并根据到期日和风险状况获得FTX代币的奖励。

资金后期管理

选择，并根据到期日和风险状况获得FTX代币的奖励。

自助服务的选项，如预付款和再融资，为方便借款人提供。
在日子艰难的情况下，再融资可以避免可能影响拖欠率的违法行为，并招致额外的罚款。

每笔资金交易均由FintruX 网络根据双方商定的配置生成的智能合约表示。
恒不变的，审查制度是弹性的。 选定的管理选项都是基于这个智能合约执行的，这将持续在资金的整个生命周期。

通过将文字传送到手机，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的自动发送消息可以用在许多情形，例如资金，支付，拖欠，收款，到期等。

我们的投资组合功能允许借款人，贷款人和服务机构获得他
们已经执行的交易的概览，以及关键指标的概要视图。 投
资组合是分层次的，可以嵌套形成复杂的结构来帮助组织和
结构化。

高级信息，如拖欠，违约和其他信息是可用的，可以被可视
化和导出。

投资组合管理

网络寻求抵消贷款人的信用风险，并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提供一个替代机制来管
担保人是决定承担超额抵押提供的涵盖不足的风险的投资者。 潜在担保人将从没有担保人的贷款清单中

代币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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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的奖励。

自助服务的选项，如预付款和再融资，为方便借款人提供。 当小企业能够提前偿还贷款以节省利息成本时，预付款是必要的。 相反，
在日子艰难的情况下，再融资可以避免可能影响拖欠率的违法行为，并招致额外的罚款。 这些是由各自贷款人提供的酌情选项。

网络根据双方商定的配置生成的智能合约表示。 这个智能合约对有关各方来说是清晰而透明的。 它是永
选定的管理选项都是基于这个智能合约执行的，这将持续在资金的整个生命周期。

通过将文字传送到手机，电子邮件，社交媒体等的自动发送消息可以用在许多情形，例如资金，支付，拖欠，收款，到期等。

FintruX网络提供了各地区市场活动，市场部门，风险敞口
等方面的详细概况。汇总统计数据的能力为融资市场提供
了无与伦比的视角。

FintruX网络上的面板显示各种市场数据和用户通知。 该面
板允许每个用户根据自己的要求定制和监控数据。

Market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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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在代数中，在求解x之前，我们将5（2 + x）+ 3（5x + 4） - （x2）2变成更简单的形式
22 - x4。 理解起来要容易得多，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

在写作中，我们把“你会听到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点”，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形式“我会一直在写作中，我们把“你会听到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点”，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形式“我会一直
回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不断地简化结构，更有效地沟通。“

所有的代码是专门用于一个完全
定制的事件。

较小的计划导致较低的
较快的交易。

FinderX网络是世界上第一个由Ethereum和
无代码开发支持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之一。
FintruX网络架构是一个区块链，用户体验，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方法的最新技术进步的高
度可扩展性和可靠性的组合。

变成更简单的形式20x + 

在写作中，我们把“你会听到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点”，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形式“我会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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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自动化尝试使用一个系统来解决任何
可能的交易。 由此产生的程序有数以百万计
的“if-then-else”语句，非常复杂。
FintruX网络正在改变编程模式。 我们为每
个借款人合约生成一个独特的程序（“智能
合约”），通过可配置的界面在区块链上实
时部署。

这对我们的程序员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
曾经使所有的程序变得灵活，没有硬编码; 
现在它恰恰相反 - 所有的硬编码都要确保它
是最简单的形式，并且完全针对一种场景，

在写作中，我们把“你会听到我一次又一次回到这个点”，变成一个更简单的形式“我会一直

所有的代码是专门用于一个完全
定制的事件。 现在它恰恰相反 所有的硬编码都要确保它

是最简单的形式，并且完全针对一种场景，
一种情况，一种事件进行定制。

智能合约成为参与者之间的一项具有约束力
的协议 -明确，不可变，不需要仲裁。

较小的计划导致较低的gas费用和
较快的交易。 最简单的是最好的。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技术

区块链

我们的市场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所有参与者我们的市场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所有参与者
提供一致、共享和安全的流程。 去中心化区
块链的本质允许各方之间进行完全无信任的
互动，消除第三方成本和佣金。

我们的平台使用的是以太坊区块链和它的智
能合约，它提供全面开发的环境和大型社区。

私人的，高性能的存储私人的，高性能的存储

为了处理某些交易，需要存储和交换私人的
和机密的信息。 我们的存储是一个安全的
SQL数据库。 它通过提供对数据的快速访问，
如借款人记录或其他机密信息，来补充区块
链网络。 多级别安全性，外部认证和强大的
使用情况分析都被考虑在内。

用户界面（“UI”）是使用Angular 4实现的，
速度快且响应快。 我们使用了处理大部分业
务逻辑的Node.js后端。 Angular 4和Node.js
的组合已被证明是一个非常快速、轻量级和
可靠的方法。
这个网页界面在平板电脑和手机上都会作出
响应。 作为我们路线图的一部分，我们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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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作为我们路线图的一部分，我们正在
开发移动应用程序，以利用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功能 - 很可能Ionic将被使用，但可能会有
所变化。

