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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Prance 基金会 

Prance基金会(Prance Foundation Ltd.)是注册于新加坡的非盈利企业组织，

由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的企业家、区块链与Fintech领域资深专家

及社会公益人士发起设立。Prance基金会通过联合区块链科技研究者、全球开

发者社区、社会公益团体、行业协会及社区服务者等，致力于通证化分布式商

业社区的模式研究、理念推广与服务实践。 

 融链科技 

Quanshan Financial Cha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中文简称

“融链科技”或“公司”）是注册于塞舌尔共和国(Republic of Seychelles)的

区块链技术与应用方案研发企业，核心团队包括中国与美国湾区的IT、智能算

法专家及区块链社区的领军人物。融链科技是PRNC通证(PRNC Token, 简称

“PRNC”)的全球唯一发行方与运营机构。公司以PRNC为价值计量载体与交换

凭证，致力于建立、发展全球领先的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社区。 

 PRNC通证与PRNC商业社区 

PRNC通证是基于以太坊平台(Ethereum)的智能合约体系，其基本功能包

括：信用积分、支付手段、社区治理及价值载体等。PRNC主要应用于旅游度

假等商业社区的游客消费、置业投资、商家品牌推广及贸易零售等商业、服务

与消费活动。在分布式加密账户系统基础上，通过PRNC的转付、兑换等运营

与交易活动，各市场主体之间形成完全自愿、透明的协约；社区中各类商业与

服务、消费活动所生成的数位资产得以沉淀、自动确权及永久记账，并在后续

各类形式的转付与交易过程中得以兑付与合理呈现。 

PRNC商业社区泛指应用并运营PRNC智能合约系统的社区，目前主要为

战略合作伙伴投资、开发建设并运营的度假酒店、公寓住宅、商业街区及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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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空间等设施。首期PRNC商业社区主要位于东南亚海滨与海岛度假带、欧

洲旅游城市与环地中海地区，并将延伸至日韩澳新及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

旅游商业城市。 

Prance基金会、融链科技通过与商业合作伙伴、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机

构及个人的多方位合作，构建并运营PRNC商业生态联盟；并通过联盟成员之

间的共识与协作，促进PRNC区块链系统的运行与迭代改进，实现区块链时代

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业态繁荣与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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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费时代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价值共享体系 

1. 了解市场 

1.1 商业生态现状与发展趋势 

商业是人类社会经济与社区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活动方式。在市场化的

制度与规则体系下，商业活动呈现各种类型、不同规模市场主体之间自由竞争

的特点。 

很长时期内，商业竞争的直接结果之一是出现“集权式管理+集中式运营”的

企业组织，而且在特定市场环境与市场时期内，产生了占据市场垄断地位的大

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以Fortune《财富》杂志发布的美国500强企业为例，1955

年Fortune《财富》首次排名全美500强企业的合计营业收入大约相当于当年美

国GDP的35%，至2007年这一比例已高达73%；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

因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等大企业的抵押贷款违约引发全

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来自市场、民间与监管部门的反垄断呼声日益强烈，至

2018年Fortune《财富》美国500强企业的合计营收占美国GDP比例仍高达

66%1。 

集中式商业模式既是商业竞争在一定时期的阶段性结果，同时又成为商业

业态创新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在集中式商业模式中，商业及消费活动产生的

数据资源通过商业平台被中心化的大型企业独占并无偿使用，使得垄断企业凭

籍自身优势对众多中小微企业(MSMEs)形成降维式的资源攫取与遏制效应（图

1-1）。由于中小微企业是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推动产品及服务创新的重

要驱动力，因此抵御或化解垄断企业对商业资源的过度攫取、促进业态与资源

的分布式构成，已经成为商业业态变革的主要动因。 

                            
1
 李斌（微众银行金融科技首席研究员），“分布式商业”脱颖而出，接棒肩负反垄断使命”，

https://www.jinluoo.com/2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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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

使用 

图 1-1 传统中心化商业模式示图 

 

 

 

 

 

 

 

 

 

 

 

 

 

 连锁商业、共享商业和分布式商业分别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以来商

业业态变革的三个主要阶段。 

（1） 连锁商业 

连锁商业起源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纽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萌芽与

成长期，二战后在世界各国得到迅猛发展。 

与集中式商业相比，连锁经营模式被认为是商业业态的重大进步。在连锁

商业模式下，总部企业保留大部分的产品生产、定制与系统服务能力，即由总

部负责品牌设计、商品生产、渠道采购、规范服务和制度管理等，而分散的中

小微企业主体则以连锁加盟的形式接受总部企业的统一组织与管理，通过专注

于产品推广、销售与客户服务等营销职能，拓展一定区域范围的市场，并分得

相对微薄的收益。 

连锁商业模式第一次打破了供给侧商业资源的集中与垄断，从中分离出“分

布式”的经营与销售职能，并使中小微企业主体有机会成为商业价值链的一环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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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从集中式商业到连锁商业的演变示图2
 

 

 

（2） 共享商业 

共享商业是继连锁经营之后商业形态的又一重大变革。催生并促进共享商

业孵化、成长与发展的环境条件主要有： 

 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程度较

深， 人均消费需求及增速相对下降，供给侧的闲置资源逐年累积并持

续增加；而对于闲置或冗余资产与资源的利用，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

重要方向。 

 随着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快速进步与迭代发展，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

联技术、产品及应用方案在全民范围得到普及，由此使中小微企业、

家庭及个人可作为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并在信息获取、需求发布、供

需衔接、合规认证、对价支付及交易实现等方面，都可具备成型的解

决方案。 

鉴此，共享商业模式的内在逻辑是商品或服务的所有者通过让渡使用权，

实现与需求者的“共享”，从而使社会闲置或冗余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促进社会

资源运营效益的最大化与最优化。在共享经济业态中，以智能手机为主要应用

终端的移动互联消费电子产品，可通过在线服务平台、大数据分析、AI及LBS 

                            
2
李斌（微众银行金融科技首席研究员），“分布式商业”脱颖而出，接棒肩负反垄断使命”，

https://www.jinluoo.com/2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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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应用方案，将资源供给者和需求者进行快速匹配，并使供需方在平台上

完成商业协约、产品服务认证及价款支付等交易行为。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国强研究员认为3，共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

济范式，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看作一种新型的产权交易制度安排，其本质

是对所有权的明晰界定与准确分割，即在确保所有权的情况下，对占有、使用、

处置和收益四种权利进行更加合理的界定与分割，进而实现使用权的交换与共

享。在互联网技术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的背景下，具有高交易成本特征的传统领

域，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了信息不对称的约束，降低了交易成本，实现了逐利

的便利化。共享经济即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平台在网络资源、数据信息和云计算

能力的迭代优势，通过对价值洼地的准确判断，构建出信息对等的大规模协作

平台，极大促进了生产、供应、消费及金融等各层面的有效对接。在共享经济

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显著减少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幅

降低了交易与分享成本，提高了全社会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出行（如 Uber）、旅居住宿（如 Airbnb）等典型的共享商业模式中，

商品和服务的集中度被进一步打散，其提供者可以个人或家庭为主，很大程度

上实现了供给侧的“分布式”构成。然而，共享商业的渠道建设、过程管理与销

售完成等职能仍依赖中间平台商，商品与服务提供者需接受平台的统一管理，

遵守平台的制度规则，并按约定条件向平台支付交易提成（在初期也可能获取

平台补贴）。因此，这种商业模式的特点可概述为“集中式管理+分布式服务”。 

如果共享商业模式平台方始终保持中间商定位，坚持“轻资产”运营模式， 

则共享商业可能成为商品与产能过剩时代的最佳选项。然而数百年来“做大做

强” 思维定式使部分平台商开始深度介入供给侧。以共享单车为例，许多平台

商大量购置单车，不但没有利用闲置资源，反而由于各平台商以快速增加新单

车投放为主要手段抢占市场份额，造成大量浪费与环境污染，并严重消耗了城

市的公共治理资源；而且有些平台商基于中心化的资源调配者定位，既未充分

协同参与模式运营，其制定的收益分配机制对于产品与服务的实际付出者也有

                            
3
 国研网，https://h5.drcnet.com.cn/TrainInterview/TrainInterviewDetail.aspx?interviewid=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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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公允，减损了共享商业模式运营的可持续性；部分平台商甚至在用户不知情

的情形下向第三方泄露用户数据隐私以获取不当利益。因此部分这类平台商被

评论称为“伪共享平台”。 

综上所述，共享商业呈现多节点的分布式特点，其中平台方可通过对交易

端口与数据的垄断而单向掌控市场，由此导致如下突出问题： 

 对于产品与服务的供方，收益分配严重不合理，模式运营缺乏可持续

性。 

 对于监管部门，监管成本过高且多为事后检讨与补救，事前防范机制

缺失。 

 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方即用户方，用户数据可在其不知情的情形下被

不当利用，由此引发更为负面的影响。 

（3） 分布式商业 

近年来，在海量大数据积累基础上，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科 

技逐渐成熟并进入广泛应用，由此使商业模式的进一步变革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云计算技术应用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进行商业合作的成本。在云计算体系

下，不同参与方可分别贡献架构方案、产品设计、运营与风控、资金筹集、营

销推广及客户服务等要素资源与专项能力等，并在云平台中叠加软件服务、准

入牌照、业务流程、端到端产品体验及最佳行业实践等，从而形成平台化架构

与模块化功能的运营体系，推动商业社会朝着分布式结构的方向演进与发展。 

人工智能(AI)技术则使企业业务流程全面转向智能化，多方合作规则与执行

可交由算法进行自动化处理，以提升商业合作的公平性与效率。如基于AI的联

邦迁移学习技术能在有效保护各参与方数据隐私的基础上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促进商业活动各方的有效协同，并实现价值最大化。 

区块链技术应用则通过透明、可信、不可篡改的去中心化账户体系，实现

公平的P2P资源共享与交易。在此生态化平台之上，用户既可进行以物换物、

以服务（劳务）换取价值，也可以数字资产换取现实价值，并基于信用共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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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拘于任何形态的价值创造，推动新一轮的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成熟与应用延伸，分布式商业模式得以衍生并快速成长。

