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ository 
Network
全球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多平台
抵押网络。
将传统贷款与区块链
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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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关于
Depository Network 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平台网络，使贷方（P2P借贷市场、银行、其他
信贷机构）能够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品。

我们的任务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推广DEPO多平台网络，我们的目标是 在传统贷款中达到大
规模使用区块链资产的临界点。

途径
Depository Network 是一个 B2B 项目。 
全球第一个将传统贷款和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去中心化多平台抵押网络。

目标用户
遍布全球的50000多家银行、次级贷款机构、消费金融公司、加密贷款机构和P2P借贷
平台。我们的目标是在7年内实现全球贷方市场5％的渗透率。

ICO（首次币发行）内代币价格（以美元计）

代币价格 0.02 美元

预售 6月26日 至8月10日

ICO 十一月  十二月

ICO 资本上限

软上限 260万美元

中间限额 680万美元

硬上限     1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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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里，互联网的崛起引入了一种新形式的资产： 数字资产。 数字资产是以二进
制格式存在的一切内容，包括使用权。数字资产包括以下资产：

我们认为加密货币、资产代币、数字公司和政府债券都是很棒的资产。在比特币兴起之
后，区块链技术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众多支持者。通过在一系列用途中创建可投资
的新数字资产，区块链技术开始对很多行业有了干扰，其中许多仍处于开发阶段或尚
未创建。在过去几年里，这些全球交易资产的价格因其众多优势而大幅上涨。这个无摩
擦的市场激励和并促进非许可型创新、全球价值获取、去中心化控制、全球人员融入以
及互联网上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这种早期环境正是可以引发大规模增长和采用的类
型。

除了新创建的区块链资产外，我们正在见证一种现象，即传统经济中大量资产开始区
块链数字化。据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所有商业资产和股票、大多数公司债券、政府证券
和全球交易衍生品将被数字化或代币化——使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它们。

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何实现这些数字资产的价值，并开发必要的区块链基
础设施以促进其使用？

存管网络提供了这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Depository Network 提供了这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安全的、去中心的
抵押资产存管库。在数字世界中，这一点与传统世界同样重要。

摘要 

加密货币 代币 资产代币 代币化股份 数字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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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许多变化。保护某种资产的同时让它增值，一
直是每个人的自然愿望。

当今的法律体系的基础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建立的。/公园27 – 467年/。就在那时，引入
了一种新的合约形式 - pignis obligatum（拉丁语，意为安全保障义务），它引入了合约
的概念，其中所有者保留了物品的所有权，同时将其作为抵押品，向另一个人进行抵押。

通过使对象产生价值，同时通过将对象作为抵押品来接受货币资源，使得社会大幅增
加其财富。

在当代，这种形式的承诺是通过1952年美国的《统一商法典》（第9条）实施的，其中概述
了抵押品交易的解决方式。第9-312款写道“在没有提交或转移占有权的情况下临时完
善”。随后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便为安全交易制定示范性法规。每个国家目
前都有自己的法律框架，允许个人和公司保留财产，同时允许他们使用其货币价值购
买其他商品和服务。

然而，数字资产缺乏这种选择， ，需要引入必要的新工具，以帮助区块链行业在未来十
年发挥主导作用， 并成为抵押合约的主要技术。

抵押合约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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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数字资产的巨大未来市值 

区块链数字资产的市值正在不断增加，区块链
的新使用案例和好处每天都在增加。虽然数字
资产在区块链世界中被接受，但它们在传统金
融世界中仍然相当不受欢迎。不过，数字资产
的所有者具有相同的需求——能够使用、存储
或清算其资产。

贷方无法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品

机构使用存款服务作为实际资产抵押，但数字
资产不存在此类抵押。这导致具有巨大资本化
的市场的财务价值被锁定

贷方创建自己的存管库效率低下

虽然这一做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贷方和私
营公司建立自己的数字资产存管库是昂贵、耗
时、低效且超出范围的。