后端由三个数据库组成：以太坊区块链，
MSSQL和Firebase。

1. 以太坊虚拟机处理区块链数据，包括每
个借款人合同和相关文件的智能合约;

2. SQL数据库处理快速和关键任务的结构
化数据，特别是需要保证两个或多个更
新成功或失败的数据作为核心单位;新成功或失败的数据作为核心单位;

3. NoSQL数据库处理动态非结构化数据，
如个性化，用户配置文件管理，大数据，
与物联网（IoT）交互等。

FintruX网络提供这种基础设施和低代码技术
来构建我们的无代码智能合约和市场。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大数据

大数据分析
收集来自FintruX平台、合作伙伴和可用API

的所有数据

研究
• 大学合作
• 小型企业研究

机器学习
• 欺诈识别
• 默认可预测性
• 信用评分

• 信用决策改进建
议

FintruX网络将产生大量的数据，这对我们的
客户来说将具有巨大的价值。 数据将提供目
前不存在的市场洞察力。 外部公司能够将这
些数据作为他们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即使他
们没有直接使用FintruX市场。

我们的部分软件将是开源的，可供其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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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部分软件将是开源的，可供其他资金
解决方案供应商使用。 通过这样做，我们旨
在建立一个拥有积极采用者社区的强大生态
系统。

FintruX网络将收集来自该平台，所有可用的
API，服务代理的所有数据等。我们正在利
用与Robocoder，企业以太坊联盟，
Microsoft和各大学的关键合作伙伴关系进行
研究合作，以改善信贷决策、欺诈、身份认
证 管理和降低风险。

Robocoder授权其技术并向FintruX 网络提Robocoder授权其技术并向FintruX 网络提
供广泛的开发服务，分析和市场数据。
Robocoder在过去18年服务证券领域，为数
十亿美元的融资资产积累了巨大的统计数据。
这个大数据将被用来验证FintruX网络的服务
模型。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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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分析

资金圈，OnDeck和Kabbage

借给小企业的平台贷款人可以分为两大类：
1.传统的P2P和直接贷款人

2.使用智能合约加密货币

ETHLend，Lendoit，SALT资金圈，OnDeck和Kabbage
（传统P2P和直接贷款人）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资金圈的P2P小额贷款业
务与OnDeck和Kabbage等资产负债表贷方机构区分
开来。

资金圈的贷款来源于多位投资者，他们购买部分商
业贷款或在拍卖中竞标，而Kabbage和OnDeck则借
出自己的资金。

Kabbage和OnDeck的贷款 - 往往被称为商业现金预
付贷款 - 往往是短期的商业目的（6个月或一年），
而融资圈往往是结构性的长期业务增长（长达5年）。

ETHLend，Lendoit，SALT
（使用智能合约的加密货币

使用代币作为抵押，ETHLend
完全去中心化的点对点借贷平台，使
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来借出
Ether。 ETHLend不评分数，也没有
任何补偿资金来保护贷方。

Lendoit与ETHLend类似，但是它增
加了对借款人的得分，名誉，收藏，
并使用众筹资金的2％作为补偿基金
来保护贷方。

SALT借贷法币。 这是一个贷款金额
他们都贷款在20％至50％之间，他们贷款很少比这
少[14]。

SALT借贷法币。 这是一个贷款金额
可高于5000美元的集中式贷款平台。
它只使用智能合约来存放加密货币作
为抵押品。 他们的目标市场是拥有加
密货币但不想清算的借款人。
可的投资者和合格的金融机构才能成
为SALT的贷款人。总体而言，这三家公司都试图解决当前小企业信贷

环境中的一个重大结构性缺陷：银行和其他传统资
本来源不向中小企业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
的企业主正在寻求另类资金来发展他们的公司。

借给小企业的平台贷款人可以分为两大类：
和直接贷款人 - 在同一个国家用本国货币贷款

使用智能合约加密货币 - 借助区块链智能合约作为媒介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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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
使用智能合约的加密货币）

ETHLend是一个
完全去中心化的点对点借贷平台，使
用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智能合约来借出

不评分数，也没有
任何补偿资金来保护贷方。

类似，但是它增
加了对借款人的得分，名誉，收藏，

％作为补偿基金

这是一个贷款金额

FintruX 网络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点对点平台，在
以太坊区块链上为每个人的贷款生成和部署一个独
特的智能合约。 对于无抵押贷款，它使用信用增强
工具，如超额抵押，担保人，交叉抵押和所有FTX
代币的5％，来大大降低贷款人的风险。

我们的目标借款人是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公司，他
们希望利用我们平台提供的较低利率，因为我们使
得无担保贷款高度安全。 欺诈，身份认证，信用评
分和决策的专业代理商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合作伙伴。
只有经过认证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才能成为FintruX这是一个贷款金额