分布式商业是一个不再以企业为边界、而是由多个具有对等地位的商业利益共

同体所建立的新型生产与交易关系，通过预设的透明规则进行组织管理、职能

分工、价值交换、共同提供商品服务并分享收益的新型经济活动行为。在分布

式商业运营体系中，通过大数据分析、物联网及智能终端技术的广泛应用，单

一商品与服务可由多个不同的主体去应用，不需多个主体为消费单一的产品或

服务进行再次采购，而只需支付单次使用费即可，由此实现一次采购、多次使

用，显著提升商品与服务的使用效率与使用价值。 

分布式商业除了拓宽互联经济时代资源供需的衔接瓶颈，也为共享商业模

式所存在的平台商对数据资源单向攫取利用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在

分布式商业体系内，利用区块链公私钥加密确权方式可使需求方的数据所有权

回归到其自身；同时，由于区块链技术支持多主体协调的特性，可使产品与服

务的供方可接洽、触及更广泛的需求面，推进产品与服务的有效利用，防止企

业之间各自垄断数据而形成单个信息孤岛，实现可行引流及基于透明合约的合

理分利机制。此外，鉴于区块链系统的可追溯性，可帮助监管部门制定合理的

制度规范并有效履责，以保证体系运营的合规、安全与可控。 

图 1-3 分布式商业模式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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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的商业形态相比，分布式商业模式具备如下主要特点： 

 基础技术架构体现为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网络结构，相关各参与方处于

点对点的对等关系，相互之间互不隶属； 

 价值创造机制体现为数字化规则下的零边际成本； 

 价值机制符合“摩尔定律”，一旦越过拐点即实现指数级增长； 

 组织机制体现为以社区自治、平台组织和生态系统作为运行架构； 

 协作机制体现为依靠共识而不是指令； 

 激励机制充分体现网络经济的平台模式特点，其实质为通过网络互联

效应，发掘系统中潜在的价值点形成增量，并从价值增量中提取部分

对参与方进行激励； 

 利益分配机制体现为共享、分享、他享。 

图 1-4 分布式商业模式经营实体与能力构成分布图示4 
 

                            
4
李斌（微众银行金融科技首席研究员），“分布式商业”脱颖而出，接棒肩负反垄断使命”，

https://www.jinluoo.com/2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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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一轮商业模式变革是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发展及场景应用的结果，

其目标是让商业活动中的供给商、中间商、集成服务商等市场主体在生产、管

理、经营、服务等方面实现充分的去中心化、去垄断化及分布式构成，促进以

分布式社群为形态的商业模式创新及发育、成长。分布式商业也将继分享商业

之后，成为商业模式演进的主要方向。 

1.2 区块链技术及在分布式商业场景的应用 

当前“区块链(Blockchain)”已成为财经杂志及行业研究报告中搜索热度

最高的关键词之一。维基百科（Wikipedia）Blockchain词条的引用文献已超

过120篇。关于区块链技术及行业应用的实质，《经济学人》杂志 (The 

Economist)2015年10月期封面文章以一个词组来概括：信任机器(The Trust 

Machine)。 

图 1-5 《经济学人》2015 年10月期封面5
 

 

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Accenture)关于区块链技术的阐述是“通过集合一系

列技术，区块链能给公开、完全去中心化网络——这种不受信任环境中带来

信任。区块链技术最简单、最关键的特点就是可追溯性、去中心化、数据不

                            
5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5 年 10 月 31 日期刊（October 31 2015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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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篡改性、加密性和匿名性，这使得人们可以重新思考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

流程以及分享、使用和交换数据的方式。它可以对公司间开展业务的方式产

生深远影响，即通过完全 ‘去中心化’而达到最终 ‘去中介化’，它也可以对我们

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使我们能在保护隐私的同时安全地暴露个人数据，例

如从互联设备、可穿戴设备等上传的数据。”6
  

结合在分布式商业业态的场景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主要特点包括： 

（1） 共识机制 

区块链被称为传递信任的工具，而这信任背后所依赖的就是共识机制。区

块链技术本身去中心化的特性，导致并没有一个类似银行的中心式记账机构来

保证链上的记账内容始终保持一致，因此如何让全网达成共识就成为区块链系

统正常运营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共识机制就是用来解决这一难题，由此共识

机制即成为分布式系统的核心。 

在共识机制中，工作量证明 (PoW)、权益证明 (PoS)和委托权益证明

(DpoS)分别代表区块链网络的三种主要记账规则。 

（2） 隐私保护 

基于区块链平台的交易具有匿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隐私。然

而由于区块链上的交易对于全网是完全公开的，别有用心之人可获取用户的交

易记录，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得知用户之间交换数据的终端；此外，OTC交易情

形也可获悉对方的钱包地址，从而导致区块链的匿名性不复存在。因此，为了

加强区块链系统的隐私保护能力，业界普遍开始研究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等

加密算法。 

（3） 零知识证明 

“零知识证明”即证明者能够在不向验证者提供任何有用信息的情况下，

使验证者相信某个论断是正确的，没有人可以假冒该证明方而使这项证明得以

成功。证明过程完成后，验证方只获得了“证明方拥有这个知识”这条信息，并

                            
6
 埃森哲《展望》期刊，https://www.accenture.com/cn-zh/insight-zhanwang-block-chain-technology-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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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获得关于这个知识本身的任何一点信息。 

（4） 同态加密 

对经过同态加密的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一个输出，将这一输出进行解密，其

结果与用同一方法处理未加密的原始数据得到的输出结果是一样的；对余额的

操作仅在密文上进行，无法得知用户的余额以及转账的数额。通过上述加密技

术等，可保证用户数据处于更为安全的状态。 

区块链技术理念自2008年诞生以来，在全球技术极客、创业者、投资机

构及传统行业巨头的积极推动下，上下游行业迅猛发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延

伸。根据市场调研机构Tractica的研究预测，2018年全球企业区块链应用市场

在46亿美元左右，到2025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03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约

23.6%。 

图 1-6 全球区块链行业应用市场规模预测（2017-2025 年）7
 

 

1.3 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分布式商业场景 

区块链技术及多元化的应用方案构成了分布式商业模式的技术核心与底层

                            
7
 Tractica, Enterprise Blockchain Revenue to Surpass $20 Billion by 2025,August 2018，

http://www.tractica.com/newsroom/press-releases/enterprise-blockchain-revenue-to-surpass- 20-billion-by-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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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及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为分布式商业

的推广与成长提供了完备的基础环境与衍生应用，区块链系统的去中心化账本

则使得商业模式的全面“分布式”成为可能。通过区块链系统的非对称加密、

隐私保护算法、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点对点(P2P)通信及分布式架构、分布

式存储和安全多方计算等技术，可以让商业模式中的各参与方都享有对等地位，

企业等市场主体之间可构建对等互信的区块链网络，便捷安全地进行点对点交

换与共享数据；通过共享的分布式账本记录业务数据，可有效避免数据被篡改、

被伪造或因其它原因导致的一致性差异，实现全业务流程的可追溯与可审计，

并可通过智能合约功能实时自动生成相关文件，自动执行业务逻辑与商业契约

等。 

因此，以区块链技术及应用方案为基础的分布式商业社区中，不同规模与

属性的企业、个人均成为对等的市场主体，而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与合作变得

高度简化；多个市场主体通过组建区块链网络开展业务可以像现在社交平台的

“聊天群”一样高效而便捷。这种情形不仅降低了市场主体的快速试错成本，大

大提升了商业运营的容错性，也可有效促进商业社区朝着可信化、透明化的方

向演进发展，全面降低市场主体之间合作的操作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

信息安全与隐私泄露等风险。 

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新一代通信技术领域的万亿美元级投入，网络通信

的便利性、传输速度及容载量将继续快速提升，因此各层级商业运营将持续向

O2O化、移动化及场景化方向发展，商业场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许多地

区、许多城市已成为现实。各种产品与服务可经由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或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等工具渗透、

嵌入至电商、直播、视频、社交、旅游、同城服务等各类在线平台及移动端应

用App，无限贴近用户需求，发现或重塑客户关联，提高有效资源的周转效率

及服务客户频次，促成客群、渠道、产品服务、交互及周转频次等多维度叠加

与价值发掘，推动商业业态从传统中心化系统、过渡期多节点系统（即“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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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分布式系统的演进，实现参与各方的协作共赢。 

                     图 1-7 从中心化系统到分布式系统的演进过程图示 

 

2. 互联时代商业生态的市场痛点与发展机遇 

2.1 互联时代商业生态的市场痛点 

（1） 数据所有权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网络经济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度渗入，与市场需求、

交易频次及个人消费等相关的数据愈来愈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资产。《经济学

人》(The Economist)2017年5月期封面文章标题即为“全球最有价值的资源不

再是石油，而是数据”。 

图 2-1 《经济学人》2017 年 5月期：全球最有价值的资源不再是石油， 

而是数据8
 

 
 
 
 
 
 
 
 
 
 
 

                            
8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5 年 5 月 6 日期刊（May 6th 2017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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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经济社会中，每个人及市场主体的商业活动与消费行为都在产生相

应的数位资产。然而在传统中心化及过渡期分布式多节点商业形态中，数据所

有权及数位资产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实际上并不归属于该市场主体自身（尤其是

其中的MSMEs与个人），而被中心式运营的大型平台商所独占与使用。 

当前，各大互联网平台，包括Amazon、Google、Alibaba、Tencent和

Uber、滴滴打车等行业领先企业，无不将数据视为其主营业务与产品创新所依

赖的最为核心资源。数以十万计的研发人员在其获取的海量MSMEs及消费者

数据基础上，进行产品服务与运营模式的设计与创新，以占据更大业务流量与

市场份额，进而获取更高的商业利润。在此过程中，海量数据的产生端，即

MSMEs和消费者个人对于数据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收益权被严重漠视，由此

产生当前网络经济对于MSMEs和个人消费者最大的不公正现象。基于互联网

的信息网络虽然便捷了数据的传输、获取及一定程度的共享，但是却不能实现

数据及数位资产确权、数据价值的记录与流转；加之传统互联网数据可随意复

制、分发，所以企业与个人在网络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数据始终无法成为可确权

的实质性资产。因此，基于个人及MSMEs商业与消费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与数

位资产确权，是当前商业业态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2） 隐私问题 

在2018年Facebook涉入的剑桥事件中，总部位于伦敦的剑桥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及关联机构 “ 战略通讯实验室 ” (SCL,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窃取并私自保留了5,000万Facebook用户数据。

