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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白皮书不应，也不得视为进行投资的邀约。它不应以任何方式构成或与之相关，亦或

被视为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的证券发行。

　　本白皮书未包括或包含任何可能被视为建议，或可能被用作任何投资决策基础的信息

或指示。TEO 代币是只能在 TEO 平台上使用的功能性代币，不具有投资属性。 

　　在交易平台上发行 TEO 代币是为了允许 TEO 平台的使用，而不是出于投机目的。在交

易平台上发行 TEO 代币不会改变其法律性质，它仍然是一种使用 TEO 平台的简单方式，而

不是使代币成为证券。

　　TEO 基金会不应被视为在任何法律、税务或财务事宜方面的顾问。白皮书中的任何信

息仅供一般参考用途，TEO 基金会不保证此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世界各地的监管当局正紧锣密鼓地审查与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和操作。就此而言，规

管措施、调查或行动可能会影响 TEO 业务，甚至限制或阻止其未来的业务发展。 

　　承诺获取 TEO 代币的人士须知，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区适用法律的新规管和遵从性要

求，TEO 商业模式、白皮书或条款和条件可能会更改或需要修改。在这种情况下，买方和承

诺获取 TEO 代币的人士承认并理解，TEO 基金会或其任何关联方均不对此类变更造成的

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

　　本基金会将尽最大努力开展业务，开发 TEO 平台。任何承诺获取 TEO 代币的人士都

承认并理解，TEO 代币不能保证这一目标的成功实现。因此，上述人士承认并理解，除故意

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的情况外，TEO 基金会（包括其机构和员工）不承担因无法使用 TEO

代币而导致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或损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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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TEO 平台心系潮州社区，倾心为全球 6000 万名潮州人而打造，旨在将依赖人际网 （或

“关系”） 推荐业务的传统社区推向数字化，为社交媒体环境下长大的年轻一代提供智能的

 服务， 可在 TEO 平台开展业务的同时扩展人脉。

　　TEO 为其会员提供最完整、高效的业务网络体验。通过“全球网络、本地方案”的机制，

企业家和小型机构能够快速匹配合作伙伴，扩大规模并灵活地在当地开展业务。在人工智

能 （AI） 技术的支持下，TEO 的匹配算法会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和业务，自动将相关的专家

推荐给企业。此外，平台使用区块链技术，为全球参与者提供了一种值得信赖、安全有效的

跨境业务方式。

　　TEO 将引入 TEO 代币，确保会员能在安全有保障的环境下进行沟通，传递信息和实现

跨境贸易。平台不仅设有独特的代币奖励机制，还包含电子钱包、聊天室、招聘市集、专家配

对等一站式服务，以鼓励生态系统中不同人群的积极参与，包括专家、行业领袖、协会和公

司。例如，专家在平台上注册建档，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代币；行业领袖可以通过给予某个

专家合格认证来获得代币；协会成员则可以通过提供调解服务等来获得代币。

　　TEO 平台运用独特的商业网络体验和代币经济，将使每一位参与者皆能受益，改变潮

汕地区下开展业务的方式，帮助 6000 万的潮汕市场释放巨大机遇。

　　TEO 由潮州基金会成立，受到国际潮青年联合会 （ITYF） 和国际潮团总会 （TIF） 的鼎

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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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潮汕地区占中国人口的 20％，是仅次于闽南语的第二大方言群体。全世界共有 6000 

万潮州人，其中一半以上 （60％） 生活在中国以外。庞大的人口以及强烈的社区和文化认同

感，使得潮州人脱颖而出。

　　为了将遍布世界各地的潮州人紧密联系起来，潮州商会、国际潮青年联合会（ITYF）

和国际潮团总会 （TIF） 等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员间相互联系，建立关系，通过商会和协