数字资产的锁定财务价值

数字资产没有必要的流动性，所有者必须出售
这些资产才能利用其价值。售出涉及高额费
用/税收，也切断了未来从这些资产中获利的
机会。

问题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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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全球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多平台抵押网络。
Depository Network将提供安全的去中心化加密资产抵押系统，该系统上可以构建数
百个附属存管平台。这样，每个拥有Depository Network支持的数字货币或代币的数
字资产所有者，都可以将资产作为抵押品，并从众多贷款机构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世
界各地的任何贷方都能够在Depository Network上建立自己的存管库，并开始接受数
字资产作为抵押品。 因此，每个贷方都会将抵押资产保留在独立的存管机构中。所有贷
方都为接受、控制和返还抵押品制定了自有条款。贷款将以相应贷方支持的任何货币
独立于存管平台进行提供。

去中心化
我们的平台消除了对国有集中存储库的需求，并允许任何贷款机构在系统内建立独立
的存储库。我们确实提供了一个网络，可以通过世界各地经过认证的信用卡或银行机
构创建不同的独立的存管平台。

安全性
为了确保我们平台完全的安全性，我们使用加密安全的多重签名钱包来存储资产，使
用智能合约来执行交易。借方（资产所有人）始终是执行交易所需的签名的密钥的持有
人之一。 贷方和DEPO也保留钥匙，保证任何一方都不能自行决定。根据抵押品的数量，
将使用三个、四个五个多重签名钱包。

DEPO Oracle 通过执行智能合约代码来响应查询——在DEPO智能合约上运
行的业务逻辑如下：
• 参与者的更新得到了复制
• 授权参与者访问数据
• 不能否认记录的存在和有效性
• 所有记录都已加密
• 只有经过相应密钥授权的人才能查看数据
• 自动化多方业务流程。
• 降低使用中介的成本和风险
• 降低欺诈和法规遵从的成本
• 提高可审计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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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sitory Network将为数字世界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方法来解锁数字资产的价
值——数字非占有性质押（即拉丁文所说的数字化“安全保障义务”——“Pignus 
Obligatum”）。

将有两种形式的抵押智能合约
1. DEPO 智能合约——没有中间人。它将与贷方的API完全集成，并将由诸如付款、错
过付款、合约终止等事件触发。它针对在  Etherium、 EOS、 Cardano、 Qtum、 Lisk、 
Aeturnity和其他包含智能合约的平台上发布的资产进行创建。

2. DEPO 托管合约—— 被至少三个签名锁定——一个用于借方，一个用于贷方，一个用
于DEPO。DEPO抵押合约将用于没有智能合约支持的数字证券（数字货币和代币）。

目前的质押登记册是由各国单独维护的严格集中的国有性结构。Depository Network
将从各国取出这些功能并将其提供给企业。这将极大地促进信贷经济的跨境性质。

Depository Network是一种安全、去中心的解决方案，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品。它是
一个平台，使贷方（P2P贷方、银行、其他信贷机构）能够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品。这
为客户提供了一种解锁数字资产财务价值的方法，与此同时仍然拥有这些资产。

Depository network 将创建一个全新的基础设施，建立数百个平台（企业、银行、区域、
公司、家庭、政府和全球），将应对区块链革命带来的新挑战。

抵押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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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非占有性质押的特征

数字非占有性质押 

注册是在生态系统
的多个去中心化的
登记处之一进行的

在合约期间，所有
者不能出售资产

它不是有形资产，
而是基于

区块链的资产

该平台可由任何拥
有数字资产的人使用 没有转让财产

抵押智能合约
的独特特征

交易将根据触发事件—
—付款、非付款、

合约终止
而自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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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方将在
Depository Network上建立

自己的存管平台

抵押品的条款
由贷方定义

DEPO 智能合约

借方与贷方签订
贷款协议

智能合约
已被激活

当合约结束时， 智能合约会向
借方发放抵押品

借方从贷方获得法
定货币现金

借方在DEPO网络中
创建一个钱包，并将

抵押品作为数字资产存入

存管的抵押品由至少三个签名
的多重签名钱包持有——借方，

贷方和DEPO

然后，贷方可以提供有
数字资产做担保的贷款

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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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 托管合约

贷方将在 Depository
Network 上建立
自己的存管平台

借方与贷方签订
贷款协议

借方在 DEPO 网络中
创建一个钱包，并将

抵押品作为数字资产存入

存管的抵押品由至少三个签名
的多重签名钱包持有——借方，

贷方和 DEPO

抵押品的条款
由贷方定义

然后，贷方可以提供有数字资
产做担保的贷款

借方从贷方获得
法定货币现金

当合约结束时，智
能合约会向借方发

放抵押品

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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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 逻辑
贷方的使用方式？

借方的使用方式?