美元的集中式贷款平台。
它只使用智能合约来存放加密货币作

他们的目标市场是拥有加
密货币但不想清算的借款人。 只有认
可的投资者和合格的金融机构才能成

只有经过认证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才能成为FintruX
网络第一阶段的贷款人。

市场上有数以百计的市场借贷平台，我们的不同之
处在于，我们使借款人能够以低得多的利率轻松借
贷，而放款人可放心地立即放贷。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风险强调
以下是FintruX网络对所有风险进行评估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认为，由
于采取了所有的风险降低机制，向该网络中的小型企业提供的无担保

贷款都享有较低的利率。

身份风险。 只有信誉良好的欺诈和身份认证机构才能在FintruX网络上
运营。

信用风险。是由每个信用决策包管理的，每个信用决策包是由评级代理
商提供的关于一个水平相称的回报信息。 风险越高，回报越高。

风险损失。作为信用增强机构，通过级联和交叉抵押大幅降低了这一点
在第三方担保人之上。 所有代币中有5％已被保留作为对贷款人的最后
保护手段。

锁定风险。流动性对贷方来说很重要。 贷款人可以随时撤回未承诺的锁定风险。流动性对贷方来说很重要。 贷款人可以随时撤回未承诺的
资金。 对于承诺的资金，FintruX网络将为贷方提供一个交易平台，用
于彼此之间的贷款交易。

多重借款的风险。 FintruX 网络不鼓励贷款超过借款人可承受的范围。
防止借款人在同一时期内从不同渠道获取贷款的做法是困难的。 一些借
款人也可能拆东墙补西墙。 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信用局等）合作，确定
相同的借款人是否有其他借款。

网络对所有风险进行评估的结果，并得出结论认为，由
于采取了所有的风险降低机制，向该网络中的小型企业提供的无担保

贷款都享有较低的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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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每个信用决策包管理的，每个信用决策包是由评级代理

作为信用增强机构，通过级联和交叉抵押大幅降低了这一点;  
％已被保留作为对贷款人的最后

贬值风险。由于抵押品池在其期限内以其原有货币持有，只投资
于与每项债务到期日相匹配的短期存款，因此不用担心的贬值风
险。

缺乏信息风险。每项借款都是一个独特的智能合约 - 明确，不可
变，不需要仲裁。

预付款风险。贷款人可以为每笔预付款收取合理的费用，以弥补
利息的机会损失。

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固定利率债务工具因利率上升而可能造成

网络不鼓励贷款超过借款人可承受的范围。
一些借

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信用局等）合作，确定

利率风险。利率风险是固定利率债务工具因利率上升而可能造成
价值下降的情况。 这不在FintruX网络的范围内。

违约风险。自我再融资选择权和担保人可以减轻这种风险。 建议
使用发短信，电子邮件，评级，评论，奖励，滞纳金作为工具，
以防止拖欠。 对于小企业来说，违约行为会对所有者的信用和公
司声誉产生不利影响。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借鉴最佳实践

1.欺诈和身份管理 - 所有欺诈和身份服务代理将会被筛
选，以确保适当的尽职调查，以防止欺诈和身份欺诈。
对于小企业借款人，不仅要检查企业的身份，还要检
查企业主的身份。 此外，转账资金的银行账户名称必查企业主的身份。 此外，转账资金的银行账户名称必
须与业主名称或业务名称相匹配。

2.信用评分管理 - 所有信用评分服务代理将通过专业筛
选。 对于小企业借款，企业和业主都将进行信用检查。
例如，如果借款业务是创业公司，即公司不到一岁，
那么业主必须有超过630

3.信用决策管理 - 所有的信贷决策服务机构将被筛选以
确保最佳实践。 特别是，每个决策表都将与我们内部
专家开发的经验质量得分进行核对，以确保它们在可
接受的偏差之内。

通过以上尽职调查，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成功地将FintruX作为所有合法参与者的健康贷款之路。

现在我们有能力使无担保贷款高度安全，
FintruX网络上的责任是防止滥用。 这些最
佳实践描述了我们如何保持骗局和不合理的
借贷远离我们的生态系统。

除了内置信用增强机构来保护贷方，我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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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欺诈和身份服务代理将会被筛
选，以确保适当的尽职调查，以防止欺诈和身份欺诈。
对于小企业借款人，不仅要检查企业的身份，还要检

此外，转账资金的银行账户名称必 除了内置信用增强机构来保护贷方，我们还
会在贷款逾期且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进行收
款。 当借款人未能付款时，内部收款是我们
的第一步。 当其他一切都失败的时候，我们
只把拖欠账户转给外部收款代理。 我们从收
款过程中收到的任何回收金额都是按比例支
付给贷款人的，但会收取1.00％的服务费，
如果适用的话，还要收取外部收款代理的额
外费用。

