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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白皮书为草案，仅用于BitCanna项目外部服务商之间传播，做信息参考使用。本《白皮书》草
案为Bitcanna团队匠心之作，是我们业务素养的体现，也是我们信念的表达。

本文档不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招股计划书，不作为招商引资用途，且不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国家出售有价
证券。本《白皮书》中所含信息不构成任何买卖数字货币的提议或建议，不构成投资或参与BitCanna项
目或软件的任何提议或建议。

本白皮书中所包含信息仅体现BitCanna撰写本白皮书时的观点和看法，如有变化恕不另行通
知。BitCanna项目及其相关软件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项目的概念、技术、以及商业模式随着时间
推移将可能出现重大调整，并体现在软件中。

本白皮书内容为保密信息，仅供特定读者阅览，您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可将其视为依据。未经
BitCanna书面允许不得复制或传播本文档或其任何内容。本白皮书明确不适用于因国籍或居住地辖区
内法律禁止而不得接触此类信息的个人。

www.bitcann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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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年来，全球大麻产业的发展一直受限于各种管制和约束，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合法化医用大麻和
娱乐用大麻的使用，合法大麻的市场飞速发展。在欧洲国家西班牙、荷兰和瑞士，对于使用和出售少量
大麻的行为，虽不合法，但并不入罪。

由于该行业的“灰色”形象，大多数银行、信用卡发行公司以及支付服务运营商都拒绝经手来自大麻行
业的资金，即使资金的来源完全合法。这一现状导致该行业不得不使用诸如现金交易的低效做法，进
一步灰色化了行业形象。

针对这一问题，BitCanna将通过BitCanna代币（BCNA币）为合法大麻行业提供去中心化支付网络服
务。用户能够通过BCNA币在线上网店或零售实体店进行支付，以此解决行业目前的支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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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市场已经出现一些针对大麻行业的数字货币，但BitCanna拥有得天独厚的战略优势，能带
领大麻行业脱离灰色地带。

BitCanna将带领该行业走出当下困境作为要务。通过供应链管理和身份验证功能，BitCanna将协助
立法机构建立一个健康透明的大麻市场。

如何被主流目标用户采用是当前市场中所有大麻行业数字货币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这正是
BitCanna的优势所在。BitCanna创建组织的用户网络月访客量超千万人次（线上和线下大麻经销点以
及以大麻主题的媒体渠道），对该网络中用户进行动员、激励和整合，便能迅速推广BCNA币。

本《白皮书》将详细阐述BitCanna将如何实现其终极目标，为消费者和商家建立一个更透明，更健康以
及更易于监管的大麻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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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定义
• 大麻行业：大麻相关的所有合法种植机构、行业机构、服务运营商、监管机构、研究机构以及消费

者。 
 
大麻行业和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与玩家： 

• 经销商：销售娱乐用大麻或医用大麻或其相关产品的公司。 

• 消费者：使用及购买娱乐用大麻或医用大麻或其相关产品的个人。 

• 零售商：指任何销售大麻或其相关产品的零售店。 

• 零售电商: 在线上销售大麻或其相关产品的网店。 

• 种植商：种植大麻的公司或个人。 

• 分销商：作为渠道代理指买入产品或产品线、仓储、然后卖出给经销商或消费者的实体。 

• 支付平台：提供支付服务的公司，包括各种银行、信用卡发行公司以及。。？ 

• 法币：法定货币，依靠政府法令成为合法通货的货币，其本身并不具有内在价值。 
缩写 

• JSON文件：以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格式储存数据的文件。该格式为文本格式，小巧且容易
直接阅读。 

• PoW：工作量证明共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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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挑战 
欧洲的大麻行业总量达数十亿元人民币。然而，该行业却面临一个巨大难题，那就是对其基本产品监
管不完善。虽然很多欧洲国家都有大麻合法化的趋势，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允许销售大麻，但是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占有、生产、和运输大麻仍然被视为非法。

这一现状导致该行业不得不容忍灰色操作的存在。大麻市场被打上“灰色市场”的烙印，政府无法对其
进行监管，财务机构也无法对其进行审计。这一现状为市场中的消费者和商家带来诸多挑战。

1.1 低效昂贵的支付方式

即使在大麻完全合法的地方，大多数银行、信用卡发行商以及支付服务运营商仍然拒绝经手来自大麻
行业的资金。匮乏的支付方式远远难以满足大麻行业内公司的需求。

PayPal使用规则表明：“您不能使用PayPal服务从事以下活动：挑唆、促使、方便或指导他人参与非法
活动的受监管药品或其用具的交易。”

PayPal使用规则表明：“除非联邦法律允许，一切美国境内与大麻相关的支付与交易均不得使用VISA
网络。”这就导致市场被迫沿用蹩脚的支付方式，网店必须使用低效且昂贵的银行跨境转账，而实体店
零售商则往往因为现金过量囤积而导致严峻的安全问题。

众所周知，囤积大量现金，不仅带来安全隐患（偷盗、丢失、假钞等问题），还会带来额外支出。要降低
现金存放带来的安全隐患，就有必要为现金投保，但是通常情况下，现金保险价格不菲，大概每月要支
付投保现金总金额0.1%的保金。现金存放的平均服务费用约为0.28%（这一数据出自欧洲三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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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来源与品质不明

由于大麻的生产和运输在欧洲仍为非法，产品来源无法得知。因此，供应链越长，产品的来源信息就越
少，而产品的品质也越难保障。

那些坚持品质至上的公司无法证明自己的产品质量优于其他品牌，而出售劣质产品的品牌则谎称高品
质，从不公平竞争中渔利。这些现象降低了消费者对大麻市场的信任。此类问题在网络销售中尤其严
重，因为消费者必须依靠评分和评价来判断产品，而这些评分和评价很容易作假。另一方面，暗箱操作
导致信息不对等，使得资本方与代理方的关系难以界定，利益分配严重失衡。

1.3 隐私问题	

数字化时代，消费者在信息共享问题上越来越谨慎，尤其
涉及到大麻相关信息的共享。虽然并不必要，但消费者必须与第三方共享过量个人信息。例如，在线购
买要求消费者必须填写银行账号和全名，而实体店则要求消费者出示身份证明。这就迫使消费者必须
共享更多不必要的个人信息。
  