任何贷方都可以使用 此
基础设施并接受不同类
型的数字资产作为抵押

数字资产持有人在整个
贷款期间保留其数字资
产的所有权

借方与贷方
签订合约

抵押品的条款由每个贷
方单独定义

为了控制市场波动，可以
在贷款期间进行部分销
售或额外抵押的需求

寻求贷款的借方访问可
信赖的贷方，并选择一种
允许使用数字资产作为抵
押的贷款选项。

借方将其数字
资产存入 贷款获得批准，借方按计

划收到现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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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一个拥有无限潜力的巨大市
场的起点

更不必说衍生品的价值了...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刚刚开始显示其潜力，其市值为

3000-8000亿美元*。

* 估计值

资产支持型代币
将资产或其他资产的潜在价值证
券化有可能超过加密货币市值。

预计资产支持型的代币市值将在 
2025 年达到 
5万亿美元* 。

* 据 LAT Crypto Research估计

公司和政府区块链债券
预计到2025年，市值将增长到超过

2万亿美元*。
公司和政府债券市值超过 100 万亿美元。明
年，IBO（初始债券发行）形式将把传统债券
发行转变为以太坊、非政府机构、Waves 和

恒星币区块链平台上的区块链产品。

* 目前市值的3%

数字化公司股份
业内专业人士认为，公司股票的数字化是未
来的另一大发展趋势。特拉华州正在实施一
系列必要的变革，以成为市场内发生的整体
变化的关键参与者和主要推动因素。市值在

2025年可达5万亿。  

市场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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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竞争对手
目前，我们将建立的拟议生态系统与此类似，并且将在此基础上创建数百乃至数千个
存管平台。

有几种点对点借贷平台使用并接受某些类型的加密货币——一般是比特币和以太币来
作为贷款的抵押品。然而，这些平台既可以作为连接贷方与借方的市场（因此承担KYC
和个人身份识别的全部风险），也可以作为贷方使用自有资金向借方发放贷款。

我们的模式差异很大，因为我们不自己提供贷款，但使贷方、金融机构、私营公司、国家
机构能够与 Depository Network 集成，并使用它来接受数字资产作为抵押。

这使我们能够避免保留个人数据或遵守每个州的法规带来的风险——贷方对这一部分
负责，而我们只是为其提供可定制的解决方案来扩大他们的贷款组合。

总体而言，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稳定的区块链环境，可以囊括任何想要向其客户提
供数字资产解决方案的贷方——不限于任何国家、资产类别或贷方类型

DEPO 网络 半-竞争对手 
每个贷方都有自己的独立存管平台 所有贷方都使用相同的平台

贷款是独立于存管处提供的，以贷方各自支持的任何货币
进行提供 贷款由平台提供，涵盖的货币种类有限

贷方保留自己的贷款程序和条款 贷方必须遵守平台的所有条款和程序

每个贷方都可以将其存管物贴上自己的白标签 贷方使用品牌平台

Depository Network不必遵守任何贷款国家的规定，因为
这些是贷方的责任

所有贷款均通过平台进行处理，因此必须符合所有提供贷
款的国家的规定

所有贷方都可自定义接受、控制和返还抵押品的条款 条款由平台决定，因此——所有贷方都一视同仁

借方无需成为平台的成员，即可使用其服务 借方需要成为会员，并支付会员费才能使用该平台

每个贷方都将抵押资产保存管与独立的存管机构中 抵押资产存管在同一帐户（大多数平台的情况如此）

DEPO 无法自行决定是否使用资产 平台可以与所有资产一起运行，因为它们集中存管在一个
平台上（大多数平台的情况如此）

借方可以实时控制抵押品是否仍然在自己的帐户上 借方无法检查自己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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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个非银行贷方
可以使用