对于有当地担保人的拖欠/违约贷款，将由担
保人进行收取。

此外，转账资金的银行账户名称必
须与业主名称或业务名称相匹配。

所有信用评分服务代理将通过专业筛
对于小企业借款，企业和业主都将进行信用检查。

例如，如果借款业务是创业公司，即公司不到一岁，
630的FICO得分。

所有的信贷决策服务机构将被筛选以
特别是，每个决策表都将与我们内部

专家开发的经验质量得分进行核对，以确保它们在可

保人进行收取。

我们有在证券化资金中使用超过10％的交叉
抵押等信用增强的经验，资金成本（利率）
通常可以降低100个基点。 我们预计担保人
和担保抵押准备金会增加三倍。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作为所有合法参与者的健康贷款之路。



典型使用案例1

Paul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航空公司飞行员，他有一笔额外的50万美元的储蓄，他不打算最近进行花费。
就注册了FintruX.com，声明他是贷款人。 他以他的名义将50万美元连接到了
后，他继续向服务代理人支付相当于每个决策包20美元的FTX费用。 这些软件还附带推荐信誉良好的关于欺诈、身份和信用评分的代理商。
署了FintruX 网络授权书，这些决策包根据其中定义的规则代表他执行贷款交易。

Paul现在准备与借款人进行自动匹配。在成功匹配后，他将使用FTX向Fintr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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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储蓄，他不打算最近进行花费。 他决定把这笔钱投资于P2P贷款，所以他
万美元连接到了FintruX网络。 在选择了两个不同风险概况的信用决策包来分配资金之

这些软件还附带推荐信誉良好的关于欺诈、身份和信用评分的代理商。 他签
网络授权书，这些决策包根据其中定义的规则代表他执行贷款交易。

FintruX网络支付一小笔费用。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典型使用案例2

Jane现在承诺返还22000美元的债务，以每月989.07美元的价格共计24
Jane的在线银行账户。 2,000美元被转移到适当的交叉抵押池以涵盖信贷

期限内及时地偿还贷款，她将收到这2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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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ABC公司的老
板Jane想借20000美元来支付一笔
没有编入预算的营销活动。 她向
FintruX.com要求无抵押贷款。 由
于知道有10％的超额抵押担保，她
要求提供22,000美元。要求提供22,000美元。

她通过一系列参数进行筛选，包括
利率范围和分期付款次数。 在回
答了一些初步的问题之后，她被预
先批准了。 为了找到最优的利率，
她现在决定由她选择的决策包指定
的评分代理商进行信用检查。1美
元等值的FTX支付给欺诈和身份代
理商，2美元等值的FTX支付给评
分代理商。

她最后作出了她的决定，包括选择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她最后作出了她的决定，包括选择
她最喜欢的贷款人。 欺诈和身份
代理商收集某些信息，并完成文件
和尽职调查过程。 一个开源智能
合约生成了。 经审查和智能合约
部署后，她非常满意。

24个月。 2万美元正在进入
美元被转移到适当的交叉抵押池以涵盖信贷/违约损失。 如果jJane在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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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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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我们努力实现的。

2017

Q2:
以太坊研发。研究区块链技术; 学习智能合约和Solidity开发的课程; 在Ropsten
Testnet和内部私有以太坊虚拟网络上进行实践。
Dapp研发.开发团队在专用网络和测试网络上研究并实践了Angular 4，Truffle框架，
Metamask以及与智能合约的互联性。

Q3:
概念验证. FintruX的概念经由加拿大财务与租赁协会的现有客户和董事会成员进行验
证。
白皮书就绪.记录和发布基于区块链的融资和自动化白皮书。
代币化.将代币使用实践设计为确保FintruX平台的最高效和最有效的运行。

Q4:
专注实践. FintruX 融资重点专注于一个特定产品上 - “使P2P无抵押贷款高度安全”。
FintruX 网络利用专业服务代理商促进全球互联。FintruX 网络利用专业服务代理商促进全球互联。
框架就绪.贷款人选择决策包，借款人即时匹配，信用审批，欺诈和身份验证，文件审
计，智能合约生成和部署以及资金证明的功能。
合作伙伴. 与金融和区块链行业的人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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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努力实现的。

2018

Q1:
原型就绪 .第一个原型包含框架的基本功能，部署到以太坊测试网。
开源. Github上发布的智能合约的可靠性源代码。
资金 .众筹活动完成。
团队扩张. FintruX 网络将扩大开发团队，并聘请金融和以太坊区块链开发领域的专家。

Q2:
Alpha 测试.功能齐全的原型版本部署到产品EVM，并增加功能，如信用检查和评分，定期
付款，费用支付，交叉抵押池管理，到期处理。
真实客户. 12名借款人和6名贷款人都注册并每天使用FintruX alpha版本。  