会等渠道 （如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和推荐） 开展业务。

　　尽管使用这些技术仍能较为有效地建立业务和关系，但因为社交媒体平台低成本，高

效率和影响力广，很多公司越来越多地把精力转向这一领域，以实现业务增长，扩大交际连

接。

　　Facebook （脸书） 和微信连接朋友和熟人； LinkedIn （领英） 连接专业人士；阿里巴

巴和淘宝连接业务。在这些社交网络平台上，专业人士、企业家和小型机构能够快速找到合

作伙伴和资源，灵活地开展业务，而不受地理位置的限制。

　　不过，尽管这些网络平台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换市场，为商业机会创造了庞大的用户群，

但由于缺乏监管，此类网络平台也存在各种风险，包括虚假档案、欺诈性数据、隐私问题和

不安全信息。

　　在社交媒体和数字化环境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借助商会和协会的力量，潮汕领导层提

出了这样的想法：利用区块链和  AI  技术，建立一个将专家与商业解决方案寻求着自动匹

配的、值得信赖的平台。平台将先从潮州社区开始，然后逐渐展开国际扩张，这便是 TEO 成

立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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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为 6000 万潮汕会员连接全球商业网络
· 匹配：以最快、最经济的方式为商业方案寻求者配对专家

· 信任：在区块链和 AI 技术以及权威协会和行业领袖的支持下，在一个综合平台上建

立信任

· 业务增长：通过全球网络和本地解决方案，在成员之间提供跨境业务活动

市场格局

　　不论何种业务，要想蓬勃发展，都离不开人脉。不管是与客户、投资者、战略盟友的联

系，或是与供应商的联系，每个企业都离不开它们。然而，找到这些人脉可能很难，在现代世

界，仅靠传统的口碑和推荐已经远远不够了。

　　现今，通过社交媒体建立专业人际网络比以往更加简便。过去花很多精力去建立几条

人脉线，现在透过社交网络则可以搭建数百条。如果使用得当，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的专业人

际网络可以打开许多大门，为专业发展和业务激增创造宝贵的机会。

　　2000 年底，阿里巴巴和领英等在线商业解决方案和专业人士平台开始涌现。这些平台

利用某些独有的特点，将自身置于专业或商业市场的不同切入点。 TEO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先发优势。下面是 TEO 平台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的对比分析。

愿景

　　利用区块链、 AI 技术和人类的伟大智慧，TEO 为潮汕地区创建一个更好、更高效、更可

信的人力资源配对环境。

使命

　　TEO 的使命是，通过一个由 AI、区块链和人类智慧驱动的一体化安全平台，连接世界

各地的商业网络，帮助潮籍会员发展更多的业务。



*Linkedin: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linkedin-reaches-575-million-members/529705/
Alibaba: https://cn.technode.com/post/2018-05-04/alibaba-q4-2018-financial-reports/ 
Taobao: http://tech.ifeng.com/a/20180728/45089062_0.shtml 
Wechat: https://news.mydrivers.com/1/577/577172.htm

1

TEO 领英 淘宝 微信阿里巴巴
定位 专业人士和商务 专业人士 商务 商务 朋友和商务

跨境交易 是 否 是 否 否

支付方式 TEO（代币） 否 支付宝 支付宝；微信支付 微信支付；支付宝

背书功能 是（由权威协会和
行业领袖授予）

是（行业领袖） 否 是（用户） 否

公共/私人 私人 公共 公共 公共 公共

活跃用户 潜在的6000万潮州人 5亿* 8亿* 6亿* 10亿*

区块链/AI科技 区块链&AI 无 AI 无 无

网络安全
(强: 5 星; 　弱: 1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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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Chrys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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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痛点

　　当前，通过数字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业务的商业或专业网络市场，正遭受诸如欺诈、支