1.4 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大麻相关的法律不健全，整个行业面临以下挑战：

1.	从业公司不得不涉及法律的灰色地带，自缚手脚，无法公开透明做生意。
2. 由于支付平台拒绝提供服务，即便是合法产业，仍然被低效昂贵的资金往来方式牵绊。市场参与者
和银行来往中经常需要想办法绕过很多障碍，这对行业的灰色形象有害无利。
3. 产品来源和产品品质难以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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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方案 
BitCanna币的出现将能解决大麻行业目前所面临的多重挑战。欧洲的大麻行业领袖组成战略联盟，合
力打造BitCanna，并因此项事业成立专门的BitCanna联盟，其中包括欧洲市场最负盛名的种子银行
和最具影响力的大麻零售公司，每月总访客量超过一千万人次。联盟集结在共同目标之下，团结一心，
致力于为行业当前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而联盟成员在各自领域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让这一目
标的达成指日可待。

行业领袖强强联手，志在带领市场走出灰色地带，赢回消费者、监管方和金融机构的信任。BitCanna
联盟将打造一个区块链解决方案，并将其完美整合至全行业，分阶段完成对行业的改革，将行业透明
度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让消费者和从业者双双收益。

这一方案的目标是向市场提供一种安全、快捷、在各地均合法合规的、完全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帮助
市场摆脱对低效且昂贵的交易手段的依赖。此外，BitCanna还将用来对大麻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渠
道全程追踪，将行业透明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除此之外，BitCanna还将为所有行业参与者引入
一套评分体系，向其所有用户提供加密身份，以此建立各方信任，树立行业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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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去中心化支付网络

项目的第一个阶段是为大麻行业打造专属去中心化支付系统。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为合法商业领域
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支付服务。这一支付系统的核心是BitCanna币（BCNA币），是系统自己的数字货币
和记账单位。

在具体操作层面，BitCanna将允许从消费者到商家的直接支付——无需任何中间机构。BCNA币是一
种安全、快捷、易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

区块链账本记录一旦发生就不可改变，这一特性所带来的透明度能够让金融机构轻松审计大麻公司，
也将方便政府部门对大麻公司进行合理征税，对大麻行业进行有效监管。

2.2 BitCanna供应链——大麻行业自己的去中心化数字供应网络

通过供应链监管这一功能，BitCanna将提大大高行业透明度。BitCanna将为商业活动设计一款能够
在优化供应链的同时建立信用的辅助工具，将大麻行业的透明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信任度低的通常原因是由于链上的一环有着比另一环更优质的信息。信息不对等导致权力不对等。但
是，如果每一笔交易都被整齐的记录进区块链的话，将彻底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

2.2.1 存储在区块链中的供应链

BitCanna区块链结构中为供应链架设了专属“供应层”。在这个“供应层”中，整条供应链的每个产品
都会配有数字身份，而且供应链上的每个参与者包括种植方、加工方、分销商、经销商、研究机构等也
将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我们利用区块链记录不可变的特殊属性，记录从源头到消费者的整条供应链
上每件商品的持有人信息及其变更。这条持有人信息链的存在可以更好的验证产品是否为正品并保障
品质，帮助各方做出更好的采购和购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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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商业应用

BitCanna区块链智能合约和供应链功能将被应用在多项商业活动中。

追踪溯源系统能够取代传统的纸本记录，提供仓库中货物变化的实时信息，简化库存管理。BitCanna
将为库存管理提供专门的应用，并设计简单的直观用户界面，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监管和控制。
这样一来，商业部门就可以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更好的控制，确保货物按时出仓入仓，最大程度上降低
库存量。

2.2.3 消费者应用

公开透明的供应链信息也可以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质量。BitCanna将开发并提供一款简单易上手的移
动版应用，通过扫描QR二维码，消费者就能迅速得知心仪产品的详细信息，例如，大麻种子产品的详
细信息中将包含其产地、第三方质量检测结果、时间戳、地址、以及消费者评价等。

2.2.4 公开透明的供应链信息

政府监管部门一直对大麻市场进行着严格管控，投入的精力也日渐增长。BitCanna将与各方通力合
作，创造一个诚信的市场环境，这一事业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行业透明度。

分布式账本技术可以让所有用户获得市场中生产、运输和资金流等相关信息。这一技术对行业各个相
关部门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例如，生产方、分销商、物流服务公司、政府部门以及消费者。

高透明度的供应链能营造商业环境的诚信氛围，奖励履约行为，
用户将在竞争中具有更大优势，这将吸引大麻行业内的更多从业者加入BitCanna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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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评分体系

通过引入评分体系，BitCanna将为BitCanna区块链网络中的各方用户创建一个信用体系。这样一来，
从种植者到终端消费者，供应链上的每一环节都能拥有和维护自己的信誉，做到名副其实。

在操作中，区块链将允许公开评价。例如，针对某一地址发表的公开评价可以让你了解该地址所对应的
个人或机构是否值得信任。内置查验功能和内置平衡算法等多项参数的引进将确保评分体系的公平公
正。

BitCanna还有专门针对虚假评价的应用设计。大麻行业深受虚假评价之害，虚假评价让商家与消费者
的利益双双受损。BitCanna区块链技术只允许信用良好的真实买家对其购买的产品作出评价。除此
之外，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信息透明的特性能够避免商家之间出于竞争原因给出的假恶评。

2.4 BitCanna ID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隐私，BitCanna将引入个人数字身份功能，以下简称BitCanna身份。BitCanna将使
用身份证明或驾照来核实您的身份信息，一旦通过核实完成身份创建，您的个人信息将被加密并进行
哈希运算，而经运算得出的哈希值将被写入一个独立的BitCanna地址。届时，您的身份已经创立完成，
所有无关的个人身份信息将被删除并丢弃，而您则可以使用专属且可靠的匿名BitCanna身份。

通过移动客户端应用，消费者能够通过自己的BitCanna身份证加入大麻社交圈或者从零售商处购买
大麻产品。在很多国家大麻仍然被视为毒品，与犯罪联系在一起。有了BitCanna身份，您就可以免出
示个人真实身份信息，避免在与大麻相关的活动中留下任何个人痕迹。您的BitCanna身份能够代表您
从事一切与大麻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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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机遇
根据Bryan，Garnier	&	Co.的预测，全球合法大麻市场在未来十年将增长1000%。这一总部设于欧
洲的投资银行预测全球合法大麻市场将于2027年增长至1400亿美元，且在这期间能与大麻行业爆发
式增长齐头并进的只有加密货币行业。BitCanna在此刻切入市场，时机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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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字服务短缺

大麻是一个新兴行业，不像其他成熟行业一样拥有历时数十年逐渐完善的流程和体系。在行业发展的
早期阶段，如果能填补行业空白，创建一个可以在接下来的多年间持续优化行业结构的服务平台，就是
抓住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辅助性的数字平台将成为行业的基石——提供产品质量追踪、数据管理、商务软件、物流解决方案和
贸易等服务，协助销售厂商和采购零售商在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进行交易。”(Prohibition Partners, 
2017, p. 44)