Q3:
Beta 测试.扩展下游流程和功能，例如担保人参与，统计，管理报告。
网络发展.通过添加新的参与服务代理，平台已为指数增长准备就绪。
服务优化 . 支持团队成立，以帮助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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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优化 . 支持团队成立，以帮助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参与者。
营销.公关，营销活动，参与活动和赞助。
总体可用 . 适用于所有参与者的初始版本。

Q4:
走向市场 . 销售和支持团队建立.
扩展平台 . 该平台经过测试，为大众服务。
扩张.扩展流程和功能，例如逐步推出的贷款交易界面。



平台的演变

第一阶段：信用增强融资

利用证券化的信用增强原则，我们提供高度安全的无担保贷款，使世界各地
的小企业借款人，认可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受益。的小企业借款人，认可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受益。

第二阶段：同一个世界

一个国家的利率可能是另一个国家的40倍。
60％，而日本可低至1.5％[4]。 尽管有货币管制，汇率风险以及其他法规和本地化
问题需要解决，FintruX将尽最大努力通过与钱包，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合作实现跨国
融资。最终，较高利率国家的小企业借款人可以获得低利率国家的贷款人提供的较
低利率。

第三阶段

FintruX将邀请其他创造了许多创新资产类别的网络合作伙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蓬
勃发展，从而成为全球融资枢纽。
他们互相交换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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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证券化的信用增强原则，我们提供高度安全的无担保贷款，使世界各地

倍。 例如，马达加斯加的最优惠利率可高达
尽管有货币管制，汇率风险以及其他法规和本地化

将尽最大努力通过与钱包，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合作实现跨国
较高利率国家的小企业借款人可以获得低利率国家的贷款人提供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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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其他资产类别

将邀请其他创造了许多创新资产类别的网络合作伙伴在这个生态系统中蓬
勃发展，从而成为全球融资枢纽。 另外，我们还将为贷方提供一个交易平台，让
他们互相交换贷款。



代币用途

我们的FTX代币为我们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几个关键功能：
:
• 交易执行奖励
• 代币抵押储备

• 惩罚不良行为
• 奖励提供信息
• 平台访问

许可证
• 代币抵押储备
• 奖励良好的行为

gas费自动处理:
即使每个智能合约都是由FintruX网络部署
的，并且gas费用由FintruX网络支付，
FinderX网络的参与者需要在他们的帐户中
保持少量的Ether。 这些以太网将支付由
以太坊虚拟网络收取的gas费用，以执行这
些智能合约中的动作。
FintruX 网络将补偿这些微小的gas费用，

Function transfer(address _to, uint256 _value) returns (bool) {
require(canTransferTokens());             
if (_value < token4Gas) {

revert();                                         
minimum

}
if (balances[msg.sender] >= _value && balances[_to] + _value > 

balances[_to]) {
balances[msg.sender] = balances[
balances[_to] = balances[_to].add(_value);
Transfer(msg.sender, _to, _value);

//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gas. Won't execute if the account has 
enough ETH.

if (msg.sender.balance < minGas4Accts) {
// reimburse gas in ETH to keep a minimal balance for next 

transaction.
if (!msg.sender.send(gas4Token)) {

• 平台访问
• API许可证

FintruX 网络将补偿这些微小的gas费用，
如果这些费用恰好低于规定的最低限额，
则可以补足参与者的帐户。 然后，避免不
必要的区块大小增加来避免这些微小的花
费通常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if (!msg.sender.send(gas4Token)) {
GasRebateFailed(msg.sender,gas4Token);

}
}
if (_to.balance < minGas4Accts) {

// reimburse gas in ETH to keep a minimal balance for next 
transaction.

if (_to.send(gas4Token)) {
GasRebateFailed(_to,gas4Token);

}
}
return true;

} else {
revert();                                         

false;"
}

}

FTX代币用于支持FintruX网络，作为奖励或
参与市场的奖励手段。 平台上的每项活动都
具有以FTX形式指定的相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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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不良行为
奖励提供信息

具有以FTX形式指定的相关成本。

FTX从一个参与者转移到另一个参与者，活
动都是在FintruX网络上进行。 在执行这些
活动之后，FintruX 网络将收取一定费用。

FTX代币的所有权除了有权在平台上进行交
换和索赔外，不具有任何权利。 FTX不代表
或授予与FintruX网络有关的任何所有权或股
权，股份或证券或同等权利，知识产权或任
何其他形式的参与权。

在运营过程中，我们收取FTX代币作为费用; 

transfer(address _to, uint256 _value) returns (bool) {
());             // Team tokens lock 1 year

();                                         // do nothing if less than allowed 

] >= _value && balances[_to] + _value > 

] = balances[msg.sender].sub(_value);
balances[_to] = balances[_to].add(_value);

, _to, _value);

//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gas. Won't execute if the account has 

< minGas4Accts) {
// reimburse gas in ETH to keep a minimal balance for next 

(gas4Token)) { 在运营过程中，我们收取FTX代币作为费用; 
FintruX将不断将其出售给参与者，以维持代
币经济并为运营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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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4Token)) {
(msg.sender,gas4Token);