剑桥分析公司在大数据分析基础上，根据用户的兴趣与行为特点精准投放广告

与资讯内容。相关报道披露后，引发了多米诺效应。有证据显示在此两年前的

美国大选期间，剑桥分析公司曾不正当抓取并使用用户信息来影响、操纵选情，

而Facebook则对此持默许态度。剑桥事件被曝光后，一度引发Facebook股价

暴跌，单日最大跌幅达到23%，市值直接缩水1,230亿美元；剑桥分析公司则

于2018年5月宣布终止营业，进入破产司法程序。由此可见，与用户数据有关

的隐私保护与信息安全，是当前各种商业生态普遍存在的难题与症结。 



18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价值共享体

系 
 

 

（3） 数据孤岛问题 

数据孤岛现象，是指各个市场主体（包括企业及个人等）的产量产能、采

购与消费需求等数据难以进行有效衔接、共享与协同应用，导致各市场主体的

数据资源呈现互相隔离的“孤岛”状态。 

数据孤岛现象的成因，主要并不是网络基础设施、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滞后，

而在于数据所有权与数位资产确权、数据运营收益分成机制的严重缺失。数据

孤岛现象存在，使得商业活动仅在有限的特定区域内完成，并以点状的形式呈

现，由此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难以降低，且不同属性的消费用户无法

进行有效引流；市场交易的封闭性，使得不同区域、行业、类目及业态等市场

维度无法进行有效的对比分析，制约了交易双方的认知，严重阻碍了资产运营

效率的改进及社会资本收益率的提升。 

（4） 用户激励 

商业活动中消费积分是一种有效的用户激励方式，而且由于不减损商家的

当期现金流，与打折、现金或实物奖励等方式相比，消费积分更愿意为商家所

接受。然而统计情况显示，客户消费积分的兑换率偏低，由此不仅造成商业资

源的低效利用，而且不符合商家通过给予积分鼓励客户再次消费的营销目的。 

美国市场统计数据显示，2008-2018年期间市场上未使用礼品卡价值约

450亿美元，31%的美国消费者从未兑换过信用卡积分，美国消费者未兑换的

各类会员积分价值高达1,600 亿美元9。中国消费市场的年积分值为千亿人民币

级，目前国内消费者的积分兑换率仅为12%，远低于国外的平均水平10。 

商业活动的消费积分兑换率偏低，是用户激励方式难以奏效的一种表象， 

其原因大致可归于数据孤岛的延伸效应，即各商家及平台商的积分兑换系统无

法打通，严重弱化了消费积分兑现的价值效应，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消费积分

的应用场景。 

                            
9
 《ZAGG Protocol—关于礼品卡、福利、奖励和会员制（GBRL）行业的基础架构协议项目》，P.5。 

10
 《中国通用积分行业现状研究报告》，https://www.sohu.com/a/71484872_264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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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目前商业业态中，由于消费积分不便进行普适化的兑换，市场主

体的社群影响力也无法有效延伸，因此无法形成一个涵括多样性商业场景的生

态圈，各市场主体难以在交易、消费、生活及社交中进行生态化的互动。 

鉴此，互联经济时代商业生态的市场痛点可归结于，商业活动中产生的海

量数据及形成的数位资产缺乏有效的确权、登记与交换机制，由此导致大型平

台商对于数据资源与数位资产的单向攫取与利用，系统性遏制了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在数据财富世界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我们认为，为了占市场主体99%以上的MSMEs和个体在数据财富领域的

正当权益，是时候终止这种状况了。 

2.2 未来发展机遇 

（1） 全球通证资产及通证经济的发展趋势 

202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年度会议上，通证资产(Token Assets)与通证经济(Token Economy)成为本年

度达沃斯论坛的重要主题。 

在 “从通证资产到通证经济”的分论坛中，区块链行业领导人一致认为，传

统资产的通证化运营可有效推动各行业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发展。业内知名稳定

币支付服务商Circle的首席执行官Jeremy Allaire，在与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

室加密币项目负责人Neha Narula的论坛讨论中表示，资产通证化将在两三年

内成为全球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主流业态；全球领先的数位资产交易平台—

OKEx金融市场总监Lennix在“去中心化是金融市场变革未来”的主题演讲中

表示，区块链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升级，可以解决当前传统金融业面临的困境，

并通过技术与模式创新开拓一个自由、开放、安全且低成本的新经济及金融环

境11。 

全球数位资产服务商Finoa重点调研了全球上市资产、非上市资产、债券、

投资基金、家庭资产及其它金融资产的通证化程度及发展趋势，分析结果显示，

                            
11

  “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https://www.weforum.org/events/world-economic-forum-annual-meet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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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通证化资产市场额约5,000亿美元，占全球GDP比例为0.4%，预

计到2027年，全球通证化资产市场规模将增加至24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

球 GDP的10%。 

图 2-2 全球通证经济的市场规模预测12
 

 

 

欧洲是全球区块链技术研发及区块链创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来自政府

层面的积极鼓励政策、数量众多的高水平院校及研究机构、强劲的科研实力与

活跃的开发者社区、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使在许多欧洲国家形成了友好的区

块链创新、创业环境。 

自2020年开始，随着法规层面的进一步完备，尤其是BaFin（德国联邦金

融监管局）的积极推动，欧洲加密币及通证资产增速加快，占全球市场份额提

升至35%。据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商业咨询公司Plutoneo的研究显示，

2018-2024年期间，欧洲通证资产市场规模的年均复合增速(CAGR)可达85%；

预计到2024年，欧洲通证资产市场额将增长到超过1.4万亿欧元，占当年GDP

的比例约为6.9%。 

                            
12

 The Era of Tokenization — market outlook on a $24trn opportunity，Fiona, October 26th 2018，
https://hackernoon.com/market-outlook-on-tokenized-assets-a-usd24trn-opportunity-9bac0c4dfe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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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欧盟通证经济的市场规模预测13 

 
 
 
 
 
 
 
 
 
 
 
 

美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经济体，也是全球居于首位的金融市场。自2002

年美国国会通过《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来，美国市场建立了全球

业界最为完备且严格的金融监管与会计内控制度。 

全球区块链市场调研显示，如按加密币的数量计算，北美是全球通证经济

活跃度第三的地区。与西欧、东亚等通证经济高活跃度的区域市场相比，北美

市场的优势在于拥有更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而且，由于美国完备且严格的市

场监管制度，美国投资者的积极参与对于提高加密币或通证作为一种资产类别

的可信度做出了重大贡献14。 

区块链行业专业调研与分析机构Chainalysis在其《2020加密币地理报告》

（摘录）中，强调了北美作为一个地区在全球通证即加密币市场的重要地位，

“北美还拥有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交易的加密币规模甚至比我们通常

看到的专业交易员交易的规模还要大。在过去几年里，该市场的机构份额有所

增长。自2019年12月以来，专业人士在北美市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大，其资

金交易量也是原因之一。” 

知名商业咨询机构—毕马威(KPMG)在近期发布的一份关于数字化通证改

                            
13

 Tokenization in Europe—Market Size to Reach €1.4trn in 2024，https://dailyhodl.com/2020/03/05/tokenization-
in-europe-market-size-to-reach-1-5-trillion-in-2024/ 
14

 Chainalysis, The 2020 Geography of Cryptocurrency Report （《2020加密货币地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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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商业形态的专题报告中，调查并统计了美国民众对于通证商业应用的接受程

度。KPMG的研究结果显示，83%接受调研的美国人（年龄18-24岁）表示对

通证及未来的商业应用抱有兴趣15。 

关于美国数位资产市场的景气情况，Chainalysis的调研结果进一步显示，

2020年5月以来北美地区通证交易规模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中100万美元以上

交易占该地区总交易额的比例提高至57%左右。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2020年COVID-19病毒的大范围流行导致全球资本市

场不确定性增加。在此宏观背景下，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转向买入通证等较高

流动性的数位资产作为对冲；而主要经济体货币当局纷纷扩大货币量供应以刺

激经济增长，以及比特币这样的加密币具有固定供应量的事实，也成为助推全

球通证市场增长的积极动力。 

图 2-3 北美加密币转付交易额构成及分布情况（2019年7月-2020年6月）16 

 

 

 

 

 

 

 

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受益于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快速增长的智能手机等智

能移动终端数量，以及政府层面的积极推动及相对灵活的监管政策，同时也由

于在传统金融领域“包袱”较少等因素，现已成为全球区块链应用及通证经济

                            
15

 KPMG，Blockchain-enabled digital tokenization is poised to transform commerce, 
https://advisory.kpmg.us/articles/2019/blockchain-enabled-tokenization-commerce.html 

16
北美可能正在成为加密世界的枢纽，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460691535333284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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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中国领先的资本市场信息咨询机构—投中集团于2019

年7月发布《东南亚科技创新发展报告》，表明东南亚已经成为全球区块链发

展的先锋地区，区块链科技及应用成为东南亚科技融资的第一大领域。 

图 2-4 投中网研究：区块链成为东南亚科技融资的第一大领域17 

 

 

 

 

 

（2） 大消费时代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的发展机遇 

当前网络经济已深入至社会生活的各层面，分布式商业也已成为商业模式

演进的主要方向。在此市场环境与发展态势下，商业生态中存在的与数位资产

形成、交换有关的痛点与问题，即孕育着可观的商业机会与发展机遇。 

由于区块链系统分布式记账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永久性保留且无法篡改

的资料库存储技术，降低了区块链系统上“交易”的资讯风险与成本，同时可在

产业生态圈或供应链环节上有效达成交易合约或数据衔接，并留下可供查询、

参考且不可篡改的记录（时间戳）。 

鉴此我们认为，基于区块链系统平台，通过智能合约形成具备特定属性与

标识的加密类数据产品即通证(Token)，以该通证作为分布式商业社区中生产、

服务、交易与消费等所生成数位资产的计量、存储、转付、交易的载体与凭证；

                            
17
投中网,《东南亚科技投融资报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64294055628349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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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市场主体可运用该新型计量、转付工具参与社区的各类商业、服务及消费