BitCanna将在设计层面就整合上述功能，进而满足行业需求，因为合法大麻行业正在经历快速增长，
竞争的白热化不可避免。这也是BitCanna的主要竞争优势之一。纵观其他大麻行业主流数字加密货
币，除了作为可选支付手段之外，并不提供任何额外数字服务。

3.2 欧洲机遇

目前已经存在的大麻行业代币如Potcoin、Hempcoin和Paragon的重心和注意力完全放在美国和加
拿大市场。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目前北美大麻合法化和投资大麻的空前热度，所有投资人都想在其中分
一杯羹。这让此时的欧洲大麻市场因为缺乏竞争而完全开放。虽然目前欧洲大麻合法化进程落后于北
美，但在未来五年内，欧洲将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大麻市场。

出于以上所述原因，BitCanna选择欧洲作为起始阶段的目标市场，更何况BitCanna联盟本身立足于
欧洲而且已经搭建好一张全面的商业网。
一旦在欧洲夯实基础，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进军美国市场和全球市场。

根据《欧洲大麻行业报告第二版》（European Cannabis Report 2nd），如果欧洲所有国家实现大麻
合法化，那么整个大麻市场的年度总产值将超过562亿欧元。虽然前路漫漫，但是像德国（147亿）、西
班牙（56亿）、意大利（58亿）和荷兰（52亿）等国家对大麻商业化的态度倾向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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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医用现状 现状 潜在医用市场 潜在市场 潜在大麻市场

美国 部分州合法 不明朗 €3.9* 40.4* 44.3*

加拿大   合法  合法 0.4* 3.3*  3.7*

德国 合法  不明朗 10.2* 4.5* 14.7*

西班牙 不明朗 不明朗 3.3* 2.3* 5.5*

意大利 合法 不合法 4.7* 1.1* 5.8*

英国 不合法 不合法 5.3* 6.0* 11.3*

法国 合法 不合法 7.2* 1.7* 8.9*

荷兰 合法 不明朗 2.1* 3.1* 5.2*

瑞士 不合法 不明朗 1.3* 0.8* 2.1*

*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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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欧洲整体视作单一市场固然是众望所归，但是在合法大麻行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欧洲各国仍然
是各自发展的独立市场。对于任何计划进军欧洲市场的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解欧洲各国在
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上的细微差别。”
(Prohibition Partners, 2017, p. 14)

“欧洲正处在管控和立法改革的浪口上，推进速度之快让人难以预测。在过去六个月中，欧洲多国
表明态度，考虑或计划在未来通过立法推进大麻合法化进程，变化之快堪称立法领域的摩尔定律现
象。”
(Prohibition Partners, 2017, p. 10)

“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德国已经在欧洲率先开放首个管控下的合法医用大麻市场，为其他欧洲国家
的大麻合法化进程探明方向并铺平道路。目前，欧洲至少五个国家的立法机关已经开始为医用大麻起
草新法案，欧洲将见证该市场新一轮的蓬勃发展。”
(Prohibition Partners, 2017,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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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给出了当前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医用大麻合法化的态度。
 

当前合法化态度
医用大麻

 非常激进 
 温和激进 

 温和保守 

 非常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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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给出了当前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态度。

当前合法化态度
娱乐用大麻

 非常激进 
 温和激进 

 温和保守 

 非常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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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
4.1 区块链架构

BitCanna已经针对大麻市场的需求为其量身开发出一款区块链产品，并已经成功通过测试。五层结
构的每个层级对应不同功能（请参见下图）。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实现主网络的所有功能，已经开发完
成，计划将在第四季度面世。第三至第五层级是对未来功能的开发计划，尚有待调整和完善。

	第五层级应用。无缝整合消费者用户
（BitCanna	Mobile移动版）和商业用户
（BitCanna	Business商用版）应用，使用智能
合约，为链上各方实现功能的自动化。

 第四层级信用与信誉。评分体系建立信任并树立
信誉。

	第三层级供应链。产品与用户
在供应链上的数字身份，包括消费者数字身份。
 

	第二层级不可改写的公有链数字账本。BCNA数
字货币作为价值载体。通过权益证明（PoS）确保
网络功能。

	第一层级核心协议BitCanna基础结构，记录交
易信息的去中心化网络，包含区块链上所有运行
协议的设备（节点）。



20

每发现一个区块，就会产生新的BCNA币。新区块的发现速度大约为60秒，困难度再导向算法能够保
持发现新区块所需时间不变，每个新区块所能产生的BCNA币数量将随区块总量的增加而线性递减，
创世区块（区块高度为1）的奖励最高，之后每产生525600个区块，新区块的奖励就减少10%，如此递减
直到奖励为零。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系统将渐渐转变为仅依靠交易手续费的模式。

区块链技术规范

首发时间： 2018年10月01日

区块链类型： 公有链、去中心化、基于UTXO

货币符号： BCNA

算法： PHI1612

BitCanna币经济要素

首次供应量*： 420.000.000
流通供应量*： 252.000.000
最大供应量*： 651.000.000
通胀率： 10% --) 0%

区块创建

区块创建时间： 60秒
区块体积： 4M
区块奖金分配： 50%主节点/40%权益证明/10%项目提案

*具体值取决于首次代币发行（ICO）的总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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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网络与激励

BitCanna区块链是一个使用权益证明共识算法的开源区块链。在公有链网络中，恶意
用户有可能为了攫取个人利益，尝试对网络发动攻击或者进行扰乱。为了避免此类恶意
破坏，网络必须有一个共识算法来确保其安全，也就是说，BitCanna网络必须设立一个
安全机制来避免恶意个人通过恶意行为从网络中获益。

权益证明（POS）是一种公链共识算法，共识依赖于验证者在网络中所持有的经济权
益。

当用户对一个节点拥有全部控制权，并在BitCanna钱包中存入数字货币时，该用户便可
参与到BitCanna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中，对链上交易进行验证。在网络接受新区块之前，
创造新区块的那个节点必须先证明自己持有达到一定“门槛量”的数字资产，才能获得
网络的认可。创造新区块时，需要先向自己转账，以此证明自己对数字资产的所有权。这
个门槛量（也被称为“目标”）由区块链网络给出，通过类似工作量证明（PoW）算法中
所使用的难度值调整机制来确保区块生成时间基本保持不变。

每隔60秒（区块平均生成时间），网络会选择一个钱包对其进行权益奖励，以此来维护
网络的安全稳定。这个节点（钱包）获得奖励的时间以及次数取决于该节点已持有的权
益的“重量”，而权益“重量”则由该节点所持有的数字资产数量和时间这两个因素决
定。持有数量越大，持有时间越长，发现新区块的概率就越大。