付信任、漫长的支付过程、数据隐私和跨境交易费等问题的困扰。

集成

o 在目前的市场上，尚未有一个一体化的平台可

同时提供商业解决方案和专业人际网络。

欺诈

o 缺乏验证个人简历真假的机制

o 有机会收到虚假简历

信任

o 在网上开展业务时，不熟悉的双方（陌生人）之

间缺乏信任；

o 存在数字钱包遭黑客入侵的风险。

跨境交易问题 

o 并非所有平台都支持跨境支付；

o 向银行请求进行国际转账，效率低，交易成本

高，处理时间长

数据隐私

o 用户隐私数据被转让或披露给第三方。



钱 包

聊天室 ＡＩ 搜索

交易

代币余额

代币充值

代币转账
 专家探索沟通

进行支付

进行交易

招聘启事

调停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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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ＴＥＯ 平台

　　TEO 平台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交网络系统，配备了钱包、聊天室、 AI  搜索工具、交易和

联系人等功能，使求职、人脉拓展和开展业务变得易如反掌。

钱包

　　TEO 钱包是一种管理交易的全新方式。 TEO 已将钱包嵌入平台之中，因此，您无需下

载以太坊钱包 MyEtherWallet 或 Metamask，即可进行代币存储。

２　TEO 解决方案



TEO Foundation © 2019

TEO 白皮书 - TEO 基金会

第 9 页

　　在钱包中，您可以查看代币余额，充值代币，甚至可以自由地进行代币转账，而无需支

付手续费或额外的中间费用。

聊天室

　　聊天室是 TEO 最具价值的功能之一。您可以运用这一即时消息工具进行通信，开展交

易协商，甚至进行代币转账。

　　一旦双方（您与寻求解决方案的人）之间达成协议，资金或 TEO 代币将通过智能合约

保留，直至服务完全完成。这一方式可以防范各种风险。

　　所有消息，包括协商信息和交易详情，都将在代币中得到加密，并上传到 TEO 的区块

链平台。

搜索 

　　只需在搜索栏中输入工作要求，您就可以寻找解决方案提供商（专家）， TEO 平台的 AI 

运算方式，将为您筛选出前 5 个最佳匹配项。

交易

　　平台还提供“寻求专家”的信息市场功能，您可以在此查看其他公司或协会列出寻求解

决方案的信息。您也可以向解决方案寻求者毛遂自荐，而不仅仅是守株待兔地被动等待工

作机会。

　　在达成交易后，寻求者可以对解决方案提供商 （专家） 的服务进行评级，赚取代币。对

于提供解决方案的专家来说，获得的积极反馈越多，在 TEO 的 AI 搜索算法中排名靠前的机

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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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中的任何一方（不论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或是解决方案寻求者）都可以请求仲

裁，解决各方之间的潜在冲突。平台将在协会中挑选声誉极佳的代表，对此类请求进行监

督。对于这些任务，获准人将获得败诉方支付的 TEO 代币。

2.2 用户场景案例

　　TEO 平台为潮州社区提供一体化、全球化和无缝的解决方案，整合业务解决方案和专

业网络。基于区块链和 AI 的尖端数字技术，这个一体化、直观、易用的平台，可以帮助人才

找到合适的工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新的收入来源，紧握全球发展业务的机会。在 

TEO，我们正在改变社区开展业务的方式。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不同用户群提供的功能进行分别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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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案例⸺专家

场景 1：通过提供本地专业知识解锁全球商机

　　陈大文是一位拥有二十多年商业咨询经验的专家。他一直为几家顶级咨询公司效力，

这些公司提供特许经营营销咨询服务，为想要扩展到中国和东南亚的公司答疑解惑。最近，

他从自己的潮州社区了解到了 TEO，想在 TEO 中探索一些新的机会。

　　于是，陈大文便在 TEO 进行了注册，列出了他在中国和东南亚的二十年咨询经验。他

罗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领导团队为一家想要在广东扩张的美国顶级服装巨头建立特

许经营模式，并且，在建立特许经营模式一年内，成功帮助美国团队实现了 20％ 的收入增

长。

　　在 TEO 注册一周后，陈收到了不少匹配请求。比如有美国企业家正在寻找本地解决方

案，想建立一家合资公司，以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还有一些英国公司，正在寻找合作伙伴，