< minGas4Accts) {
// reimburse gas in ETH to keep a minimal balance for next 

(_to,gas4Token);

();                                         // Caller may not check "return 



FTX的能力

FintruX + FintruX保护

场景#1: 
没有担保人

场景
由担保人担保

由于超额抵押担保是贷
款的十分之一，因此有
能力涵盖同一借款人的
十个不良贷款中的一个。

FinderX收到FTX代币作为来自借款人和贷方的
匹配费用，产生了对FTX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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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truX + 担保人担保

场景#2: 
由担保人担保

当地担保人对由于其保
护下的贷款拖欠和违约
造成的溢利损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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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以FTX代币形式获得奖励工资，进一步产
生对FTX的需求。



FTX的能力

无风险担保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
有的贷款都是拖欠的，
这个交叉抵押池可以覆

场景 #3: 
在贷款期限内，抵押贷款
池上涨了10倍 这个交叉抵押池可以覆

盖所有贷款的所有违约
损失。 贷方的风险被中
和。

这可能发生在许多方面，
包括:
1. 符合每项债务到期日的

明智的短期存款投资; 
2. 不断从新增贷款中注入

超额抵押品; 
3. 等等。

池上涨了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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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保护

场景 #4: 
担保人未能履行承诺，而且还有太多
不良贷款

FTX的需求与FintruX 网络提供的贷款数
量成正比。

在这种情况下，当所
有以前的级联信用增
强意外失败时，所有
FTX代币中的5％已经
被预留来弥补这些溢
出损失。

这就是最终的保护。

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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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

总的硬顶: 75,000,000 FTX (2500万美元

代币销售公开预售

硬顶:
(OVERALL CAP) – (PRE-SALE)

开始于: 
2018年2月7日17:00 UTC

结束于: 
2018年1月28日17:00 UTC

比率: 
Base Price = 1:1500 FTX

货币: 
ETH

奖励:
5%, 2.5%, 1.2%, 0.6%, 0% 

代币销售

软顶:
5000 ETH 

预售开始于: 

2018年1月7日17:00 UTC

预售结束于: 
2018年1月21日17:00 UTC

比率: 
1:1650 FTX

货币: 
ETH

奖励:
10%

公开预售

5%, 2.5%, 1.2%, 0.6%, 0% 

最小购买量:
0.1 ETH

最大购买量:
无限制

如果达到825万FTX的软上限（总供应的8.25％），则预
售将在48小时后结束。

超过软限额后用户可以以1 ETH：1,575 FTX的比率购买
直到预售结束，或者达到7500万 FTX（总供应的75％）
硬顶（以较早者为准）。

如果我们筹集了大约2500
小时后结束。

平台生成的所有代币中未售出的部分将按比例分配给
所有贡献者。 这为使用FTX
有效的奖励结构。

10%

最小购买量:
0.1 ETH

最大购买量:
无限制

FTX将在我们的销售开始时发行。 一旦完成，将不
会生成其他代币。

根据购买和销售协议，10,000,000 FTX（总供应的
10％）将在公开预售前的私人销售阶段提供给贡献
者。 在私人销售阶段未售出的FTX将在公开销售中
出售。

该团队已经预先确定了 的最低目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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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代币销售
该团队已经预先确定了5,000 ETH的最低目标，这
代表了核心FintruX平台完成和发布所必需的最小功
能所需的资金。

如果最终目标在众筹期限结束时没有达到，所有贡
献的以太将被退款。 任何人的出资，包括那些以预
售的方式购买了我们代币的人，都可以从销售合同
中提取他们的以太。

只要达到了最低目标，任何未销售的代币都将分发
给所有贡献者。

代币销售有五个奖金等级。 每个级别的分配基于先
到先得的原则。 任何跨层的交叉都会相应地被分隔。

SALE)

UTC

5%, 2.5%, 1.2%, 0.6%, 0% (逐级递减)

代币销售

到先得的原则。 任何跨层的交叉都会相应地被分隔。
提前购买将受益于最高奖金，在最后一级将降至0
％奖金。 详细的奖金模式可以在下一页找到。

所有在众筹中收集的ETH将被转移到多重签名的冷
钱包中。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用ETH向服务提供商支付工资，
用ETH支付费用，并将所有闲置的ETH资金无限期
地保留在2/3的多重签名钱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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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 1.2%, 0.6%, 0% (逐级递减)

