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K1.

                          知识与机会启动

全球数字内容市场价值约200万亿韩元，并且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 KOK是

在全球数字内容市场中结合了AI和区块链的下一代内容平台，区块链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
心。

区块链内容平台



AD

2.
KOK代表知识和机遇Kickstart，并且是聚集各个领域最佳内容提供商的平台。 KOK代币不仅可以用于
欣赏内容，而且可以用于购物，文化内容投资，版权获取，广告。

KOK令牌

[B2B应用] [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转换或使用的硬币将被基金会烧毁。 KOK的价值继续增加。

购物

内容

公开
市场

投资于
文化内容

版权获取

区块链内容平台



KOK Member2.

Dong-Seob Hwang CEO

韩国最佳娱乐制作人

•延世大学和汉阳大学硕士

•韩国娱乐总监
制片人协会
•The Groove首席执行官



Young K Choe CTO

KOK Member2.

全球计算机工程师

•延世大学工程学教授

•三星电子总监

•SK海力士执行董事

•Nvidia研究总监

•BMC软件首席开发人员

•首尔国立大学核工程学士学位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Jinsuk Ko CIO

 

KOK Member2.

AI技术专家

•首尔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我爱学校的前首席技术官

•天宇首席执行官

•韩国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最佳技术员

•火币全球区块链负责人



Sungjun Park COO

KOK Member2.

韩国顶级游戏开发商

•首尔国立大学企业管理专业毕业

•在Nexon Cyphers执导《地牢与战士》

•NETKER首席执行官

•规划Hyperconnect中的付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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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eatures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200亿美元的全球内容平台市场，并创建一个真正的全球内容生态系统
，而不会出现国家间的障碍。

受委托人保护 复利 扎实的商业模式

由于加密货币市场的大幅波动，很
容易实现损失。

将KOK重新投资以通过复利获得更
多收益。

•全球数字内容平台市场价值超过200亿美

元。 KOK不仅仅是一个钱包。 它是由
专家开发的数字内容平台，支持游戏，
音乐等。

•使用KOK强大的付款功能，在线和离线购
物。

•作为回应，KOK将为您的美元本金提供
担保，以防止由于价格大幅下跌而造
成的损失，从而安全地实现利润。

通过投资各种数字内容，尤其是游
戏和音乐，可以期望获得丰厚的利
润。

通过资产管理专家开发的自动交易AI算法
安全地管理资金并提高利润。

KOK钱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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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业模式

作为全球娱乐平台，KOK平台具有各种经过测试的利润模型

包括销售内容，购物和套利交易。

1）平台管理利? 2）购物 3）管理利润（套利交易）

游戏 音乐 广播

•通过在KOK平台上出售游戏，音乐和流
媒体等内容来提高利润。

•通过庞大的用户群增加广告收入。

通过KOK平台上便捷而强大的

“付款”功能，进行各种负担
得起的购买。

•通过KOK购物中心提高产品销
售利润

通过KOK的公开市场直接销
售产品。

由韩国领先的投资专家开发
的AI技术将可以对托管资金
进行有效的资产管理。

通过基金管理（包括套利
交易和投资）创造利润。

KOK钱包商业模式



4. 利润模型利润模型
利用从平台上各种内容上挖掘而获得的利润来获得更多。 由于删除了已使用或交换的硬币，KOK的价

值将不断增加。

1）采矿

2）游戏
3）估值增加



5.代币分配

预期总计：300亿

发行：90亿

初始采矿：约1.8亿

起始值：1元

采矿：5年内88.2亿

（每天约500万）

由于每天分发的数量有限，KOK的价值将持续增长。

代币分配



300USD ~ 1,499 USD 4 ~ 8% 每月一次 $300 存款: $24

1,500USD ~ 9,999USD 9 ~ 11% 每月一次 $1,500 存款: $180

10,000 USD 以上 12~ 20% 每月一次 $10,000 存款: $2,000

 
 

     

1st 100% of
rec. person’s profit

2nd 2 ppl 20%

3rd ~ 5th 3 ~ 5 ppl 10%

6th ~ 10th 6-10 ppl 5%

10th onwards 3 stars or more

KOK PLAY6.
KOK Play正在寻找Frontiers来扩展其全球娱乐平台。 为Frontiers提供各种补偿，可以推

动平台的最初发展。

1）被动补偿 - 2）边境补偿（主动补偿）获得推荐奖金

※提款费：30天之内→5％，60天之内→3％
※利润包括用于营销目的的启动活动奖金，
活动结束后将修改价格

存款金额 利润（采矿） 利润示例 状况 补偿金

通过抵押加密货币（BTC，ETH，DAC等）。

每天都会产生利润。

薪酬结构

推荐1人

取决于星星

代



1 Star
(Bronze Star)

2 Stars

3 Stars

4 Stars
(Silver Star)

5 Stars

6 Stars
(Gold Star)

7 Stars

8 Stars
(Partner)

KOK PLAY6.
3）电平补偿

根据性能的不同，边疆区可通过上调8个等级来获得额外的补偿。 只有通过直系亲属才能在每个
级别上继承； 允许继承。

海外聚会（日本，东南亚等）的VIP邀请
银星纪念框
官方边防名片

支持离线陈列室设置
（补贴办公室，设备，初期运营资金）
金星纪念框

提供商务用车
提供私人办公室
认证为合作伙伴

韩国购物中心折扣（10〜30％）

额外补偿补偿金状况水平

存入10,000 USD或
行共同存款30,000 USD

直接推荐5人

直接推荐10人

3行中的每行至少1个3星

3行中的每行至少1个4星

3行中的每行至少1个5星

3行中的每行至少1个6星

3行中的每行至少1个7星

※只有通过直系亲属才能通过级别继承。

我利润的1％

我的利润的3％

所有世代的3％+我的利润的3％

世代的5％+我的利润的3％

所有世代的10％+我的利润的4％

所有世代的10％+我的利润的5％

所有世代的10％+我的利润的6％

所有世代的10％+我的利润的10％全球
利润的1％/ 8星的数量



酒店国王服务

 

6.