想以建立一个针对东南亚市场的咨询公司。

　　在 TEO 平台中，陈不用担心这些请求资料的真实性，也不必忧虑信息泄露问题，因为

该平台只接受潮汕会员的注册，并且仅仅会分享其同意的必要信息。

　　陈先生发现  TEO 的智能 AI 引擎效果显著，该引擎能很好地把他的专业知识与寻求者

的具体要求相匹配。他很高兴能通过这个值得信赖的平台发展自己的业务，扩展业务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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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2：在招聘市场中寻求机会或自我推荐

　　张晓明是一名数字营销专家，有 5 年从业经验，帮助多个香港和新加坡品牌在中国大

陆成功推出和管理其微信平台和中文网站。一方面，张晓明很喜欢 TEO 给他带来的便利，

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充分利用这个平台，积极寻找好的交易。

　　张晓明进入 TEO 的市场，探索各公司发布的商机。他看到一家德国公司希望扩大其在

中国的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最新护肤产品。于是，他联系到职位发布方，通过 TEO 聊

天室与该公司进行对话，使用即时消息进行交流和交易。

　　在与解决方案寻求者进行了几轮谈判之后，张晓明拿下了这笔交易，收到了寻求者的

要约。此后，他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运用在中国的人脉和资源，帮助该公司建立其护肤

品的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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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案例⸺行业领袖

场景 1：批准背书并获得 TEO 代币

　　李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顾问，在一家领先的国际咨询公司工作，是许多行业会议和论

坛的发言人。在一次研讨会的小组会议上，她遇到了肖华，发现她在数字营销咨询方面非常

有才华。

　　尽管李文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许多背书请求，但她不想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认同任何

人。不过，当她收到肖华的请求时，她很乐意为咨询公司的这个冉冉新星给予支持，并获得 

TEO 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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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案例⸺公司

场景 1：建立公司简介，支付代币以获得与当地专家的联系 

　　罗锋是文胜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为了扩大社区关注度，他在 TEO 上给文胜贸易公司创

建了公司简介。看到亚洲市场的巨大需求后，他认为现在是成立新加坡办事处的好时机。他

到 TEO 上寻找具有丰富法律经验和熟知新加坡商法的当地律师，就建立新办事处的法律

问题进行咨询。

　　罗锋在 TEO 探索栏上填好了自己的要求，智能平台迅速提供了 5 位专家名单供他选

择。不过，专家们的联系信息仍然是隐藏的。他对其中一位专家很感兴趣，并立即使用 TEO 

代币获得专家的联系方式：这位专家名为王天。

　　王天收到罗锋的请求，也对他的提议很感兴趣。但王天想知道罗锋及其公司是否是诈

骗者。王天查看了 TEO 上文胜贸易公司公司的简介，并搜索了其官网。对文胜贸易公司的

产品和服务有所了解，他确信罗锋和文胜贸易公司是真实的，于是继续和罗进行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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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2：进行跨境交易与转账

　　廖健是伦敦豪数电器城的高级经理，他正在考虑为中国消费者搭建一个促销网页。在

支付了 TEO 代币后，廖联系到了推荐的候选人贾木森。

　　廖通过 TEO 聊天室与贾木森取得联系，并就此事与贾木森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谈妥了

细节和预期结果之后，廖发起了一笔交易，在聊天室将报价发给了贾木森，承诺在完成交易

细节中描述的商定任务后，向贾木森进行支付。 TEO 将存储该交易，并将其加密到区块链

系统。跨境交易信手拈来，从未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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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案例⸺协会

场景 1：通过调停提升信誉

　　香港智能移动协会 （HKSMA） 是由物联网爱好者建立的协会。该协会于近期登陆 TEO 

平台。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方， TEO 赋予 HKSMA 解决平台用户争议的权利。