活动，使该社区成为基于区块链系统运营的分布式商业社区，构成社区的酒店、

公寓、住宅、购物中心及商业街等不动产也将成为“通证化资产”，在数字经济

时代获得广阔的增值空间。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High-mass consumption)” 

及 “后工业社会 (Post-industrial society)”。知名商业与管理咨询机构德勤 

(Deloitte) 新近发布全球消费与零售业研究报告—《全球零售力量2020》，根

据2018财年（截至2019年6月30日财政年度）的公开数据，分析了全球零售业

前250强企业的经营数据及在不同地区、细分领域的业绩表现。德勤的研究报

告表明，尽管受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全球消费与零售市场依然呈现坚韧

的抗跌性，并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其中前250强零售企业的合计营收达到4.74

万亿美元，复合同比增幅为4.1%，前5年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5.0%，当年复合

净利润率为3.0%，复合资产回报率为4.7%；海外业务对总营收的贡献率为

22.8%18。德勤关于全球零售业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范围消费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新兴市场国家，随着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快速增长，居民消费日益超过

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消费者对时尚品牌、文化、娱乐、休闲、

情感等感性与个性化消费需求，成为大消费时代影响商业模式变革的积极动因，

也是促进分布式商业模式演进、发展的有利环境条件。 

因此，在大消费时代及全球通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市场背景下，Prance基金

会 (Prance Foundation Ltd.) 计划通过资源整合与多方协作，在全球高公信力

的开源公共区块链平台基础上形成智能合约体系，并通过全球唯一发行方与运

营机构—融链科技，发行服务于商业社区的数位资产产品即PRNC通证，并以

PRNC为价值计量载体与交换凭证，致力于发展、运营通证化的分布式商业社

区。 

Prance基金会秉承“公益、分享、共荣”的理念，恪守作为非盈利组织的公

                            
18

 Deloitte，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20.  



25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价值共享体

系 
 

 

益性原则，将通过“开源开放、多方参与、主体对等”的架构系统，积极促进数

字经济时代分布式商业社区的繁荣发展，推动各参与方的利益增长与价值实现。 

在PRNC社区持续运营过程中，PRNC基金会将通过发布绿皮书等形式，

总结分布式商业社区生态共识与价值共享体系构建的进程与成果，分析社区运

营存在的缺陷与问题，并对PRNC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社区构建与运营的具体执

行情况履行监察与合规披露职责。 

3. PRNC 通证及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价值共享体系 

3.1 PRNC通证与PRNC社区 

（1） PRNC通证 

PRNC 通证是基于开源公共区块链平台的智能合约体系。PRNC的基本职

能包括：信用积分、支付手段、社区治理及价值载体等。 

PRNC主要应用于旅游度假等商业社区的游客消费、置业投资、商家品牌

推广及贸易零售等商业、服务与消费活动。在分布式的加密账户系统基础上，

通过 PRNC的转付、兑换等运营与交易活动，各市场主体之间形成完全自愿、

透明的协约；社区中各类商业与服务、消费活动所生成的数位资产得以沉淀、

自动确权及永久记账，并在后续各类形式的转付与交易过程中得以兑付与合理

呈现。 

（2） 关于PRNC商业社区 

通过PRNC通证及智能合约体系在旅游度假商业社区的运营，传统意义上

具备不同属性、各自定位并频繁博弈的各类市场主体，如游客、租户、不动产

业主、商家及相关从业人员等，都成为社区中各自独立、地位完全对等的社区

居民；这类社区居民不仅是社区活动的参与者，也是社区业态及社区商业生态

的创造者与建设者，同时也是社区经营收益和社区资产增值收益的受益者与分

享者。通过基于区块链系统的加密技术，社区居民对于个人隐私及各自名下的

数位资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每个居民对于社区经营、社区资产构成及社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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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等数据、信息具有同等的知情、了解与使用等权利。 

PRNC通证是商业社区的数位资产进行定量与交易定价的凭证与载体。社

区居民的各类消费及投资置业、商业服务、贸易零售等活动，其生成的数据资

源在传统社区中为集中式运营的平台商和大型品牌商等单向利用并垄断独享，

而在PRNC智能合约体系运营的商业生态中，社区居民通过上述活动所产生的

数位资产价值以PRNC通证为载体得以沉淀、确权并合理体现。社区居民可通

过适当途径获得（或转让、受让）PRNC通证来拥有、处置各自的数位资产，

这类途径包括： 

 通过消费、租赁、置业等商业活动，从服务商家、业主及开发商等活

动对方获得PRNC；社区居民通过上述活动获得PRNC的数量与方式，

系通过活动各方形成的合约或共识机制予以约定； 

 社区居民之间出于爱好、收藏及投资等个人需求，通过交易市场、

OTC 或其他合意选取的合规方式进行PRNC的交换与转让； 

 通过收益分享机制，获得PRNC； 

 其他合规并符合共识机制的获取方式，包括奖励、赠予等。 

PRNC商业社区泛指应用并运营PRNC智能合约系统的社区，目前主要为

战略合作伙伴投资、开发建设并运营的度假酒店、公寓住宅、商业街区及休闲

娱乐空间等设施。初期项目主要位于东南亚海滨、海岛度假带及欧洲、环地中

海的旅游度假城市。典型的PRNC社区构成包括： 

 高星级酒店； 

 服务式公寓与住宅社区； 

 餐饮、茶咖、酒吧； 

 精品购物、购物中心及便利零售等业态构成的商业街区； 

 娱乐休闲设施，包括演艺空间、博彩场馆、游艇会、SPA及水娱场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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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PRNC 实体商业社区场景示图 

         
社区居民及市场主体通过商业社区的各类活动，包括服务消费、投资置业

及零售贸易等，其拥有的PRNC数位资产的价值与传统的消费、服务、商业及

投资行为建立了有效与通畅的衔接；社区居民可根据自身需求与偏好，通过在

线交易与实体社区活动的结合与调配，合理配置所拥有的数位资产与实体资产

构成，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优化发展。 

目前PRNC社区的首期核心项目位于柬埔寨的经济特区城市—西哈努克市

(Sihanoukville)，并随着战略合作伙伴的业务进展将迅速扩展至越南、菲律宾、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日韩澳新等亚太地区，以及欧洲、环地中海旅游城市；后

续随着社区居民人数及在线活动、业务与范围的裂变式增长，PRNC社区将延

伸至全球各主要旅游度假社区，包括：沿大西洋海滨旅游带、中北美洲及加勒

比海旅游度假区等。 

广义的PRNC社区还包括在线社区，系由PRNC社区居民发起组成并多元

化运营的各类在线场景，包括并不限于： 

 PRNC官方网站、电子钱包及App应用、Blog、微博、Twitter、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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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聊天室、直播、视频等； 

 PRNC居民组成的各类在线社交群（包括WeChat、Google Hangouts、

Telegram、Instagram、Squad、Airtime、JusTalk等）、直播、视频

等； 

 PRNC战略合作伙伴运营的网站、旅游度假与社区服务在线平台、

Blog、微博、Twitter、公众号、聊天室等。 

在PRNC在线社区中，社区居民通过网页浏览、移动端App及视频等方式，

实现信息获得、信息交流、相关交易实现及个人数字资产管理等功能。 

现阶段，PRNC社区生态电子钱包(E-Wallet)已经上架并开始运营。PRNC

社区成员通过登录PRNC E-Wallet，可便捷地开展包括PRNC在内的市场主流

数位资产产品的管理、转付、兑换与投资理财，并与PRNC社区线下实体的商

务与消费活动（包括酒店、公寓、置业、餐饮、茶咖、购物、博彩、游艇及休

闲娱乐等）形成无缝衔接，构成以PRNC智能合约为基础的通证化同城O2O生

活业态；PRNC E-Wallet的资讯模块，可向社区成员提供、推送经智能算法遴

选的新闻与市场行情；会员还可通过Blog及好友聊天等功能，主导发起或参与

基于感兴趣话题的社交活动。 

图 3-2 PRNC E-Wallet主要功能模块示图 
 

 

 

 

 

 

3.2 分布式商业社区的数位资产共享体系 



29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价值共享体

系 
 

 

Prance基金会与PRNC全球唯一发行与运营方—融链科技通过发起组建

PRNC生态联盟（简称“生态联盟”）来促进通证化O2O商业社区的延伸与发展。  

生态联盟发起方将与商业战略合作伙伴拟定发布《PRNC生态联盟公约》

（简称“《联盟公约》”），并由战略合作伙伴以《联盟公约》为指导原则发展

联盟成员，开展社区的各类应用业务。 

商业社区运营方将通过与生态联盟成员的系列协约，使PRNC通证的兑换、

交易与实体商务、消费活动之间建立有效衔接，并在以PRNC通证换取或消费

实体商品、服务时留下明确、不可篡改的永久性记录，由此为PRNC分布式商

业社区的数位资产生成、确权、交换、裂变及价值增长开拓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 3-3 PRNC商业社区生态联盟示图 

           

 
 

PRNC生态联盟首期成员包括东南亚及亚太地区新兴旅游、消费与会展城

市的产城及商业社区开发商，欧洲旅游城市与环地中海、沿大西洋度假带的旅

游服务商，并将延伸至日韩澳新、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度假酒店集团与

旅游服务商。通过战略合作伙伴的资源协同与积极导入，PRNC通证将进入合

作伙伴开发的酒店、公寓、购物中心、商业街与自营娱乐空间等应用场景，后

续将陆续与入驻社区的品牌专营店、商场、超市、便利店、餐饮、茶咖、酒吧

及他营娱乐设施等达成策略合作，扩大并延伸以PRNC为数位资产载体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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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商业社区生态联盟。 