BitCanna计划将年度权益奖励总额的5%到10%分配到BitCanna专项钱包中，而奖励
总额则由网络中的活跃节点数量决定。

4.3 主节点

BitCanna网络通过上述共识机制保障其安全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专门的服务器网络来增强其稳
定性，这就是主节点网络。与普通节点不同，主节点能够实现更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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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实时转账

BitCanna网络中，主节点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实时收账。要满足零售端的使用需求，实时转账是重中之
重。BitCanna网络中的主节点能够大大缩短转账时间使其几乎达到“实时”。

4.3.2 监管与预算	

BitCanna区块链上还搭建有一个类似于Dash/PIVX的管理预算系统，主节点通过这一系统做出重要
决定。该系统中，主节点通过投票方式支持或反对某一提案，一旦通过，BitCanna开发部门便会履行提
案，网络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决定。

像Dash一样，每一笔权益奖励的10%都将被放入储备权益基金，用来履行投票所通过的提案。这一基
金的设计能够实现BitCanna长期持续的发展，而无需依赖募捐或预挖等手段获取发展资金。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主节点，但必须通过抵押金的方式。这笔抵押金留在用户名下，随时可以提取，然而，
一经提取，该用户的主节点便自动脱离网络。运行主节点有以下条件：
  
• 主节点抵押金：100.000 BCNA币
• 全天候运行的虚拟专用服务器或主机来存放钱包。
• 专用IP地址
• 足以存放区块链所有数据的存储空间

4.3.3 主节点奖励机制

由于对整个网络提供服务，主节点将获得奖励，每次因生成新区块而产生的奖金中50%将分配给主节
点。可以根据区块链长度和网络中主节点总量计算出主节点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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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用
通过多个简单易用的应用，BitCanna将为用户提供一套成体系的服务，在建立大麻产业网络的同时
实现交易和产品的信息公开可查。大麻零售店、网店、种植方和客户都将从BitCanna提供的服务中获
益。

这一套成体系的服务中除了包含上述的支付网络、供应链监管和身份验证之外，还将通过专门的应用
实现更多功能，激起消费者和商家更大的使用热情。本章内我们将简单介绍这些应用及其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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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BitCanna钱包

BitCanna将提供三种钱包——节点钱包、Lite钱包和BitCanna移动版。
 
 Lite钱包是一款专为电脑端设计的简单易用的安全钱包，主要用在BCNA的存放、转账和收款。由于

并不在本地存贮区块链信息，Lite钱包比起节点钱包的优点是其体积大大减小，但同样的原因也让
Lite钱包无法像节点钱包一样获得权益奖励。移动版的功能将在下一段进行介绍。

Lite钱包将实现以下功能：

• 免费下载——在BitCanna.io可以免费下载适用于Windows、Linux和OSX的BitCanna钱包。 

• 安全登录——您可以使用个人密码、JSON文件或最终通过“账本支持”登录。BitCanna钱包有内置
SSL安全协议加密，更多一重保障。 

• 转账——您可以对您的BCNA币进行转账，操作方法和传统转账相同。 

• 实时转账——主节点能够实现转账实时到达，Lite钱包将具有此功能。转账以近乎实时的速度到达
目标账户，是满足零售端需求的重中之重。

节点钱包除了具有Lite钱包的所有功能之外，还将实现以下功能：

• 权益奖励——节点钱包将与整个区块链进行信息同步，即时将BitCanna区块链的所有信息记录存储
到本地设备。由于必须下载区块链所有数据，这就要求节点钱包设备具有足够的存储空间。只要打
开节点钱包，您的电脑设备就将为区块链的信息安全做出贡献，而您将因此获得权益奖励，按年发
放，金额大概在5-10%之间。  

• 主节点奖励——如果您的节点钱包中存放有到达一定数量的币，那您就有资格将您的节点钱包升级
为一个主节点。你可以在个人电脑上运行主节点，也可以使用虚拟专用服务器（VPS）。详情请见“主
节点网络”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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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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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itCanna移动版

BitCanna移动版应用简单易用，功能如下： 

• 移动钱包——在BitCanna移动版轻松登录移动钱包，就可以在零售店使用手机快速付款，或进行点
对点（P2P）转账。 

• 移动身份——在BitCanna移动版轻松激活BitCanna加密身份，在零售店和网店进行身份验证会变
得更加便捷。用户必须首先登录并通过验证，才能获得BitCanna身份。 

• 数据库——消费者通过移动版可以获取几百家大麻零售店以及超过15,000种大麻品种的相关信息。 

• 客户评价——客户能够对店铺和大麻品种进行评价，受到评价的店铺将使用BCNA币对评价者进行
奖励。 

• BitCanna地图——使用谷歌地图界面，
• 整合当地大麻零售店的具体位置，帮助消费者根据喜好搜索附近零售店和产品品种。 

• 广告推送——BitCanna移动版将允许零售商向其地理位置附近的消费者投放广告。允许广告推送功
能的消费者将收到来自广告投放方的直接BCNA币奖励。移动版内，商家所设广告奖励金额越高，广
告影响力就越大。 

• 忠诚度项目——商家可以在BitCanna移动版启动忠诚度项目，使用BCNA币作为奖励推广产品或给
出折扣。 

• 产品扫描——顾客只需通过移动版扫描产品，便可获得产品信息，包括产地、生产厂家、生产地址、
时间戳、品种以及质量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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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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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BitCanna商务版	

 BitCanna商务版专为商用而生，模块化的商用“工具箱”将提供安全稳定的支付系统，管理和显示
商业数据，并对其做出商业分析，创造宝贵价值。以下工具能够帮助种植者和经销商降低成本、提高
销量：

• BitCanna在线支付插件——为了网商中进行推广，BitCanna将推出专为流量多个主流支付平台
（OpenCart, Magento, OSCommerce, Prestashop, WooCommerce, and Shopify）设计的多
款简便插件。一旦首次代币发行（ICO）完成，就可以马上在BitCanna网站上下载这些插件和插件安
装指南。 

• 零售端——一旦首次代币发行（ICO）完成，零售端移动支付解决方案就会立刻实施，该方案将整合
入大麻零售点最常用的商用流程软件。 

• 库存管理——库存管理工具设计有直观的用户界面，方便商业部门对其整个供应链进行跟踪和控
制，从而在生产的每个阶段将库存水平维持在不冗余也不短缺的最优水平上。 

• 质控工具——在整条供应链上进行标准化管控，帮助商业部门验证原材料的产地、产品保质期以及
产品品质和品质证书。 

• 身份验证——验证买家在BitCanna的哈希加密身份。 

• 数据分析——商家将获取关于BitCanna消费者口味偏好、地理分布等相关信息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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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与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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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BitCanna平台