作为数字抵押品

数百个点对点借贷平台
可以使用

作为数字抵押品

17,500家银行
（美国超过 4900，欧盟超过

7400）可以使用

作为数字抵押品

目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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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独立的服务提供商

可快速设置

借方保留其数字资产的所有
权， 从而在未来任何潜在的
价值增长中获益

节省时间和税务

灵活性——无限的自
定义选项

抵押智能合约 多重签名抵押合约

与任何贷方网站完全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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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o 代币
为了获得建立Depository Network所需的资源，我们将在2018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
度推出代币销售。DEPO代币的总供应量将达到30亿。

44%

40%

15%

12%70%

3%

分配机制

ICo

(21 亿 DEPO代币) 的供应将在代币销售时售出。  

(3.6 亿 DEPO代币) 的供应将为团队和创始人保留。12%

(0.9 亿 DEPO代币) 的供应将用于奖金项目、 空投项目、 顾问和
ICO的市场营销。.3%

(4.5 亿 DEPO代币) 将有DEPO保留。1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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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
在预售和公开销售期间， 以太坊智能合约将在以太坊网络上发布。

ICo

ICO（首次币发行）内代币价格（以美元计）

代币价格 0.02 美元

预售 6月26日 至8月10日

ICO 十一月  十二月

ICO 资本上限

软上限 260万美元

中间限额 680万美元

硬上限     1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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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运用
ICO期间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开发和支持网络所需的开发、营销、法律和其他费用。 35％
的费用将用于产品开发，以建立安全灵活的网络。法律和行政费用将占资金的 15％，
调整网络以符合世界主要法律制度。尽可能多的潜在客户。 将 Depository Network 
转变为真正的全球解决方案是我们项目的关键部分，我们将使用 （高达 35％ 的募集
资金）来建立我们的全球存管网络。

保留

5%

35%
产品开发

35%

市场营销
和销售

法律和行政15%

10%

资金
运用

交易所
上市 

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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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 资本上限

+ DEPO 网络将遍布全球
+ DEPO 的智能合约面向所有主要代币平台
+ DEPO 托管智能合约面向全球贸易
+ DEPO 抵押钱包

+ EOS、Stellar、Aeturnity 代币的智能合约
+ 到达市场⸺韩国、美国和日本
+ 贷方和借方的 DEPO 托管合约
+ 在另外三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所上市

+ Depository Network 的开发、审计和正式发布
+ 面向以太坊代币的 DEPO 智能合约
+ DEPO Oracle
+ 到达市场⸺欧盟
+ 在至少三个加密交易所上市 ⸺亚洲、欧洲、美国

硬上限
1500万美元

中间限额
680万美元

软上限
260万美元

 

ICO 硬上限为 15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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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概念定义
2017

2018第一/二季度
团队形成，
准备工作

2018第三/
四季度

私人
和公开

预售、 ICO

第一个原型
2018 六月

内测版发行

2018第三季度

2018第四季度
公测版发行

2019第四季度
用户：

10 个 P2P 借贷平
平台和 50 非银

行贷款机构

2025
用户：

800 家银行和
1500 家非银
行贷款机构

用户：
50 个 P2P 借贷
平台，100 家银
行， 500 家非银

行贷款机构。

2022

正式发布

2019第一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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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toslav Dimitrov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Penkov、 Markov &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 - 管理合伙人
保加利亚电信公司AG - 前监事会成员
Svetoslav 是一位拥有超过15年经验的杰出法律专业人士，后来成为保加利亚顶级律师事务所
之一的 Penkov 和 Markov & Partners 的管理合伙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领导了信息科技

（IT）和科技、媒体、通信（TMT）领域的多个非政府组织。他还是保加利亚最大和最古老的电信
公司——保加利亚电信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寻找创新传统法律机构（
如担保金）的机会，并且在数字世界运行这些机构。 Depository Network 使他梦想成真。