根据与合作伙伴暨生态联盟成员达成的合约，成员商家将根据其业务属性

与场景需要，以PRNC为载体制定并实施其数位资产生成、运营及转付、交换

方式，包括以PRNC为单位进行消费返利、接受消费者以PRNC转付扣抵全部

或部分比例的消费金额，或制定消费刺激计划向客户提供PRNC作为消费奖励

等。 

通过战略合作伙伴与生态联盟成员的协同推进，PRNC将进入商业社区的

普及化、日常化的生活应用场景，并逐渐衍生更多的可能性，培育、改善并促

进各市场主体对于PRNC通证数位资产在商业服务、投资置业及日常消费中的

理念认可与使用习惯。 

PRNC在商业社区中应用也嵌入了社群生态的互动与信息交流，即基于

PRNC区块链系统及应用方案，PRNC持有者可通过线上平台、线下场景与多

元化的社区生态进行互动，其中包括： 

 以PRNC进行与交易或消费相关的转付时，参与方可通过基于区块链系

统的智能移动终端（如智能手机、Pad的App）端口，对服务和商品进

行星级给分与相关点评，由此形成不可磨灭与篡改的记录，为后续消费

者对于该商品与服务的购买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促进商家籍此不

断改进、提高商品与服务质量。 

 PRNC的应用与商业社区运营将促使所在社区的酒店、公寓、商业街等

物业从传统的“商业不动产”向“数字化资产”及“通证化资产”的转型，由此

改进社区资产的运营效率，大幅度提高资产的流动性与市场价值。 

 PRNC的发行与运营方—融链科技将与商业业态的战略合作伙伴达成协

议，以约定方式回馈PRNC社区，包括并不限于按固定比例提取其经营

利润，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及公益场所的建设、升级、美化及高标绿色化

改造；从经营利润中提取一定金额对于以PRNC转付的交易与消费活动

进行补贴及奖励，以降低商家的经营成本，激发客户使用PRNC进行消

费的兴趣与动力，促进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活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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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网络时代在线社区无边界的特点，PRNC应用将从东南亚旅游会展

城市、欧洲旅游城市及环地中海旅游带开始，与游客与商务人士随行推

广至沿大西洋旅游带、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旅游度假区的商业社区；以

PRNC转付的交易与消费品类也将从酒店公寓服务、餐饮、娱乐、零售

购物等延伸至高价值资产交易，如购置房产、首饰珠宝、古玩及艺术品

等。这将是PRNC通证化商业社区的进一步延展与扩大。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供应链体系，将是一个庞大的商业与消费生态系

统。通过应用PRNC通证，将在供应链各环节的每一节点形成智能合约记录，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引入专业供应链运营商对货品的采购、存储及交运流程进

行规范管理与流程优化，由此提升商业社区的运营业态；基于PRNC转付形成

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流程，将为商业银行授信及供应链金融服务提供有效的电子

凭证，促成以PRNC通证为载体的数位资产与传统银行金融业务的有机结合。 

在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形成与培育、成长过程中，融链科技将与战略

合作伙伴密切配合，积极导入与社区业态适配的知名品牌资源，加大技术研发

投入，及时升级社区网络基础设施及智能软硬件端口，以多装置的智能系统

(Multi-Device) 改进商户与消费者的应用体验。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及联盟成员

的多方协同，在各商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基础上，优化、界定交易与

消费的给付规则，使消费者和商家以更快速度、更便捷方式建立新型转付工具

的使用习惯，并以消费回馈、收益预期与市场化交易等方式，触发PRNC应用

的裂变效应，促进社区会员规模与月活人数 (MAU)的快速增长，提升PRNC通

证的价值空间，进而推动商业社区向基于区块链系统的“PRNC通证化商业生态

圈”的演进。 

4. PRNC区块链解决方案 

4.1 技术生态发展 

PRNC发行与运营方通过积极集成业内领先的研发资源，并充分结合网络

经济时代多种创新业态萌发、裂变的商业环境，制定了分阶段推进PRNC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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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体系的发展策略。 

（1）第一阶段，PRNC Token和 PRNC E-Wallet 

区块链世界的创世区块(Genesis Block)诞生于2009年1月3日，比特币

(Bitcoin)也成为最先产生的基于区块链架构的加密币（某些国家的央行与政府

部门将比特币视为一种虚拟商品），也是迄今最广为人知的区块链技术应用方

案。目前基于业界共识，比特币被称为第一代区块链，其创始性意义在于实现

了去中心化的加密币发行体制与交易机制。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迅速迭代，以太坊(Ethereum)“去中心化应用平台”的

架构理念于2013年诞生，并在多业态应用方面得到迅猛发展，成为第二代区

块链技术平台的典型代表。以太坊对区块链行业的里程碑式贡献在于提供了开

放系统的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解决方案，由此也使智能合约体系即通证

(Tokens)的多业态应用成为可能。以太坊的突出优势还在于，可通过其发行的

以太币 (Ether)运行去中心化的虚拟计算机（即 “以太虚拟机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因此以太坊也具备全球性的去中心化超级计算机功能，可

通过执行智能合约与程序代码（使用多种编程语言编写）来管理运营多种业态

的数位资产。 

与其他大多数区块链平台相比，以太坊的主要特点包括： 

 智能合约运行。存储于以太坊平台的智能合约程序，由各节点分布式运

行，并需运行程序的人支付手续费给节点的矿工或权益人。 

 分布式应用程序运行。以太坊平台的分布式应用程序不会停机，也不会

被关掉。 

 通证生成与应用。基于以太坊平台的智能合约体系可生成通证，运行于

各类分布式应用程序。分布式应用程序的通证化使得用户、投资者及管

理者有了共同的价值与利益载体，为区块链技术在传统行业应用开拓了

多种可行途径。 

 叔块(Uncle Block)奖励。以太坊使用有向无环图技术，将因速度较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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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被收入母链的较短区块（称为“叔块”）并入，以提升交易量，

与叔块对应的矿工也可得到奖励。而比特币系统中，对因临时性分叉而

不在最长合法链上的区块不给予奖励。因此，在叔块奖励机制方面，以

太坊系统对于矿工更为公平。 

 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以太坊平台的权益证明机制，与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机制相比效率更高，可节省大量的挖矿资源，并避免特

殊应用集成电路造成网络的中心化。 

Ethereum 1 Million Developers的统计显示，目前全球以太坊平台的活跃

开发者数量超过20万人19，是全球最为庞大的开发者社区，也是培育应用生态

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Electric Capital是专注于区块链领域的创投机构，其调研了全球排名前

100区块链平台的开发者人数及分布情况，研究显示以太坊拥有最多的核心协

议开发者，比特币和Cardano则分列第二、第三位（图4-1）20。 

图 4-1 以太坊、比特币等区块链平台的核心协议开发者人数分布 
 

 

 

 

 

 

 

 

 

根据Electric Capital的调研结果，以太坊平台的代码项目活跃度非常突出，

                            
19
 开发者数量超过用户量？以太坊开发者社区扩大，人数突破 20 万，https://www.theblockbeats.com/news/3860。 

20 
链闻CHAINNEWS，https://www.chainnews.com/articles/6035820990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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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提交次数较比特币多8倍，比XRP多20倍（图4-2）。由此可见，在开发活

跃度与应用生态方面，以太坊在众多区块链平台中拥有显著优势。 

图 4-2 以太坊、比特币等区块链平台的代码提交数及分布情况 

 

 

 

 

 

 

综上分析，根据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发展战略、运营理念与主要应用

场景，PRNC技术体系建设第一阶段的研发策略是： 

选取全球开发活跃度最高、应用生态最为丰富的以太坊平台，研发形成

PRNC Token（PRNC通证）和PRNC数字钱包(PRNC E-Wallet）。PRNC所

采用的主要技术包括但不限于点对点传输(Peer-to-Peer)、分布式公共网络、

公有链(Public Blockchain)、共识机制、Merkle Root、Hash、椭圆曲线算法、

多重签章与非对称性加解密等，即通过运用区块链架构体系、全球分布式虚拟

机与智能合约等核心技术，实现应用交易的安全性与隐私性。 

（2）第二阶段，PRNC钱包功能升级与业态扩展 

全球区块链行业的实践表明，电子钱包，或称数字钱包(E-Wallet)是区块

链通证应用的必备工具载体，也是运营方集聚、实施相关功能模块并与用户接

洽互动的主要界面。  

统计资料显示，2020年6月底全球区块链电子钱包使用人数超过5,000万，

在前四年保持51%以上的年均复合增速（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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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全球区块链电子钱包使用人数增长情况21 

 

 

 

 

 

 

 

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及通证应用的延伸，电子钱包行业已呈现多功能业态

的特点，包括软件钱包、硬件钱包、纸钱包(Paper Wallet)、脑钱包(Brain 

Wallet) 及游资包(Hot Wallet)及冷钱包(Cool Wallet)等专项类型。以冷钱包为

例，用户在数位资产交易所（或其他类型交易平台）购入通证并储存于交易所

（或交易平台）附带的网页钱包中，由于这类钱包易受黑客攻击，因此出于安

全性考虑，产生了将钱包信息与网络隔离，并将私钥和地址记录在不连网计算

机中，而只通过扫码与安全盾验证方式进行通证发送与转付，该类钱包即业内

所称的“冷钱包”。与脱机模式的冷钱包相比，在线模式钱包称为“游资包”

（或“热钱包”）。游资包因保持联网在线，具有使用便捷的特点，然而其安

全性与冷钱包相比则面临相对较大的风险。另外也存在以一组公钥搭配多组私

钥的多重密钥钱包(Multi-Sig Wallet)，以及以树状结构产生密钥的HD钱包

(Hierarchical Deterministic Wallet)等，各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与适应用途。 

随着PRNC商业社区的拓展，运营方将基于对PRNC会员及成员企业的大

数据分析，结合PRNC的业态构成与应用场景，量化分析安全性与便捷性的最

佳配置，及时推进PRNC钱包功能的升级与延展。 

PRNC钱包另一发展方向是与PRNC社区运营及同城分类OTO业务的高度

融合与无缝衔接。PRNC钱包的功能设置除了注册验证、账密管理、钱包管理、

                            
21
 Statista统计资料,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47374/worldwide-blockchain-wallet-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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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转账、代币接收等标准配置外，还根据PRNC商业社区的业态构成，设置