2019. 9 2019. 10 2019.12 2020. 1 2020.2 2020. 3

里程碑

从2019年8月的beta服务开始，新内容将每月通过KOK平台发布。

特别是，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在全球交易所上市。

平台启动

从韩国到中国，日
本等的全球启动

开放游戏中心
并推出了第一款游戏服
务，Hotel King。

购物

开设网上商城

离线付款服务：仅限
明星产品的特价

清单

在全球三大交易所中
上市，包括OKEX和
著名的国内外交易所
。

音乐影响者

有影响力的广告和
促销平台

在线赌场游戏

在线发布
赌场游戏服务超过

100,000名成员

在KOK平台上。

※由于交易所内部情况，交易所的上市日期可能会有所不同。



Global Blockchain Platform Showcase
2019, September in SEOUL

7.全球展示
2019年9月下旬将在首尔举行仪式，以标志着KOK平台的启动。 平台首次亮相的庆祝活动将邀请区

块链行业专家和前沿专家。



KOK PLAY8.

钱包    采矿     游戏     购物 我的页面

交换
电子钱包   交换      社区    我的页面

每日交易

汇率

交换费

总资产

钱包 交换 创建钱包

 全部使用

 可用余额

 鳍。 天

创建

存款后30天

利益

细节



Contents for using KOKKOK dApp9.

8-1.金酒店

 ※ Actual design may change after improving quality.

•在平台上增加KOK利润的游戏

•管理模拟游戏，通过建造酒店
来提高利润

•可以将酒店出售给其他用户。 

酒店价值实时变化。 用户可
以通过出售建筑物来创造额
外的利润

•由Nexon的开发团队创建，该
团队创建了轰动一时的游戏



Contents for using KOKKOK dApp9.
8-1-2. 利润率

实现高达150％的利润。

通过限制可建造建筑物的数量，
资产价值将不断增加。

每月利润高达150％ 每个服务器100,000个建筑物 获得VR World的优先权

通过使用KOK建立虚拟酒店可获

得高达150％的利润。

通过限制每服务器100,000家酒店的建设来保留

建筑价值。 通过买卖保证金实现额外的利润。

在VR世界中获得优质房地产的优先权

，VR世界被设定为2022年的服务目标
。

存款1,000 USD→利润1,500 USD！



8-1-3. 利润模型

Contents for using KOKKOK dApp9.

全球游戏广告市场价值超过23亿美元。 

（2020年预测）KOK平台上的Hotel King和其他游戏通过广告和物品销售创造利润。

玩游戏的用户将通过这些渠道获得补偿。



Create platform through DAC → KOKKOK dApp9.

8-2. Magia

 

•韩国顶级游戏公司Nexon在这项动作

大作中已投资超过600万美元

•预计于9月推出； 可以在KOK平台上
播放

•支持KOK付款

※阵容可能会有所变化，正在开发各种版本。



Create platform through DAC → 

KOK 8-3。 金骑士宇宙

KOK dApp9.

 

•截至2019年7月，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在

大约100个国家/地区可用

•每月最高收入：59亿美元

•支持韩元支付

•吸引更认真的游戏玩家

※阵容可能会有所变化，正在开发各种版本。



KOK dApp - 游戏8.

8-4. J88POKER

•由职业赌徒和林有焕和洪镇
镐等著名游戏玩家演奏

•全球160,000名会员

•支持KOK付款

•预计2020年2月



KOK dApp - Music9.

8-5. TOWB 音乐

•TOWB MUSIC是世界上第一个配备“盲人战斗”功能和“自动共享

”算法的数字音乐平台。

•在线音乐竞赛和共享系统，可限制对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偏见。

•使用TWB直接向艺术家的TOWB钱包支付版权费。 快速透明的付
款系统，可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

•除了TOWB Music的盲目战之外，赞助商（个人和公司）也可以设

置自己的盲战，这可以最大程度地宣传广告，并鼓励音乐的使用/
购买和试听。

•TWB用于插头上，并通过KOK分发。 将来，可以通过与DAC交换

来兑现ICE。



KOK dApp - 娱乐9.
8-6. inplug

视频平台上的影响者通过区块链进行交流！

•inplug由韩国娱乐制作人协会理事创立。 Groove是子公司，生产和发行各种韩流音乐内
容，例如OST，电影，戏剧和偶像组合。

•引入了世界上第一个独家网红合同系统。 目前与韩国和国外约30名著名网红签有合同
。

•作为插件（OTT）平台，inplug将影响者与广告商进行匹配，并有望在2019年底推出。
•ICE硬币分布在KOK平台上，并用于插入式。 将来，可以通过与DAC交换来兑现ICE。



购物 - Feelway10
. 韩国排名第一的在线豪华购物中心拥有200万会员，它将接受KOK作为

路易威登，爱马仕等制造的各种奢侈品的付款



10 购物–东大门购物中心

. 目前正计划在东大门安装

KOK支付系统

购物中心，韩国人的中心

在2018年掀起时尚潮流。



 

동북아경제협력위원회

在韩国已确认的商店：从2020年开始，将逐步安装约2,000个离线付款 

10
.

购物–专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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