商用通道是对消费者移动版应用、电脑端钱包和商用模块化工具箱的功能的结合和延伸。商家和大麻
达人在平台上可以进行直接的定向营销，并激励消费者和商家使用评分体系对彼此作出评价。除此之
外，平台还将鼓励和刺激使用BCNA币替代当前法定货币进行支付的行为。

5.4.1 BitCanna平台

商家用户将通过商用通道登录平台，享受商用模块化工具箱的扩展功能。这样一来，店家和零售商将能
够同大麻达人合作，进行直接面向市场的定向营销。此外，平台还搭建有数据分析工具，进一步优化营
销效率。

每一位BitCanna的验证用户都能通过BitCanna移动版或电脑端登录平台。BitCanna平台将实现以
下功能：

•  广告推送——平台上的店铺和商家可以从平台购买广告空间，广告空间仅限使用BCNA币购买。允
许广告推送功能的消费者将收到来自广告投放方的直接BCNA币奖励。

•  忠诚度项目——商家可以在BitCanna平台启动忠诚度项目，使用BCNA币作为奖励推广产品或给
出折扣。

•  评分体系——全方位的真实评分系统，消费者可以给商家评分，同样，商家也可以对消费者进行评
分。为了激励消费者留下评价，每留下一条评价都将收到BCNA币作为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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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BCNA币消费激励

BitCanna联盟所有成员达成一致意见，将激励用户使用BCNA币取代法币进行支付。为了让大众消费
者迅速接受BCNA，联盟内的商家将对BCNA币支付给出额外优惠。BitCanna平台将能看到所有优惠
信息汇总。

例如：

降价活动——打折、“BCNA返现”等方式。

赠品活动——购买价值一百BCNA币以上的产品可获得免费赠品。

产品加量不加价——用BCNA币支付，“买一送一”等方式。

免费小样——用BCNA币支付即可获得免费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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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场营销战略
BitCanna营销战略的重心只有一个：那就是快速获取大量用户。首先，BitCanna将提供一种更划算更
快速的支付手段，以此获得商家和消费者的青睐。为了在早期迅速获取大量用户，欧洲大麻行业领袖将
在首次代币发行（ICO）之后同时开始推广这一支付手段，同时还将针对现有合作伙伴的所有顾客群体
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营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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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战略合作伙伴

与大麻市场其他代币不同，BitCanna由欧洲大麻市场最具影响力的老牌公司联手打造。联盟所有公司
每个月有超过一千万的访客量，产生30,000笔交易并售出200,000件产品。BitCanna将与联盟携手，通
过战略布局锁定针对性客户群体，争取最高曝光率和最大影响力，实现平台在主流人群中的推广普及。

以下列出的公司均为BitCanna战略联盟成员，将被整合入BitCanna网络之中。2018年第四季度主
网即将面世，这些网络零售商将在各自的网络销售平台中加入BitCanna组块，面向所有顾客推出
BitCanna支付方式。

以下列出的实体店经营商将在零售终端软件实现所有功能之后完成与BitCanna的整合，这一步预计
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实施。

BitCanna联盟由下列公司组成：

• Royal	Queen	Seeds: 全球最大的种子品牌之一：该公司拥有覆盖欧洲的线上销售，在阿姆斯特丹
和巴塞罗那设有实体店。

• Zamnesia:	欧洲最大的有机精神类保健品和大麻种子线上零售商。
• Cibdol: 出售高品质CBD产品的著名网络销售商。
• Zambeza	Seeds: 欧洲的大麻种子品牌，成长迅速。 
• House	of	Smart:	荷兰南方著名的大麻零售商。• 
Vertafort: 欧洲成长最快的营养品公司。

• Grow	Caps: 植物提取的天然高分子胶囊营养品公司。• 
Boerejongens:	阿姆斯特丹著名公司，拥有阿姆斯特丹标志性大麻零售店。已经在当地市场成功经
营多年。Boerenjongens也是Amsterdam	Genetics的创立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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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地图显示BitCanna联盟现有成员业务覆盖的国家和区域

	当前业务覆盖
现有成员

  BitCanna经销商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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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营销活动

6.2.1  目标客户群

加密货币在技术达人圈中已被广泛接受。这群人热爱冒险，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好奇心，愿意做“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所有新技术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获取第一批用户，数字加密货币也不例
外，第一批用也被称为“破冰者”。为了最终赢得主流用户和商家，必须首先激活破冰者，他们是最重要
的目标客户群，他们能决定一件产品是否能够进入主流市场。他们是意见领袖，往往也是大众的榜样。

直到2018年，所有数字加密货币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如何邀请破冰者入场。就像之前所说的，其他大
麻相关数字货币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网络使用率不足，无法验证并激活
足够真实用户。

现有数据表明，85%-90%的数字货币用户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也就是说，这群人就是数字货币市
场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和“破冰者”客户群高度重合。此外，27%的数字货币用户都来自欧洲。

对BitCanna联盟数据库的一项调查显示，2017年在联盟网站有过网购行为的顾客中，56.25%也同时
为数字货币用户。市场推广初始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吸引这一目标客户群的注意力。一旦
这群破冰者们开始使用BitCanna并将其视作大麻产业的行业数字货币，这一概念便会经由他们在更
广的人群中散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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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推广活动

BitCanna将针对所有合作伙伴已建立的顾客群同时在线上和线下开战积极的推广活动。我们的合作
伙伴每月的总营业额相加达数百万欧元，更有超过一千万的线上总访客量，

我们将利用合作伙伴们的优质市场渠道将BitCanna的影响力覆盖至数百万大麻爱好者群体。我们已
开发出多种工具，用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

• 在线上零售商网站的醒目广告位打出BitCanna网幅广告（六种语言）。 
• BitCanna博客功能将登陆线上零售商网站（六种语言）。   
• 向顾客网购的包裹中加入BitCanna印刷宣传页（六种语言）。  
• 在实体店挂出BitCanna宣传海报，并在窗口醒目位置贴出“接受BitCanna支付”。

除此之外，BitCanna的每个合作伙伴都将获得X枚BitCanna币，用于宣传推广活动，加速BitCann
流入至合作伙伴们各自的顾客群体。我们将专门预留5.000.000枚BitCanna币用于此项推广计划。
如，合作伙伴们可以将少量BitCanna币作为赠品，回馈给下订单并支付的顾客。