了投资理财、会员社交及酒店、餐饮、购物、美食、茶咖、博彩、娱乐等O2O

同城分类模块；用户通过PRNC钱包App端口，可一键接入分布式商业社区多

业态的服务与消费业务，并通过PRNC通证支付获得多种优惠，包括贵宾礼遇、

价格折扣及运营方提供的特殊奖励等；其中的社交模块可通过大咖与达人的话

题导入，活跃社区氛围，提升PRNC钱包使用者的月活数(MAU)，并触发移动

互联时代社群创新业态的裂变效应。 

（3）第三阶段，PRNC主链研发 

随着PRNC社区的发展及使用人数、交易频次的持续增加，现有基于以太

坊平台的资源分配可能难以满足PRNC商业生态运行的性能需求。鉴此，运营

方将结合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业态构成与运营特点，开发自有的PRNC主链平台，

以容纳更多的商业合作伙伴及多元业态加入PRNC社区，并积极支持生态联盟

成员在PRNC区块链平台上开发、应用适合其经营业态的通证产品，在达到合

规性要求的基础上，促进PRNC分布式商业生态的进一步繁荣。 

在此阶段PRNC钱包功能延展的主要方向是与数位资产交易所业务的衔接

与互动。在PRNC钱包用户数增长的基础上，运营方将积极推进基于PRNC钱

包的通证转付、交换OTC业务；并与业界主流的数位资产交易所开展协作，在

PRNC钱包用户与交易所之间建立便捷的关联与接入；通过设置对交易所的专

业测评与用户点评等功能，培育区块链交易所市场的社群业态，由此进一步促

进PRNC分布式商业生态的叠进发展。 

4.2 智能合约功能 

（1）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的形式区别于传统法律意义的合同或协议，是以程序代码记录

(可进一步以文字呈现)并自动履行的相关协议与约定。在智能合约情形下，通

过协议条款的代码录入、逻辑表述与自动履行，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传统合同协

议的签订与履行方式，在显著提高合约执行效率、减少履约成本的同时，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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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降低了违约概率。 

随着区块链时代的到来，分布式账本所具备的开放性、不可篡改及可追溯

性等基本特点，使智能合约在多种业态的应用成为可能，并得到迅猛发展。在

PRNC社区的商业生态场景中，运用PRNC通证可使基于以太坊平台的智能合

约与PRNC社区成员企业、商户与个人的商业与消费活动高度契合。由于智能

合约的条款与执行步骤可事先约定，并在分布式计算机系统控制下逻辑运行，

在满足触发条件的情况下，程序代码即自动执行并不可逆转，由此规避或减低

人为干预及第三方介入的影响，显著降低商业协议的履约成本，大幅度提高交

易效率，促进商业生态的繁荣。伴随区块链技术及密码学的进展，智能合约的

执行结果更具备可精确预期的特点，并结合大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的应用，可

进一步提升商业生态的运营效率，有效推进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生成、叠

进与发展。 

（2）PRNC Token 

PRNC Token 是 根 据 以 太 坊 ERC20 标 准 形 成 的 区 块 链 通 证 。

ERC(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s)系一类基于以太坊平台的技术标准，

属于平台应用层的协议、标准与格式。开发者可按照此标准协议进行程序开发，

同时也可对相关的标准协议形成提案并予讨论，这些提案最终有机会成为ERC

技术标准的组成部分。 

ERC20是以太坊ERC标准系列的一种，也是业界知名度最高、应用最为

广泛的区块链通证标准之一。标准的区块链通证即加密币发行，其智能合约须

具备的函式包括：加密币全名、全名缩写、最小单位数值(小数点后几位)、发

行总量 (Total Supply)、加密币移转及其触发事件、加密币账户余额查询

{BalanceOf (address _owner) constant returns (uint256 balance)}、将加密

币由X地址移转至Y地址的功能等{transferFrom(address _from, address _to, 

uint256 _value) returns (bool success)}。 

ERC20标准加密币是一种“可替换通证 (Fungible Token)”，PRNC 

Token即属于ERC20标准的可替换通证。与ERC系列的其他标准协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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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721）相比，ERC-20标准通证可兼容几乎所有基于以太坊平台的电子钱

包（如Jaxx、MEW、 imToken等）；由于各主要数位资产交易所均了解

ERC20标准加密币的协议要求与操作规则，即可容易整合这类加密币，因而

ERC20标准通证上架交易在技术层面具有很强便利性。 

总之，由于ERC20高度标准化与通用性、可替换的特点，使得ERC20标

准加密币与以太坊平台其他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应用之间可实现无缝交互，并

与多种不同区块链平台与应用项目具有很高的兼容性。因此，结合PRNC商业

社区的业态构成与场景需求，以ERC20标准发行PRNC Token更有利于应用领

域拓展与交易范围的延伸，系属合理的选项。 

4.3 PRNC电子钱包 

（1）钱包功能 

PRNC电子钱包是PRNC的重要流量入口，也是PRNC商业生态运营的移

动端App平台。PRNC钱包在电子钱包的标准功能配置基础上，充分接入

PRNC分布式商业生态应用。PRNC生态型电子钱包的主要功能包括：  

1）电子钱包标准功能，包括： 

 账密管理、钱包管理与相关功能设置； 

 数位资产传送与接收（发送币别、发送额、接收币别、接金额、钱包地

址等)、交易纪录查询、各币种钱包余额结算与显示等。该项功能适用

于PRNC及市场上主流的其他加密币种，包含BTC(及比特链)、ETH(及

以太链)、TRX(及波场链)、USDT等主流加密币； 

 数位资产点对点(P2P)转付交易、链接主流数位资产交易所并发起相关

交易等功能。PRNC与其生态系统内的其他主流加密币进行一键兑换，

并兼容承兑商与用户之间的合规化加密币兑付交换。 

2）资讯与社交功能，包括： 

 区块链数位资产市场资讯的获取、整理与智能推送等； 

 PRNC钱包使用者（即PRNC成员）的交流与互动社区（下称“会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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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博客(Blog)； 

 数位资产点对点(P2P)转付交易与会员社区、Blog的衔接与切换。 

3）同城生活服务模块，包括： 

 市场资讯获取、商业生态分类与推送； 

 以旅游度假及综合商业社区为主要场景的同城O2O分类服务，建立

PRNC资产账户与同城分类服务之间的流量互导与业务互动。 

（2）区块链浏览器 

为了保证PRNC区块链平台的公开透明性，在PRNC主网发布之后，所有

链上操作都可在各开源区块链浏览器中展现，并显示链内生态的数据统计。 

4.4 共识机制 

共识机制是PRNC区块链生态中最重要的技术基石，未来我们将采用高效

的 PBFT共识算法。由于生态中的交易笔数庞大，交易速度是PRNC生态系统

发展的重点，因此采用经改良的高效PBFT共识算法，支持企业级的处理速度，

也更有利于合规化，降低监管难度。 

（1）PBFT简介 

PBFT是一种状态机副本复制算法，即服务作为状态机进行建模，状态机

在分布式系统的不同节点进行副本复制。每个状态机的副本都保存了服务的状

态，同时也实现了服务的操作。将所有副本组成的集合使用大写字母R表示，

使用0到|R|-1的整数表示每一个副本。为了描述方便，通常假设故障节点数为

m个，整个服务节点数为|R|=3m+1个，在此m是有可能失效副本的最大个数。

尽管可以存在多于3m+1个副本，但是额外的副本除了降低性能之外不能提高

可靠性。 

（2）PBFT状态机特性 

PBFT要求共同维护一个状态，所有节点采取的行动一致。为此，需要运

行三类基本协议，即一致性协议、检查点协议和视图更换协议。在此主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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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系统日常运行的一致性协议。一致性协议至少包含若干个阶段，包括请求、

序号分配和响应等。根据协议设计的不同，可能包含相互交互、序号确认等阶

段。 

（3）PBFT通信协议 

每一个客户端的请求需要经过5个阶段，通过采用两次两两交互的方式在

服务器达成一致之后再执行客户端的请求。由于客户端不能从服务器端获得任

何服务器运行状态的信息，PBFT中主节点是否发生错误只能由服务器监测。

如果服务器在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完成客户端的请求，则会触发视图更换协议。

其中C为客户端，N0-N3表示服务节点；特别地，N0为主节点，N3为故障节

点。整个协议的基本过程如下： 

1） 客户端发送请求，激活主节点的服务操作。 

2） 当主节点接收请求后，启动三阶段的协议以向各从节点广播请求： 

 序号分配阶段，主节点给请求赋值一个序列号n，广播序号分配消息和

客户端的请求消息 m，并将构造PRE-PREPARE消息给各从节点； 

 交互阶段，从节点接收PRE-PREPARE消息，向其他服务节点广播 

PREPARE消息； 

 序号确认阶段，各节点对视图内的请求和次序进行验证后，广播

COMMIT消息，执行收到的客户端的请求并给客户端以响应。 

3） 客户端等待来自不同节点的响应，若有m+1个响应相同，则该响应即为

运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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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PRNC区块链系统解决方案架构示图 

 

5. PRNC商业社区运营的经济模型 

5.1 经济模型概述 

区块链通证 (Token)即 “可流通”的数位资产“价值凭证”。通证是互联网时

代区块链技术的独特产物，既摆脱了传统纸质票据、凭证的物理形态限制，也

跨越了互联网产品中积分的数据孤岛，进而可在更大范围进行流通与交换。 

根据社会学的“熵”理论，要使社会长期有序发展，就必须努力做“熵减”。

而“熵减”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即扩大边界和提高效率。由于通证能够通过互联

网进行无国界流通，区块链底层技术又能降低信任成本、提升交换效率，因此

推行区块链通证的应用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熵减”的有效方案之一。 

同时，通证的产出与分配可参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

件下收入的三次分配原则系遵循 “市场-政府-道德”逻辑，即第一次分配是市场

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侧重公平

的原则，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及社会保障支出等收支行为所进行的再分配；第

三次则是在道德力量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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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并借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原则，通证的产出与分配将主要遵