Deliyan Nikolov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战略官 
商业纠纷仲裁法院 - 联合创始人兼董事会成员
欧洲委员会欧洲司法网络 （EJN） - 保加利亚私人执法机构 （PEA） 议会代表 
布尔加斯商业纠纷仲裁法院的联合创始人，以及保加利亚私人执法机构的前董事会成员。 
Deliyan 目前担任欧洲委员会欧洲司法网络保加利亚分庭代表。在过去的三年里，他投资了许
多金融科技创业公司。

Dimitar Kostov
技术委员会委员兼投资人
VMware 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 VMW）- 总监和 ISBU 网站负责人
Sciant/WizCom 公司 （被 VMware 收购） - 管理合伙人
他是一位组织领导者，在IT行业、企业公司和创业公司担任管理和执行职务超过 20 年。他在建
立和优化分布式产品研发和组织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担任 VMware 公司（纽约证券交易
所股票代码： VMW ） 的总监和 ISBU 网站负责人，此前他担任过云服务创业公司 Methodia 有
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及 Sciant / WizCom 的管理合伙人，这家公司是当时保加利亚最大的
外包公司，后来被 VMware收购。

团队一览

Martin Kuvandjiev
技术委员会委员 
Bitcoin Gold 公司 - 联合创始人和董事会成员
2015 年美国宇航局太空应用挑战赛 - 作为项目 “Valkirye” 的领导者获得冠军
Martin 是 Bitcoin Gold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在IOS开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在软件
大学担任Swift讲师，获得美国宇航局太空应用挑战赛冠军和 John Atanasov 奖。

Valeri Valtchev
联合创始人兼企业发展
伟凯律师事务所 - 前欧洲贸易服务总监
Forton International 公司 （被 Cushman & Wakefield 公司收购） - 
管理合伙人和董事会成员
在处理采购和结构、投资管理和风险投资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是一位系列投资者。他在 IT 、专
业服务、金融服务、能源、汽车、房地产、电信和娱乐领域投资并建立了 15 家成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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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Seol
社区经理 / 安全顾问
HK拥有超过 10 年的安全经理经验， 并拥有安全专业硕士学位。他对区块链很感兴趣， 拥有多
项相关的区块链专利，曾在加密货币领域担任社区经理。

团队一览

Guergana Stoichkova
首席运营官
保加利亚金融科技协会 - 总监
Guergana 一直积极参加金融科技和区块链项目，曾在两家创业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她还是
保加利亚金融科技协会的主管。 Guergana 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的学士学位，在米
兰的博科尼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她精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保加利亚语。

Petar Markov
联合创始人，营销
10 年以上的数字营销、品牌和网络开发经验。他使用创新的方法进行产品开发，也使用结果驱
动策略。他是一个加密爱好者，坚信着区块链技术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George Spassov
区块链构建师
George 在 LImeChain 担任技术团队领导，他拥有领导团队的经验，可以为从 pCloud 等创业
公司到 IBM 等国际公司的每一个人提供成功的软件项目。此外，他的区块链专业知识使他在 
ConsenSys 开展的首届区块链开发者学院中成为最佳表现者之一。

Nick Todorov
区块链构建师
Nick Todorov 是区块链开发和咨询工作室 LimeChain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将建立公司
和品牌的经验与应用区块链技术的专业知识相结合。他对业务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区块链
技术能力的牢固把握使他能够成为团队技术专长与客户需求之间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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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qas Khan
J.P. 摩根公司 - 法律改革顾问 
区块链开发
应用程序开发
Waqas 成为一名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已经有 10 多年了，他对区块链充满热情，在过去的一年中，
他一直致力于专业和学术方面的技术研究。他拥有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和金融系统工程硕士
学位。他曾在以太坊和 Fabric 工作，目的是与更多人进行合作。

Filip Lyapov
毕马威 （KPMG） - 审计经理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EY) - 高级审计经理
加密货币税务顾问
Filip 是英国注册的法定审计师，他拥有丰富的行业会计和审计经验，并在伦敦拥有审计公司。
他审查大型商业和金融客户。他发表关于加密货币中会计方面的文章。