同老牌大公司在市场推广中通力合作是一项双赢的事业。BitCanna将赢取市场关注，获得影响力，
我们的合作伙伴则将受益于向顾客提供安全可靠的支付方式。

BitCanna媒体合作伙伴

除了大麻行业中的重量级合作伙伴之外，BitCanna还有重量级媒体的支持。这些媒体合作伙伴覆盖
上和线下，在大麻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些媒体的受众遍布全球，和我们的目标客户群完
重合，构成数百万的BitCanna潜在用户。在下列媒体平台上我们将密集推送文章并开设专栏博客：

 • Cannabis.info
 • Highlife 杂志
 • Soft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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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线图
在区块链技术革命之前，我们在零售业业内的合作伙伴们就已经在上下求索一条通路，以期绕过上面
阐述的诸多行业障碍。研究如何解决大麻产业供应链低效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更多问题——
纵向整合问题、政策问题、透明度问题和财务问题等，困扰着整个欧洲市场，甚至全球市场。这些发现
不仅让我们的项目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还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用例。

项目的发展路线图由三阶段组成。

Q1     2017

 • 市场机遇调查。

Q2     2017

 • 商业案例研究以及 
 解决方案头脑风暴。

Q3     2017

 • 创始人、核心团队、开 
 发团队和BitCanna 
 联盟首批合作伙伴举 
 行首次BitCanna会 
 议。

 • BitCanna项目上 
 马。

 • 顾问团成立。

Q4     2017

 • BitCanna概念成 
 型。

第一阶段：	
	
全球支付解决方案

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向大麻行业提供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专属数字货币，让转账变得安全快捷而且成本
低廉。BitCanna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将使用并推广BitCanna，实现BitCanna在欧洲的迅速普及。一旦
达成第一阶段目标，BitCanna将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成功解决欧洲大麻行业支付问题的区块链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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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2018

 • 撰写《白皮书》1.0， 
 建成网站。

 • 开始BCNA币区块链 
 的开发。

Q2     2018

 • 开始支付解决方案的 
 硬件开发。

 • 市场推广预热活动，
  柔性覆盖合作伙伴的 

10.000.000月访客量。
 • 向公众推出《白皮 

 书》和网站。

Q3     2018

 • 开始B2B预售。
 • 白名单注册期。
 • 深化项目，进一步扩 

 大BitCanna联盟。

Q4     2018

 • 开始私募。
 • 开始众筹。
 • 区块链测试网络上 

 线——Alpha版和 
 Beta版。

Q1     2019

 • BitCanna主网v1.0 
 问世。

 • 数字货币发放。
 • 推出Lite钱包和节点 

 钱包。
 • 推出BitCanna商务 

 版v1.0（基本版，内 
 含在线支付插件）。

 • 全球市场推广活动 
 拉开帷幕。

 • 交易所挂牌。

Q2     2019

· 推出BitCanna移动版
v1.（基本版，内含移动
钱包）。

 ·深化项目，进一步扩大
BitCanna联盟。

· BitCanna联盟内的所
有网络销售平台都将
在ICO之后立刻接受
BCNA币支付。

· 升级BitCanna商务版
v1.0。

· 整合销售终端的支付解
决方案硬件。

Q3     2019

· 升级BitCanna移动版，
加入新功能：

· BitCanna地图。
· 大麻零售点和大麻品种
 数据库。

Q4     2019

· 升级BitCanna移动版，
加入新功能：

· 整合广告推送平台，实
现基于地理位置的直效
广告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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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供应链监控。 

第二阶段中，BitCanna将提供工具，对大麻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流通进行全程跟踪，将大麻行业透
明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一旦第二阶段圆满完成，商家将具备优化供应链的能力，而消费者则将享
受信息便利，随时查阅心仪产品的来源和品质。
   

Q1     2020

· BitCannav2.0上线。同
供应链层级整合。

· 推出BitCanna商务版
v2.0。

· 整合供应链监督控制功
能，实现商家对库存的
管理和稽查。

Q2     2020

 • 推出BitCanna移动 
 版v2.0。

 • 整合供应链监督控 
 制功能，顾客将通过 
 扫描产品的方式获 
 取心仪产品的来源和 
 品质等信息。 

第三阶段：	 
	
信任与信誉	

在第三阶段，BitCanna还将为所有行业参与者引入一套评分体系，向其所有用户提供加密身份，以此建
立各方信任，树立行业口碑。 

Q3     2020

 • BitCannav3.0线。 
      将信任与信誉 
 层级整合入主网。

Q4     2020

 • 推出BitCanna移动 
 版v3.0。

 • 在区块链中加入顾 
 客评价功能。

 • 整合
  加密身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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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首次代币发行（ICO）
8.1  资金募集

资金募集的总目标为价值约等值于两千万美元的数字资产。BitCanna币将分为三轮进行发售：第一
轮，面向公司企业发售（B2B），第二轮为私募，第三轮为众筹。发售所得数字货币如果触及软顶，将被
全部兑换为法币（欧元）。面向公众发行的数字货币为BitCanna自己的BCNA币。一旦触及硬顶或到
达截止时间，ICO将自动截止。

第一轮募集时间为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募集对象为公司企业。这一轮的意义在于使得对冲
基金、创业投资机构以及大麻行业内的公司和组织有机会在初始阶段支持本项目。B2B发售阶段的最
低购买额为10,000美元。B2B发售未能售出的余币将被划入私募阶段。

ICO第二轮为私募。只有在白名单上注册成功的购币者有资格参与私募环节。白名单的注册期从2018
年7月1日开始，注册名额设有上限，为15,000人，注册截止日期为2018年10月31日，若在白名单注册期截
止前名额用尽，则注册期提前结束。私募将于2018年11月01日正式开始，时间为14天。

所有在白名单上注册的购币者和参与ICO的个人或组织机构都必须通过投资者身份验证（KYC）环
节。KYC环节一旦完成，BitCanna便能够查验ICO阶段的资金来源，并验证参与者身份以及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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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在网站注册新账户，账户注册成功之后您将进入BitCanna ICO个人操作界面，需要提供相关
文件以及信息通过KYC验证。

KYC验证所需信息包括：称谓、姓名、国家、地址、出生日期以及资金来源。

 • 一份由政府出具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正面彩色电子版。（例如：护照、驾照或身份证）
 • 一份由政府出具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背面彩色电子版。（例如：护照、驾照或身份证）
 • 地址证明——物业账单（例如：水费单、电费单、天然气账单）或银行对账单的彩色电子版。  
  单据必须包含您的姓名、地址以及出具时间（必须是三个月以内出具的单据）。

私募的个人限购额度为50,000美元，最低购买额为500美元。请注意，由于人均购买额不确定，ICO有可
能提前售空，导致部分参与者无币可买。

如果私募环节有未售出的余币，则将自动划入众筹环节。众筹阶段从2018年11月15日开始，至2018年
12月31日结束。为了促进BCNA币的公平分配并提高参与者总人数，众筹环节最低购买额的门槛较低，
为25美元。众筹面向公众进行，这意味着未能成功注册白名单的购币者仍然有机会参与到众筹环节。
众筹参与者也必须进行KYC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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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 开始/时长/每个BCNA币的美元价格