循“生态建立-市场-社区自治”的三次分配原则，即： 

 第一次分配，目的是为了培养拓荒用户，发展社区，获得投资而进行

的分配。通过第一次分配建立区块链的生态基础，使其存在初始流通

价值； 

 第二次分配，是市场根据不同情况，结合区块链项目与产业场景需求，

在“安全-效率-公平”有所倚重情况下进行的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宏观系统分配。有别于中心化的生态体系，通证化社

区运营的参与者除了基金会、社区运营商之外，还有社区生态中不同

环节的各类市场主体。所有角色都能根据自身责任、道德及对未来的

期望来参与通证分配。社区生态中的商家将根据营销需求进行以用户

激励为目的分配；社区成员、个体之间进行相互赠予的分配等；在极

端情况下也可进行调控分配等。 

PRNC通证是PRNC分布式商业生态运营的基础，是不同市场主体、商业

生态之间信用履约与价值流通的凭证。PRNC产生与分配也将遵循上述通证的

三次分配原则。 

5.2 PRNC 的总量和分配计划 

PRNC总量为1,000,000,000,000枚。 

首期解锁10,000,000,000枚，计划向PRNC社区加入者、投资者等发行，

按如下核价比例进行交换： 

1 PRNC = 【 1 】USD （按等额BTC/USDT转付交换）。 

首期之后的续期发行价将参照当时的市场交易价予以核定。 

PRNC将按如下原则比例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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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PRNC分配比例说明 
 

分配对象 分配比例 说明 备注 

前期投资者与参与者 【5】% 
线下发行与定向分配，以获取项目前

期开发与运营费用 
 

合格个人/机构 【35】% 合规线上平台、数位资产交易所发行 
根据相关要求,

履行合规审核 

创始团队 【30】% 团队激励  

合作伙伴 【15】% 

用于生态合作伙伴拓展，引进相关业

态运营商，扩大丰富PRNC社区业态

构成与应用场景 

 

奖励对象 【10】% 
实施生态主节点奖励计划，以加强、

拓深与重要合作伙伴的战略合作关系 
 

专业顾问 【5】% 专家、顾问的激励与奖励  

合计 100%   

5.3 PRNC 的价值锚定 

PRNC的价值锚定于该区块链底层协议的使用价值。社区生态中使用

PRNC的用户越多，接受PRNC的合作商家越多，使用PRNC进行商业与消费

活动的次数越频繁，PRNC的价值将越大。 

5.4 PRNC 的获取途径 

PRNC项目前期参与的个人或机构，可通过线下发行与定向分配获得

PRNC。每人/机构参与的最低门槛为【 1 】万美元，以实时等额BTC/USDT

转付交换。 

前期定向分配结束后【 3 】个月内，发行方将在合规数位资产交易所进行

上架发行（简称“上所”）。届时，个人与机构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PRNC： 

（1）在持牌合规的数位资产交易所购买（二级市场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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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NC完成上所后，任何符合交易所规定的用户，均可在交易所购入

PRNC。 

（2）作为商业合作伙伴，接受PRNC 消费（市场收入） 

作为商业合作伙伴，接受用户以PRNC通证转付来支付全部或部分消费额。 

（3）通过参加PRNC平台商户的消费刺激计划获得PRNC奖励 

融链科技作为PRNC社区的运营主体，将根据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业态规划，

在PRNC于数位资产交易所上架公开交易日起的第一年期间，对于PRNC平台

上开展的交易与消费活动制定奖励刺激计划，该计划将对PRNC平台注册的相

关业态商户，给予在该商户以PRNC消费或交易的客户以奖励，奖励额为

PRNC支付额10-20%的PRNC加密币，以刺激PRNC社区交易与消费流量的增

长，推进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的生成、叠进与发展。 

（4）通过发行方授权指定的承兑商换取PRNC（OTC市场购入） 

PRNC发行方将授权指定承兑商，提供合规的场外PRNC承兑业务。若有

投资人或机构在PRNC上所之后希望投入一定量资源来换入PRNC，并参与

PRNC共建生态，可通过指定的承兑商进行。通过OTC市场购入可避免大单操

作影响二级市场行情，并杜绝操纵市场的嫌疑。 

以上为PRNC的市场供应途径，具体实施方式可视生态发展情况进行调整，

PRNC发行方对此拥有最终解释权。 

5.5 PRNC的使用方式 

运营方在PRNC使用与转付收取一定比例（【0.1】%）的PRNC，主要用

于底层技术研发与维护所需的支出。PRNC使用场景即需求侧，主要涵括如下

情形： 

（1） 支付手段。使用PRNC在当地商圈或全球范围，支付商业合作伙伴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持有PRNC的用户，均可在合作商家的业务场

景中使用PRNC通证作为支付手段，支付全部或部分比例的消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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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并能够享受商家针对PRNC通证支付所提供的特定优惠措施； 

（2） 市场营销。商家可用PRNC进行市场营销活动，包括发展新用户、

补贴客户及老客户留存等。合作商家根据既有的营销费用预算，可

针对PRNC通证的用户群设计特定的促销与激励措施，利用区块链

技术的信任机制，使得跨平台、跨业态的用户实现有效导流，积极

扩充潜在的客户群体； 

（3） 信用积分。使用PRNC作为信用积分，提高个人或商家的信用等级，

以获得更好的服务或资源。个人或商家可以通过质押PRNC（并不

会影响 PRNC 的自由支取）获得对应的信用积分。较高的信用等级

将提高用户消费时的优惠程度，如高信用等级用户可减免押金、获

得更高折扣及先消费后支付等；同时，更高的商家信用等级可获得

更优先级的系统推荐序列，以及更持续的优质用户留存等服务。 

6. PRNC的宏观调控计划 

除了上述获取与使用PRNC（分别对应市场供应与需求）的基本途径之外，

PRNC发行方还可实施对流通市场的宏观调控，以防止极端情况下投机者或攻

击者的过度炒作行为引发市场行情剧烈震荡，维护PRNC商业社区的总体稳定

运营。宏观调控计划实施前将充分征询社区成员的意见。宏观调控计划包括但

不限于： 

（4） 分期并控制发行进程。发行方将PRNC商业生态运营情况，分期在

市场发行PRNC通证。如果交易市场出现通胀情形，发行方将放缓

或暂时停止发行进程； 

（5） 共管账户锁定。PRNC发行方与战略合作伙伴形成长期深度绑定的

合作关系时，可将PRNC转入与合作伙伴的共管账户，执行冻结锁

定，并向社区公开锁定计划，接受社区监督； 

（6） 假设市场中流通的PRNC少于实际使用需求而出现市场通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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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可根据商家的信用等级，选择性地进行“季度/半年度/年度”的

生态支持计划，即根据商家的业务体量将部分生态伙伴拓展衍生的

PRNC提前存入该商家的主节点质押中，且给予商家更多的奖励基

点以鼓励、促进其业务发展，并约定到期后由发行方向商家执行逆

回购操作。 

7. PRNC的市场流通计划 

PRNC发行方在遵循三次分配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前述PRNC获取、使用

的途径与方式，作出未来三年PRNC市场流通示意图（图 7-1）。其中前提假

设是，不同角色在解锁之后的PRNC均全部、立即进入市场流通。由于现实情

况是许多认可PRNC生态发展的参与者，往往会选择延长持有PRNC时间，以

期待未来更大的价值增长。因此，图 7-1 表示的是理论上每个时间点的最大市

场流通量。 

 

 

 

 

 

 

 

 

 

 

 

 

 

 

 

8. Prance基金会和PRNC生态联盟 

8.1 基金会和生态联盟 

Prance基金会是注册于新加坡的非盈利性企业，通过联合区块链技术研究

图7-1 PRNC市场流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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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推广者、社会公益人士、企业家及社区服务者的资源，致力于通证化分布式

商业社会的模式研究、理念推广及服务实践。Prance基金会奉行“公益、分享、

共荣”的理念，恪守作为非盈利组织的公益性原则，通过组织、联合、协调网

络经济时代各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构成与诉求，履行对于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

运营情况的监察与合规披露职责，促进PRNC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社区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推动各参与方的利益增长与价值实现。 

PRNC生态联盟系在所在国家与地区的法律法规框架内，由Prance基金会

和PRNC全球唯一发行方—融链科技与商业业态战略合作伙伴、PRNC社区参

与者（包括企业、商户、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等机构或个人，即构成生态联盟

的“成员”）签署的一项或一系列公约、协议等，其主旨在于通过成员之间的共

识与协作，促进PRNC区块链系统的建立、引入、运行及持续改进，由此推动

社区数位资产的生成、确权、转付与增值，实现通证化分布式商业社区的业态

繁荣与价值增长。 

8.2 发展路线图 

PRNC技术发展路线图如图 8-1 所示： 

图 8-1 PRNC 社区的技术发展路线图 

   
 

PRNC将根据区域政策环境、市场需求及战略合作伙伴项目推进情况，稳

健实施PRNC商业社区的拓展进程。 

第一阶段（2020-2021年）：PRNC生态联盟组建初期，核心项目位于东

南亚滨海旅游度假城市。PRNC商业社区的区域范围以东南亚滨海、海岛旅游

度假区为主，包括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同时拓展欧洲及环地中海

旅游带；亚太区则延伸至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游城市。重点服

务于酒店、公寓、娱乐、休闲、购物及养生保健等项目，PRNC运营业态包括

PRNC社区内的消费与商业活动的积分、奖励、品牌推广与支付结算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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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PRNC通证完成上所后，积极推进PRNC主链研发，延伸

PRNC商业社区与业态发展。重点服务业态在消费与商业基础上，进一步进入

贸易、置业、艺术品投资及博彩娱乐等领域。市场区域进入欧洲大陆及沿大西

洋旅游城市。 

第三阶段： PRNC主链上线运营后，进一步完备开发工具的研发与上架，

积极培育全球开发者社区，并重点发展基于PRNC主链的多业态商业生态社区

及去中心化P2P(Peer to Peer)交易所业务，积极开拓以加勒比海地区、南加

州为中心的中北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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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PRNC 生态联盟初期的核心运营场景示图 
 

（1） 酒店/公寓 
 

 

 

 

 

 

 

 

 

 

 

 

 

 

 

 

 

 

 

 

 

 

 

 

 

 