咨询委员会成员

Jason Hung
国际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去中心化协会（ IDACB ）顾问 / ICOBench 第六位  /  ICO Max 顾问
Jason 是移动商务、区块链生态系统、数字营销、人工智能（ AI ）和企业资源计划（ ERP ）相关业
务的系列企业家和发明家。他是 Treascovery公司、 Chidopi 公司、 TimeBox 公司、 EXSmart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以及超过 35 家 ICO 企业的顾问委员会委员。

Ivo Gueorguiev
Banca Transilvania 公司 - 董事会成员
Depository Network 公司 - 联合创始人
Paynetics 公司 - 董事长
在过去的 25 年里， Ivo 一直在中欧和东欧担任投资者和企业家。在过去的四年中，他联合创立
或投资了许多技术创业公司，这些公司主要都在金融科技领域。从 2001 年到 2011 年，他担任 
TBIF 金融服务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会董事长。

Jos Uitdehaa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法律改革顾问
世界银行集团 - 团队负责人和重要专家
欧盟委员会 - 法律和机构建设
Jos 拥有 15 年的国际顾问、法治项目、法律改革项目、法律起草、欧盟法律、人权以及区域合作
经验。他是资深专家，特别是在民事司法、法院管理、司法改革、司法管理、加强法治、人权、能力
和机构建设、执法、道德、纪律程序、电子司法、机构建设方面具有公认的专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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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stantin Djelebov
技术委员会顾问
Phyre 和 Rewards Labs 的首席执行官。 getti 项目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保加利亚最大的忠
诚度项目之一。他是一位具有技术背景的成熟企业家。

Giovanni Casagrande 
ICO 顾问
Giovanni 是一位作家、公众演说家、投资者和著名的区块链行业挂名首脑。他是 Black 
Marketing Guru 的联合创始人。 Black Marketing Guru 是一家位于意大利里米尼的数字营销
和广告创业公司。他还是各种项目的顾问。

咨询委员会成员
Kapil Sharma
业务发展与战略
Kapil 已经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基础架构经理和技术转型主管。他在大型全球分布式投资银
行和咨询环境中锻炼出丰富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擅长金融服务技术及商业策略。 Kapil 拥有
伦敦卡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专攻战略和企业融资。他还是 4 本Linux 书籍和 DCC 博客
上区块链文章的作者。

Hans Choi
区块链开发人员兼架构系统分析师
经过 17 年的流程建模， Hans 现在专注于与外国公司一起研究支付和区块链。他于 2004 年获
得韩国国立忠北大学的硕士学位。他曾担任软件开发人员以及金融领域的产品经理。

Dimitar Ivanov，博士（法学）
法律顾问
Dimitar Ivanov 是注册承诺和执行流程的专家。在合约法、商法和民事诉讼领域攥写了 60 多
篇文章和评论。《保加利亚法律注册承诺》专著的作者。《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注册承诺法执行诉
讼程序》（ 2016-2017 ）；《挑战：实施过程》（ 2016 ）；《挑战：限制》（ 2017 ）以及《挑战：破产》（ 
2018 ）的合作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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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款
本文件是一份仅用于信息目的的技术白皮书。本文件不是对未来意图的陈述。本文件的内容和 Depository Network 项目可能会有所更
改，因此请在我们的网站上订阅电子邮件更新，以便在网站更改时收到通知。除非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本文件中提到的产品和
创新目前正在开发中，尚未部署。 Depository Network 不对此类技术和创新的成功开发或实施，或文件中提到的任何其他
活动的成功做出任何保证或声明，并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承担法律或其他方式所暗示的任何保证。任何人都无权依赖本
文件的内容或由此得出的任何推断，也无权与 Depository Network 或本文件中提到的技术进行任何交互。