2500万美元，那么这个销售将在48

平台生成的所有代币中未售出的部分将按比例分配给
FTX引入了一个可预测和



众筹

代币销售奖金模型

等级 # ETH数 # FTX数 奖金

1 +2,000 +3,150,000 5.0%

2 +3,500 +5,383,000 2.5%

3 +7,000 +10,626,000 1.2%

4 +12,000 +18,108,000 0.6%

5 剩余的 FTX 0%

我们的发行价格公式是基于基准价格，加上
五层具有标准差的正态分布的递减的奖励。
FTX的基本价格是每ETH 1500个。

奖金模式将取决于预售期间售出的数量。

例如：如果我们在预售期间卖出5,000 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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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们在预售期间卖出5,000 ETH
（8,250,000 FTX），那么一级将从5,001 
ETH开始，并在此之上再增加2000 ETH。
第五层的剩余FTX将变成29,483,000 FTX。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继续这个阶段，直到
75,000,000 FTX的达到出售的最高目标。

FinderX网络有权在众筹开始之前更改每级
中的代币数量。

在众筹结束后的两个星期后我们将分发FTX。
销售的结束可以由以下条件触发:

每个 ETH的FTX数量

1 ETH – 1,575 FTX

1 ETH - 1,538 FTX

1 ETH - 1,518 FTX

销售的结束可以由以下条件触发:
1. 达到我们75M FTX的出售硬顶
2. 到达销售期限（2月28日17:00 UTC）

我们的参与者可以在通过KYC确认后在我们
的网站上追踪他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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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TH – 1,509 FTX

1 ETH – 1,500 FTX



资金使用

资金使用

以下分配资金是初步的，可能会有所变化

资金使用

核心发展 – 40%: 
核心发展将涉及本文件所
述技术的发展。 这包括：
专有功能，智能合约生成，
支持服务，去中心化的最
终用户应用程序等。

运营– 25%:
这涵盖了功能系统所需的成本。 这包括：
托管和基础设施成本，人员配置，外包，
管理和其他相关费用。

营销和销售– 25%:
营销花费将用于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和直接营
销。 销售成本将主要来自于直接P2P销售给小
企业。

法律和合规– 10%: 
与隐私保护和向监管机构注册相关的
法律费用。 法律费用可能因地区而异。

代币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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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众筹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加速建立FintruX网络，推
动从Alpha转向beta版本，以便在2018年第二季度期间
与少数合作伙伴进行合作。 在众筹成功之前，资金分
配将主要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招聘开发人

员和营销人员等关键人员。

以下分配资金是初步的，可能会有所变化.

代币分配

众筹资金池: 
最大75,000,000 FTX。 众筹期间筹集的

资金将仅用于发展FintruX网络。

我们相信我们面对支持者是透明的，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将每月发布一次审计报告，将
说明我们如何利用募集的资金来建立我们的

生态系统，进行关键的招聘，营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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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将仅用于发展FintruX网络。

FintruX保留 – 10,000,000 FTX: 
这部分将用于奖励顾问，早期采用者，
赏金计划，并在需要时向市场提供流动

性。

抵押储备– 5,000,000 FTX:
对于违约情况下贷方发生的意外损失的补

偿.

FintruX团队 – 10,000,000 FTX: 
这将分配给创始人和团队。 代币将在多重签

名钱包中锁定12个月。



营销策略

走向市场战略

- 身份代理商
- KYC / AML代理商
- 信用评分代理商
- 信贷决策代理商

教育
- 白皮书
- 网络研讨会
- 社交媒体

合作伙伴 公开的

- 信贷决策代理商
- 附属营销商
- 认可的投资者
- 金融机构

- 社交媒体
- 博客
-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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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市场战略

网络研讨会

- 路演
- Reddit
- Quora
- Telegram

营销
- 社交媒体
- Facebook
- SEO

公开的 生态系统

- 小组
- 影响者
- 口碑
- 新闻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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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gram- SEO
- 传统公关

- 新闻出版物



创始人

Nelson已成功为多个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摩根大通，Nelson已成功为多个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摩根大通，
租赁，Securcor金融集团，斯巴达合规服务，Roynat
Aileron Capital，Beacon Trust，Stonebridge Financial

他还是融资行业一些应用的创建者，如Credit-Link（自动信贷评估和租赁发起），
管理，收款和会计），Fast-Credit ，以及CALMS（以上所有的基于网络的版本）。
立了Newcourt的和市场的第一个在线信用评估软件，正如
租赁协会（CFLA）的认可。 为了与信用局的远程大型主机进行通信，他在

他毕业于Western Ontario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和理学士学位。
方案开发人员（MCSD）资格的少数专业人士之一。 林先生也是一名经过认证的
（MSF）项目管理方法的培训。

Nelson 
Lin
创始人兼
CEO

Conrad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专攻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深入社会营销和推广。
短期策略，维护关键客户关系，认准商业机会，协商和结束业务处理，并对当前市场状况有广泛的了解。

Conrad负责FintruX的营销和广告计划的规划、发展和执行。
Conrad确保FintruX的信息在渠道和目标受众中及时传播，以建立一个全球品牌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Conrad Lin
联合创始人兼
CMO

已成功为多个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摩根大通，AT＆T Capital，纽库特金融，海德鲁国际，西班牙中央银行，Trans Union，全国