 

 

 

 

 

 

 

 

 

 

 

 

 

 

（2） 餐饮、休闲 
 



50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价值共享体

系 
 

 

2 

3 

1 

1 

 

（3） 娱乐、博彩 
 

 

 

图 8-3 PRNC 市场拓展顺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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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免责声明 

本白皮书仅作为传达信息之用，文档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出售数字商品、

数位资产、股票或证券的任何投资买卖建议、教唆或邀约。此类邀约必须通过

机密备忘录的形式进行，且须符合相关证券法律和其他法律。本文档内容不得

被解释为强迫参与互换。任何与本白皮书相关的行为均不得视为参与互换，包

括要求获取本白皮书的副本或向他人分享本白皮书。参与互换则代表参与者已

达到年龄标准，具备完整民事行为能力，与PRNC全球唯一发行方融链科技签

订了真实有效的合同。所有参与者均为自愿签订合同，并在签订合同之前对

Prance基金会、融链科技和PRNC通证进行了必要且完整、清晰的了解。 

Prance基金会将不断进行合理尝试，确保本白皮书中的信息真实准确。开

发过程中，平台可能会进行更新，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机制、代币及其机制、代

币分配情况。文档的部分内容可能随着项目的进展在新版白皮书中进行相应调

整，Prance基金会将通过在网站上发布公告或新版白皮书等方式，将更新内

容公布于众。请参与者务必及时获取最新版白皮书，并根据更新内容及时调整

自己的决策。Prance基金会概不承担参与者因：(i)依赖本文档内容、(ii)本文

信息不准确之处，以及(iii)本文导致的任何行为而造成的损失。Prance基金会

将不遗余力实现文档中所提及的目标，然而基于不可抗力的存在，Prance基

金会不能完全做出完成承诺。 

PRNC是平台发生效能的重要工具，并不是一种投资品。拥有PRNC不代

表授予其拥有者对PRNC平台的所有权、控制权、决策权。PRNC作为一种加

密代币不属于以下类别：(a)任何种类的货币；(b)证券；(c)法律实体的股权；

(d) 股票、债券、票据、认股权证、证书或其他授予任何权利的文书。 

PRNC的增值与否取决于市场规律以及应用落地后的需求，其可能不具备

所预期的价值，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均不对其增值做出承诺，并对其因

价值增减所造成的后果概不负责。在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对因参与互

换所产生的损害及风险，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个人损害、商业盈利的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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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商业信息的丢失或任何其它经济损失，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均不承

担责任。 

PRNC平台遵守任何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的监管条例以及行业自律申明等。

参与者参与即代表将完全接受并遵守此类检查。同时，参与者披露用以完成此

类检查的所有信息必须完整准确。PRNC平台明确向参与者传达了可能的风险，

参与者一旦参与互换，代表其已确认理解并认可细则中的各项条款说明，接受

本平台的潜在风险，并自行承担一切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 

 



53 

PRNC分布式商业社区价值共享体

系 
 

 

10. 风险告知 

10.1 法律政策和监管风险 

加密代币与通证等数位产品正在被或可能被各个不同国家的主管机关所监

管。在各个不同国家，PRNC可能随时被定义为虚拟商品、数字资产或甚至是

证券、货币。因此在某些国家按当地监管要求，PRNC的持有与交易可能受到

影响或限制。如果监管部门出台相关规定，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可能被

要求暂停或受限开展任何关于PRNC的通证互换计划，PRNC的开发、营销、

宣传或其他方面也可能受到影响、阻碍与限制。由于监管政策随时可能变化，

任何国家现有对于加密币、通证等数位资产互换的监管许可可能只是暂时的；

如因监管政策的变化，可能导致PRNC通证互换计划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或被

终止。 

10.2 项目团队风险 

当前区块链技术领域团队、项目众多，竞争激烈,存在较强的市场竞争和

项目运营压力。PRNC项目能否在诸多优秀项目中突围，受到广泛认可,既与自

身团队能力、愿景规划等相关,也受到市场竞争影响,包括可能面临恶性竞争。

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团队核心成员拥有多年的区块链技术积累，可以凝

聚起更多在区块链技术领域、商业社区运营与金融行业的人才加入团队及社区，

但也不能排除会有核心人员离开、内部发生冲突等导致PRNC项目整体受到负

面影响的可能性。 

10.3 技术风险 

计算机技术正在不断发展，密码学正在不断进步，但仍然无法保证任何时

候绝对的安全性，这可能导致持有人的PRNC被盗、失窃、消失、毁灭或贬值。

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会努力维护PRNC的系统安全及持有人的利益，尽力

弥补持有人因上述因素所可能遭受的损失，但并不能保证PRNC系统不存在弱

点或缺陷，且任何人均有可能故意或无意地将弱点或缺陷带入PRNC的核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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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要素之中， 对于这些弱点或缺陷Prance基金会及融链科技可能无法通

过其采用的安全措施进行全面的预防或弥补。这可能最终导致参与者的PRNC

或其他数字代币丢失。此外PRNC的源代码可能存在某些瑕疵、错误、缺陷和

漏洞，而可能导致用户无法使用某些特定功能、暴露用户信息及产生其他问题。

如果确有此类瑕疵，将损害PRNC的可用性、稳定性和/或安全性，并因此对

PRNC的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公开的源代码以透明为根本，以促进源自于社区

的对代码的鉴定和问题解决。Prance基金会将与PRNC社区紧密合作，通过持

续改进、优化和完善PRNC的源代码，维护PRNC系统安全及持有人的权益与

利益。PRNC的快速发展将伴随着交易量的陡增及对处理能力的需求。若处理

能力的需求超过网络内届时节点所能提供的负载，则PRNC系统可能会瘫痪或

停滞，且可能产生错误交易。在最坏情况下，任何人持有的PRNC可能会丢失。

这些事件将可能损害PRNC的可使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 PRNC的价值。

此外，由于PRNC系统技术的复杂性，Prance基金会与融链科技可能不时会面

临无法预测或克服的困难。因此，PRNC的开发可能会由于任何原因而在任何

时候终止并导致PRNC无法交付给通证互换计划的参与者。 

10.4 安全风险 

来自外部的攻击将可能使PRNC系统遭受负面影响、停滞、瘫痪甚至计算

错误，并因此导致在此之上的交易被延迟甚至暂时无法执行，也可能造成数据

错误、崩溃或丢失，损害PRNC的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以及PRNC的价值。

此外，可能会有人企图盗窃发行方收到的通过公开售卖所获的数位资产(包括

已转换成法币的部分)。该类盗窃或盗窃企图可能会影响Prance基金会与融链

科技为PRNC开发提供资金的能力。尽管融链科技将会采取尽可能严格、完备

的措施，以保护所收到的数位资产或其他资产的安全，但盗窃仍很难被彻底阻

止。 

10.5 源代码升级风险 

PRNC的源代码是开源的且可能不时地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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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无法预料或保证某项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的结果。因此，源代码的任何

升级、修正、修改或更改可能导致某些无法预料或非预期的结果，从而影响

PRNC的运行与PRNC的价值。 

10.6 未经授权获取PRNC的风险 

任何通过解密或破解PRNC持有者密码而获得注册账号访问权限的人士，

将能够恶意获取PRNC持有者的PRNC通证。据此，持有者的PRNC通证可能

会被发送至其他人的钱包地址或某类数位资产账户，而这种发送是不可撤销、

不可逆转的。每个PRNC持有者应当采取诸如以下的措施妥善维护其注册账号

的安全性:(i)使用复杂、高安全性密码;(ii)不打开或回复任何欺诈邮件; (iii)对于

个人信息、机密信息及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予以严格保密。 

10.7 市场风险 

PRNC通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PRNC平台的市场拓展及用户接受程

度。Prance基金会并不预期在发行后的很短时间内就广受欢迎、盛行或被普

遍使用。在最坏情况下PRNC甚至可能被长期边缘化，仅吸引很小一批使用者。

相比之下，很大一部分对于PRNC的需求可能具有投机性质。由于缺乏用户，

可能导致PRNC市场价格波动增大，从而影响PRNC的长期发展。出现这种价

格波动时，Prance基金会、融链科技将不会也没有责任稳定或影响PRNC的市

场价格。 

10.8 流动性风险 

PRNC通证既不是任何个人、实体、中央银行或国家组织发行的货币，也

没有任何硬资产或被其他信用所支持。PRNC在市场上的流通和交易并不是

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的职责。PRNC的交易仅基于相关市场参与者对其价

值所达成的共识。任何人士均无义务从PRNC持有者处兑换任何PRNC，也没

有任何机构与人士能够在任何程度上保证任何时刻PRNC的流通性或市场价格。

PRNC持有者若要转让PRNC通证，该持有者需寻找一名或多名有意人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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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该过程可能花费甚巨、耗时长且最终可能并不成功。此外，可能没有数

位资产交易所或其他市场上线PRNC通证以供公开交易。 

10.9 价格波动风险 

若在公开市场上交易，通证、加密币等数位资产通常价格波动剧烈。短期

内价格震荡经常发生。该价格可能以比特币、以太币、美元或其他法币计价。

这种价格波动可能由于市场力量(包括投机买卖)、监管政策变化、技术革新、

交易所的可获得性以及其他客观因素所造成；这种波动也反映了供需平衡的变

化。无论是否存在PRNC交易的二级市场，Prance基金会、融链科技均对任何

二级市场的PRNC交易不承担责任也没有义务稳定PRNC的价格波动，且对此

也并不关心。PRNC交易价格所涉风险需由PRNC交易者自行承担。 

10.10 信息披露不足风险 

截止到本白皮书发布日，PRNC及应用方案需作进一步新的开发，其商业

理念、共识机制、算法、代码和其他技术细节和参数可能经常且频繁地改进与

变化。尽管本白皮书包含了PRNC最新的关键信息，其并不绝对完整，且仍会

由于特定目的而不时进行调整与更新。Prance基金会和融链科技均无能力且

无义务随时告知参与者有关PRNC开发的每个细节(包括其进度与预期里程碑，

无论是否推迟)，因此可能会使PRNC持有者未能及时、充分地接触到PRNC开

发所产生的全部新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