第一轮——B2B发售 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0月31日

白名单 2018年7月1日至注册
名额用完（名额上限15,000），或到达截止日期2018

第二轮——私募 2018年11月1日   14天   0,09

第三轮——众筹 2018年11月15日   一个半月 0,12

 

如果ICO未能完成所有代币的发售，余币将不被放入创世区块。这将影响到目前计划的流通、总币量和
最大代币供应量。

BCNA币的发行与BitCanna项目运行将齐头并进。

我们的目标是筹得20.000.000美元，开展项目所需资金的软帽为3,000,000美元。如果软帽的最低限额
无法达到，那么ICO筹得的所有资金将全部退还给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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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货币分配

 • BCNA总币量的60%将划拨给ICO。
 • BCNA总币量的15%将被作为自留币，分配至BitCanna团队、创始人以及顾问。创始人和团队的 

     自留币使用受合同约束，这些币在分配后的12个月之内不得清算。
 • BBCNA总币量的10%将被预留用作市场推广活动，
          加深公众认知并引导用户使用，详情请见第四章。
 • BCNA总币量的15%将被冻结，用于未来的商业开发和市场开拓，在最初的12个月内不得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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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资金使用	
第一轮通过B2B募集的资金将主要被用于触顶软帽，这包含启动项目所带来的各项开支和成本。B2B发
售对应的开支和成本包括：

 • 开发成本——从2017年第三季度开始全职进行BitCanna区块链开发的十三人技术团队。为     
  了保障开发工作在接下来几年内的稳定进行，我们将预留专项资金。

 • 法律开支——ICO的整个过程和产品开发都经过了法律团队和顾问团的全面审核和检验。

 • 推广开支——为了提高项目知名度并吸引潜在投资者，我们将频繁参与各类展会、开展推广 
  活动、进行推销游说，提高BitCanna的影响力。

 • 营销成本——针对众筹的广告推送和战略性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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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募阶段和众筹阶段筹得的资金将根据其实际金额被划分于以下目的：

 • 40%——产品开发

  按照路线图对BitCanna平台产品进行开发，开支包括软件工程师薪资、团队开销以及顾问费用。

 •	30%——沟通与营销
 • 公共关系以及营销活动，增加品牌影响力并吸引更多主流用户。 
 • 参与数字货币领域和大麻行业的各种峰会、商会、研讨会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 向数字货币领域和大麻行业的主流媒体推广BitCanna。
 • 社群建设。以BitCanna合作伙伴的已有顾客群为基础，建设活跃网络社群。
 • 招募人员并成立新的营销部门，进行全球业务拓展（主要针对美国与加拿大）。（详情请见第四  

 章）

 • 20%——运营成本
  运营成本为全球平台所有功能的日常运营所带来的各项开支，包括人员开支、硬件设备、管理开  

 支、外包成本以及其他杂项。
 
 • 5%——法律开支
  大麻产业的规范化和合法化已经曙光在即，BitCanna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推动这一事业做出  

 贡献。在业内享有盛誉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协助，保障公司实现长久的发展和成功。

 • 5%——储备金
  储备金是为了应对计划外开支而预留的。身处于波动剧烈的新兴市场中，作为一个初创技术型公 

 司我们必须预留一定量储备金来应对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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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团队 
BitCanna由欧洲大麻行业的巨头以及欧洲区块链技术领域的专家组成，团队成员多样化的背景让
BitCanna获得更大的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10.1	核心团队

•	创始人	–	Boy	Ramsahai
 Boy Ramsahai是一个大麻行业业内人士熟悉并尊敬的名字。Boy是一名成功的创业家和企业家，

创立了多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公司并在全球各地成功组织过多个国际会展。

 1990年，Boy创建了《Highlife》杂志，几年之后又收购《Soft Secret》杂志——这两个杂志都是非常
有名的大麻主题杂志。他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大麻种子银行之一的Royal Queen Seeds (RQS)的
创始人，目前拥有七个RQS品牌专卖实体店店。除此之外，他在瑞士还建起一座CBD实验室，在圣地
亚哥成立一个大麻公司，并在荷兰拥有两个House of Smarts实体店。

 他的大麻产业相关公司总共雇佣250多名员工，拥有三十年行业经验和一张巨大的商业网络，Boy是
大麻行业名至实归的先行者和探路人。

 Boy成立BitCanna的初衷是解决大麻行业当下正在面对的诸多问题。在行业内风风雨雨近三十年，
他深知业内的所有问题，也清楚BitCanna将如何将其一一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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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执行官（CEO） –	Jan	Scheele
 Jan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获得国际商务硕士学位，并在数字化沟通、会展和咨询等交叉领域经营

着多个公司。他的履历中列满大大小小的国内和国际项目，所服务的客户包括从政府到跨国公
司，从非营利性组织到初创公司的各种规模和性质。Jan以创始人和股东的身份活跃于多个初创
公司，他也经常在各色会议中就各种话题发表演讲。

 自从TEDx概念出现以来，Jan已经在世界各地成功组织了五十多场精彩活动。他不仅是
TEDxMaastricht、TEDxSittardGeleen和TEDxEindhoven的创始人，

 TEDxAmsterdam的董事，还是TEDxDefensie、TEDxPolitie、TEDxUnitedNations组织团队
的成员。

 Jan还是Sandbox组织的成员，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数字负责人”（Digital Leader）。
 https://www.linkedin.com/in/jscheele/

•     首席财务官（CFO）——Jack	Janssen
	 Jack在财务系统有十七年的丰富经验，过去12年里一直在多个荷兰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

师。2013年，他加入全球最大的大麻种子银行之一的Royal Queen Seeds，出任首席财务官一
职。他在多个初创公司担任业务控制官，并在这些公司深入从事与业务发展相关的工作。担任
BitCanna首席财务官一职，完美匹配他在初创公司和大麻行业所拥有的丰富双重经验。

 https://www.linkedin.com/in/jack-janssen-0018376/

•     首席技术官（CTO）——Paulo	Ramos
	 Paulo拥有十五年的应用与网络开发和数据库管理经验。他对区块链技术和当代网络开发具有极

大的热情。作为BitCanna技术部门负责人，Paulo同十三名开发人员组成的区块链开发技术团队
紧密合作。

 https://www.linkedin.com/in/psra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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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市场官（CMO）——Jakub	‘Kuba’	Lewicki	
	 Jakub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捕捉区块链和加密行业的最新动向与发展。他在社交媒体上用数月