背后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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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功为多个企业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摩根大通，AT＆T Capital，纽库特金融，海德鲁国际，西班牙中央银行，Trans Union，全国
Capital，新斯科舍银行， Sun Life Assurance，太平洋和西方银行，Versa Bank，

Financial，CWB Maxium Financial等。

（自动信贷评估和租赁发起），Market-Link（数据集市和数据透视表），LOIS（租赁结束
（以上所有的基于网络的版本）。 事实上，Nelson Lin为加拿大的资产融资和租赁行业建

的和市场的第一个在线信用评估软件，正如Beth Parker在2014年出版的“Unstoppable”一书中提到的，并得到了加拿大金融
为了与信用局的远程大型主机进行通信，他在1994年模拟了异步调用，在此之前这并不存在。

大学，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和理学士学位。 计算机科学荣誉学位，是最早获得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MCSE）和解决
林先生也是一名经过认证的Scrum Master，之前曾接受过Microsoft解决方案框架

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专攻神经科学与心理学，深入社会营销和推广。 大量旅行为他带来了很多国际经验。 他制定长期营销目标和
短期策略，维护关键客户关系，认准商业机会，协商和结束业务处理，并对当前市场状况有广泛的了解。

的营销和广告计划的规划、发展和执行。 他通过广泛的市场调研，产品营销，市场传播，广告和公共关系而取得成功。
的信息在渠道和目标受众中及时传播，以建立一个全球品牌来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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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Gary 
Ng
CTO

Gary是软件开发方面的老手，在过去的25年中，他
一直是金融行业的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其中包括一些
顶级的全球性银行。 他擅长于所有主要的编程语言
和计算平台。

他将我们的低代码开发平台变成了智能合约的无代码
生成器。 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是他设计关键任务架构
以及提供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的主要重点。

Aaron Xu
前端开发者

用户体验是Aaron过去8年来的强项。他在网页开
发和数字设计方面接受过正规教育和实践培训。
他设计的视觉效果令人惊叹的用户界面与其他软
件完美集成。 Aaron善于利用低代码技术和设计
易用的移动应用程序来生成灵敏的关键任务应用
程序。

背后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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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Thiessen
区块链开发者

Douglas 是一个拥有12年多种计算机语言经验的全
栈开发人员，包括一整套区块链技术和Solidity智能
合约。 他对安全性和质量充满激情，他通过应用
Scrum方法广泛地测试他的代码。 Douglas的技术专
长使他能够评估和处理复杂的编程挑战。

Philemon 
Selvaraj
数据分析师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

Philemon的热情和专长是数据分析，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和商业智能。 他在会计和金融领域拥有13年
的分析编程经验，包括面向大型财富500强公司的关
键任务系统。 他拥有MBA和工程学位以及在跨国公
司工作的国际经验。



顾问和合作伙伴

顾问和合作伙伴名单可以在此查看
https://www.FintruX.com/#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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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和合作伙伴名单可以在此查看
https://www.FintruX.com/#team-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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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FintruX Network为信用增强资金创建一个市场和自动化管理平
台，让小企业成为借款人，认可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成为放款
人，以及让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合作伙伴。

通过打破融资的方式，
以借贷。 FintruX网络是无担保贷款参与者的必要的生态系统，
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自由。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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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用增强资金创建一个市场和自动化管理平
台，让小企业成为借款人，认可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成为放款
人，以及让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合作伙伴。

通过打破融资的方式，我们让借款人和投资人没有隔阂，都可
网络是无担保贷款参与者的必要的生态系统，

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自由。为越来越多的人们带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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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网站

www.FintruX.com

TwitterTwitter
@FintruX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in

truX/

电子邮件
info@fintrux.cominfo@fintrux.com

在Telegram上于我们交流
https://t.me/FintruX

在Github上查看源码
https://github.com/FintruX

141 Cecil Street #10-

网站: 
www.FintruX.com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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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FintruX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in

truX/

电子邮件:
info@fintrux.cominfo@fintrux.com

上于我们交流: 
https://t.me/FintruX

上查看源码:
https://github.com/FintruX

©2017 FintruX.com. All rights reserved.-01 Singapore 069541



风险披露

众筹条款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CrowdsaleTerms.pdf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CrowdsaleTerms.pdf

使用条款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TermsOfUse.pdf

隐私政策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PrivacyPolicy.pdf

HoweyHowey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FintruX_Howey_Test.p

df

众筹条款: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CrowdsaleTerms.pdf

48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CrowdsaleTerms.pdf

使用条款: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TermsOfUse.pdf

隐私政策: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PrivacyPolicy.pdf

Howey 测试:Howey 测试:
https://www.fintrux.com/home/doc/FintruX_Howey_Test.p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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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不构成任何招股说明书，不是招揽投资或首次公开招股或股票/股票发行，也
不涉及任何管辖区域的证券发行。 任何此类要约或招揽只能通过保密发售备忘录以及所有适

用证券和其他法律的条款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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