对于因任何人就本文件中包含的与Depository Network相关的任何信息和意见或任何与任何进一步查询相关的信息而引
起的任何类型（无论是否可预见）的损失或损害，Depository Network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文件中包含的信息来源于
Depository Network认为可靠的数据来源，因出于善意提供，并没有任何担保或保证。 Depository Network 就其准确性、
完整性或适用性做出了陈述。不应依赖于本文件，也不得赋予您或您的任何员工、债权人、证券持有人或其他股权持有人或任
何其他人权利或补救措施。本文所表达的任何意见都反映了本文作者目前的判断，并不一定代表 Depository Network 的意
见。此处反映的意见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并且，此处的意见并不一定与 Depository Networ k意见相符。如果本文件中
所述的任何事项，或本文件中所述的任何意见、猜测、预测或预计发生变更或随后变得不准确，则 Depository Network 没有
义务修改、修订或更新本文，或以其他方式通知读者或接收方。 Depository Network 有限公司，其董事、员工、承包商和代表
对任何由本文件引起、包含、衍生或遗漏的，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意见或信息所引起的任何人或接收人（无论是由于疏忽、疏忽
的错误陈述或是其他原因）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每位接收人仅依靠自己对本报告主题事项的知识、调查、判断、评估，以及
与任何进一步调查相关的任何信息，以确保其准确性和完整性。 DEPO 的投资只能由对加密代币和区块链软件系统的使用和
复杂性有关键经验和了解的个人、实体或公司进行。购买者应该对与其他加密货币代币相关的存储和传输机制有一个功能性
的理解。 Depository Network 不会以任何方式对由于购买者采取或忽略采取的行动导致的以太坊或 DEPO 损失负责。如果
您没有这样的经验或专业知识，您不应该购买代币或参与 DEPO 代币销售。 DEPO 代币的结果是不予退还。购买者不应期望
对平台和/或对公司的管理产生影响。通过参与 DEPO 代币销售，您明确承认并表示您已经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给您的任何
和所有文件和材料，并且您同意受其所有条款和条件的约束。您还声明并保证您有权在相关司法管辖区内购买 DEPO 代币，
且您的法定年龄受本公司提供给您的任何以及所有文件和材料的条款和条件的约束。如下所述，在供款期内向 Depository 
Network 做出的任何供款都被认定为不可退换的捐赠，供款人放弃参与集体诉讼或全体仲裁的权利，该仲裁针对涉及为
Depository Network 供款的任何实体或个人，涉及 DEPO 代币的分配和操作。虽然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本文件所作事实陈
述是准确的，但本文件所载的所有估计、猜测、预测、前景、意见表达和其他主观判断均基于截稿日期时被认为是合理的假设，
在包含它们的文件中不得被解释为表示其中提到的事项将会发生。由于多种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技术发展、法律或监管
风险、市场波动、行业波动、公司行为或无法获得完整和准确的信息，本文件中提及的任何计划、猜测或预测可能无法实现。 
DEPO 代币分销合约、 DEPO 代币智能合约和 DEPO 代币按“原样”和“可用”基础提供，不存在由 Depository Network 做出
的任何形式的陈述、担保、承诺或保证。在购买 DEPO 代币之前，您应该确保自己进行了检查和调查，并仔细审查购买协议中
规定的购买 DEPO 代币相关的风险。购买 DEPO 代币不可退款，购买也不能取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无权获得任何已购买
的 DEPO 代币或无法购买的 DEPO 代币的款项或赔偿。 DEPO 代币没有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权利、用途、目的、属性、功能或特
征，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用途、目的、属性、功能或特征。本文件包含了本文件中提到的实体网站的一些超链接，但是包含这些链
接并不意味着 DEPO 代币认可、推荐或批准链接页面上的任何材料或访问。访问此类链接网站完全由您自己承担风险。 
Depository Network 不对任何此类材料承担责任，也不对其使用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本文件并非针对或旨在分发给或被任
何个人或实体使用，该类个人或实体是任何州、国家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公民或居民，在这些州、国家或司法管辖区，该类文
章的分发、出版、接触或使用将与法律或法规相违背。未经 Depository Network 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出于任何目的将
本文件的部分或全部重新分发、复制或传播给任何其他人。某些特定国家的法律或法规可能会限制分发本文件的方式。任何
争议都将按照爱沙尼亚法院的规定来处理，欧盟及爱沙尼亚的法律都适用。 DEPO 代币由 Depository Network 有限公司发
行和销售，该公司是一家在爱沙尼亚 Талин 10141，Pärnu Rd 15 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拥有本文件的人必须了解和遵守这
些限制。通过访问本文件，其接收人同意受上述限制的约束。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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