的时间建立起活跃社群，积极参与社群活动。他在荷兰排名第一的埃文斯应用科学大学（Avan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获得市场营销与销售的学士学位，侧重“创新咨询”领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为了抓住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他果断将注意力从市场营销与销售的学术研究中转移到数字
货币和区块链领域。熟练掌握三种语言并拥有一张区块链达人和投资人构成的关系资源网，

 Jakub迅速在组织内为市场增效作用机制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一本关于加密革命的书也已经进
入筹备阶段。 
https://www.linkedin.com/in/lewickikuba/



49

BitCanna团队是由专业背景各异的精英组成的多元化团队。

我们的技术开发团队由十三位资深开发人员构成，在网络开发、应用开发以及区块链开发等方向各有专
攻。技术开发团队位于乌克兰，出于团队成员各自的原因与考量，团队成员个人信息将不在此披露。在
技术开发负责人Paulo的带领下，技术团队完全有能力沿着BitCanna为自己设定的指导方针完成开发
任务。

围绕着技术团队提供紧密支持的是另一群对区块链怀有极大热情的成员，这些精英的全体构成了
BitCanna的核心团队。

• Johan-商务流程经理 
 https://www.linkedin.com/in/johan-deddens-671160115/

• Rob	- 内容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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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运营团队

运营团队由来自BitCanna联盟成员的雇员组成。他们将对网络的功能的实现进行监督、向技术团
提供数据和反馈、开展营销活动激活用户群、对社群渠道和社交媒体进行管理，并提供相应支持。

 • Zamnesia:

  Jules——社群支持专员

  Michael——社群支持专员

 • Royal Queen Seeds:

  Bernat——视听传播专员  
  https://www.linkedin.com/in/bernatoliva/

  Fran–Royal Queen Seeds 线上经理
  www.linkedin.com/in/fcarrascomarketingbarcelona/

  Hector——社群支持专员 
  https://www.linkedin.com/in/hector-roger-pascual-2a275799/

  Marilu——社群支持专员

  Marina——平面设计师 
  www.linkedin.com/in/marina-teruel

  Nazaret——业务开发经理 
  www.linkedin.com/in/nazaret-díaz-ruiz-559bb351

  Pol——Royal Queen Seeds社交媒体经理 
  https://www.linkedin.com/in/pol-puig-collder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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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顾问团
法律顾问团队

•	André	Beckers
 André Beckers是荷兰最著名的大麻律师。
 在执法部门工作的九年间，持有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的André越来越关注毒品政策及其社会影

响。1998年，André获得了法学学位，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他一直在锡塔德（Sittard）的Beckers & 
Bergmans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

• Miguel	Torres
 Miguel Torres除了律师身份之外，还在巴塞罗那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师，教授国际私法。他也是

国际律师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Avocats）的海外投资委员会的现任主席。首个从西
班牙药品和保健品署（AEMPS）获得种植研究用大麻许可的公司所聘请的法律顾问正是Miguel 
Torres。

 https://www.linkedin.com/in/miguel-torres-8b041110/

• Willem-Jan	Smits
 Willem-Jan Smits先生从事律师职业已有八年时间，案例涉及法律和财务相关的各个领域。他在过

去两年曾成功为多例ICO提供服务，是荷兰国内在该领域内公认的先驱律师之一。
 Willem-Jan在近日于斯海尔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成立Watson Law律师事务所，专门

提供与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相关的法律服务。Willem-Jan对于资不抵债破产案例、金融法领域以
及合法证券领域经验丰富，建树颇深。

 https://nl.linkedin.com/in/willem-jan-smits-32509510

• Camiel	Vermeulen
 Camiel Vermeulen先生从事律师职业已有四年。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同Willem-Jan就ICO案例紧

密合作，现在更是加入了新成立的Watson Law律师事务所。除了区块链相关法律问题，Camiel还
在公司法、金融法和合法证券方面经验丰富。

 https://nl.linkedin.com/in/vermeulencam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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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群参与 
BitCanna将对社群进行积极的监管，活跃参与社群活动。我们相信，一个团结活跃的社群生态是打开
市场大门的钥匙。我们相信，大量的幕后工作和活跃的社交媒体表现相结合将创造更大价值。

在Telegram上，多位社群管理员已经准备就绪，将对社群成员的提问及时作出解答。Telegram还将
支持BitCanna用户之间的沟通交流。Twitter将作为我们的官方信息发布渠道，所有新动向都将在
Twitter上第一时间宣布。在GitHub上，社群成员能够找到我们从BitCanna钱包到区块链的所有代
码。我们将在媒体上开设博客，分享行业最新动态。

社交媒体链接：

官方网站:     https://www.bitcanna.io/
Twitter:     https://twitter.com/BitCannaglobal 
Github:  https://github.com/Bitcannaglobal 
Telegram:  https://t.me/BitCannaglobal
Medium:      https://medium.com/@bitcannaglobal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ftqR0nW4enH9lcxxnwf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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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免责声明 

请注意，BitCanna项目以及数字货币的所有购买行为都具有重大的、财务的、法律的和管控的风
险。BitCanna及其关联机构并未作出，并明确否认任何明示、暗示、法定或其他方面的陈述和保证。

在任何情况下，BitCanna及其关联机构不承担对任何形式的由于使用、引用或依赖本白皮书或其中包
含的任何内容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或损害赔偿责任。从本白皮书中不能得出任何权利或义务。

请注意，发售代币的目的是让用户能够使用BitCanna平台，不应出去投机目的购买代币。任何无法承
担购币风险的个人或实体均不应参与购币。

购币行为一旦发生，就代表您知晓并明确接受代币和BitCanna项目及项目相关软件的使用和价值不存
在任何形式的保障或保证，也代表您知晓代币的市场流动性不存在保障，且代币价值可能随着时间推
移发生剧烈波动甚至消失。

经我们告知，您知晓此声明中所涉及之代币不受管制且不受任何（国家）监管机构监督。您知晓并接
受某些监管方可能会针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套用现行法律法规，或引入新的监管措施，可能会对
BitCanna项目和其代币或对其创建过程产生影响，包括BitCanna项目的终止和代币全部失效。

未经BitCanna书面允许不得复制或传播本文档或其任何内容。本白皮书明确不适用于因国籍或居住
地辖区内法律禁止而不得接触此类信息的个人。本白皮书及其任何部分及其任何副本不得送往、带往或
传播到美国境内或至任何美国公民。此外，当地法律不允许持有此类代币的辖区内的任何个人以及实
体不得持有本白皮书中所涉代币，特别指出美国公民和中国公民不得参与代币的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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