　　黄德明和健雄是 HKSMA 的两名活跃成员，但之前没有见过面。有一天， HKSMA 收到

黄德明的调解请求，称健雄不愿意支付交易款项。 HKSMA 派代表游天帮助解决二者之间

的纠纷。在成功处理分歧后， HKSMA 从交易中获得一定比例的 TEO 代币作为奖励。由于 

HKSMA 在仲裁过程中公平公正地解决问题，该协会赢得了很高的认可，因此也提高了其在 

TEO 社区的信誉。黄德明和健雄也对中立的第三方调解表示满意，同意该决议。

场景 2：通过提供评价提高曝光率

　　香港智能移动协会 （HKSMA） 可以在 TEO 的招聘市场上为其海外会员列出招聘要求，

这些海外会员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创建自己的 TEO 简介，但迫切需要寻找本地商业解决

方案。在专家提供了服务后， HKSMA 可以代表其成员评估体验。然而，身为认可机构， 

HKSMA 在评估服务之前，需对其成员的评论进行评估。

　　另一方面，从 HKSMA 这样的协会获得评论的专家，也将提升他们在 TEO 上的排名，因

为与其他普通用户的评论相比，由协会给出的评价更具可信度和公众影响力。这样一来， 

HKSMA 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代币，并增加其在 TEO 平台上的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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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O 代币：用法和奖励

　　TEO 平台与 TEO 代币完全集成，且已制定三阶计划，以建立和发展 TEO 的网络价值：

（1） 为 TEO 平台建立生态系统和用户接纳体系。

（2） 为专业人士和业务合作伙伴建立奖励和福利制度。

（3） 在 TEO 平台上启用代币消费。

用户

创办者

投资者

支持者

开发者

业务



 

影响者 公司 协会专家

简介创建
+20,000 代币

获得背书
+3,550 代币

简介创建
+20,000 代币

背书批准
+33,000 代币

专家探索 专家探索

简介创建

调停
+5-10% 的交易代币

简介创建

专家探索

职位发布 专家探索

职位发布

代币奖励

业务专家

背书批准
+300,000 代币

背书批准
+190,000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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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奖励机制

　　

　　TEO 平台成员包括专家、行业领袖、协会和公司⸺在 TEO 平台内完成特定行动时，可

以获得 TEO 代币。有关奖励机制的更多信息，请阅读下方材料：



顾问，20%

TEO 平台保

早期支持者和基石协会，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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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与 TEO 平台的原因

TEO 平台专为潮汕地区而设，是首个结合业务解决方案和自由工作者网络的社交平

台。

TEO 平台是一款独特的应用程序，将区块链技术和 AI 的强大功能，以及强劲的奖励

模式有效结合在一起。

TEO 代币将成为潮汕地区的先驱数字货币。代币将为在强大的区块链网络上运行

的生态系统提供动力。

３.２　代币分配概要

　　以下是代币分配的方式：

总供应量为 43 亿 TEO 代币，其中：

将为 TEO 平台预留 17 亿 TEO 代币 （占 40％）

将使用上述奖励机制，向参与者（包括早期支持者和基石协会）分发 17 亿 TEO 代币

　（占 40％）

将为顾问预留 9 亿 TEO 代币 （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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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而言，您不仅可以在完成各种任务后获得 TEO 代币，还可以更轻松地扩展人

             际网络。

TEO 平台由以太坊区块链网络提供支持。



4       TEO 平台技术与功能 
 

TEO Foundation © 2019

TEO 白皮书 - TEO 基金会

第 23 页 

4.1   基于人工智能 （AI） 的匹配

　　TEO 使用智能过滤和匹配算法，不仅可以分析数十个指标和公司的既定目标，还可以

一种简便、经济的方式对前五名最佳匹配进行优先排序。 TEO 是使用 TensorFlow 进行构

建 的，而 TensorFlow 是 一 种 开 源 机 器 学 习 计 算 框 架，用 于 构 建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TensorFlow 是谷歌大脑 （Google Brain） 团队 1 开发的最先进的技术，通过引入多种功

能，如可扩展性、构建生产就绪模型 （如全球著名的 AlphaGo Zero2 模型） 等，开创了机器

学习 （ML） 领域的新篇章。我们基于 TensorFlow 开发了神经网络，用于处理成员网站上每

位专家的信息，成了 TEO 人才匹配算法的核心。此神经网络评估用户的专业知识，计算所

有专家的目标连接可能性，并为寻求解决方案的人员选择最合适的候选人。神经网络能够

根据以往行动的跟踪记录、专家间互动以及专家档案提供的统计数据条目进行分析。此类

输入优化了神经网络的预测能力。

　　正因为如此， TEO 平台得以为各方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由以下框架支持：TensorFlow

输 入

业务经理 肖建凯
匹配 = 96%

陈兆铭
匹配 = 92%

中国 & 南亚

电子商务

隐 藏
输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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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PI  集成

　　TEO  平台的  API 为 REST API ，其特点是简单和易于实现。在计算机编程中，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 （API） 是一组通信协议，可用作工具来构建不同软件和应用程序。  API 决定了应

用程序或软件中的不同算法应如何交互，可以说 API 是 TEO 平台中不同组件的构建区块。

　　在 TEO 中， API 将允许注册用户通过 API 进行沟通， API 提供有关不同人口统计、专

业和专家建议的情境信息，可双向通信，包括发布和获取数据。通过用户活动提供给 API 的

持续反馈，平台不断丰富其数据。我们的数据具有独特性和价值，因为我们的引擎可以亲自

推荐专家，包含社区活动和用户认可反馈。

　　应用程序所有者将使用 TEO 代币支付使用费， TEO 平台将根据使用情况收取交易费。

这样一来，应用程序所有者可创建完全自治的业务，并根据商家独特的需求和要求开发其

市场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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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生态系统是由用户驱动的，受到以太坊 （ERC-223） 代币— TEO 代币的支持。任

何对我们社区有价值有贡献的人，都可以得到此类代币。这些代币具有经济价值并能进行

交换。假设在我们的 AI 平台中，一位专家已与公司达成交易，或创建简介，或在 TEO 平台上

定期登录，那么 TEO 代币将成为他的标准支付方式。

　　付款将托管于 TEO 代币的智能合约中。通过使用区块链智能合约作为托管，国际转账

时不涉及银行，提高了会员的效率。由于每份工作合同都将在智能合约中以数字方式签署

和约束，因此，双方将事先知道付款时间，且相关数据不会被篡改。

　　随着 TEO 社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TEO 代币将用到实处。这意味着 TEO 代币将供不

应求，所以说，现在恰恰是参与 TEO 平台的最佳时机。

４.3   TEO 代币



5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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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项目可行性和成本分析
收集了竞争对手情况研究
TEO 基金会与 CryptoBLK 取得联系

2018  年 11 月
向 2018 年国际潮州青年联谊年会推出 TEO 
平台收到香港潮州商会的祝福
在微信建立了 TEO 平台早期支持者社区

2019  年第四季度
TEO 平台正式发布
项目改进和全球扩张，包括：

   市场和社区发展
   信用评级系统
   目标是 100 多个协会加入平台

2019  年 3 月
发布白皮书并正式启动 TEO 平台网站 

2019  年第三季度
发布 TEO 平台的 Platform  API  Beta 版

2018  年 9 月
TEO 平台完成设计和开发
为早期支持者注册备置网站

2018 年 11 月⸺国际潮州青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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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论

　　TEO 平台专为潮汕地区而构建，在区块链和 AI 技术支持的安全环境中，将业务解决方

案和专业人际网络功能结合在一起。随着未来面向全球的推广采用，除了潮州社区外，其他

优势也会逐渐显现。在本白皮书中，我们尝试展示 TEO 平台的核心价值；展示通过利用该

平台带来的专家、协会和行业领袖等各方的潜在利益；对其使用技术进行说明，解释其

是如何实现平台目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