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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本聰和索菲亞·米拉·阿爾梅達 

誰讓我滿懷希望地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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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太子致敬 

 

 

对于在阴影中不为人知的王子，我们所有人在 ExtractoDAO 为他的宣言给予真诚和真正的

荣誉。首先，我们要对您在加密货币市场动荡的不确定性中提出的想法表示感谢。这是一个

咄咄逼人、令人不安的市场，交易者的心中充满了疑虑和不断的恐慌。在这痛苦而荆棘的背

景下，王子从黑暗中走出来。他将一份白皮书交到我们手中。他的权力意志带来了世界

ExtractoDAO，第一个统一的 2.0代 DeFi。 

。 

对于欣赏创新的生者，王子邀请他们参与 ExtractoDAO 运动。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开始新的

交易策略：匿名者、对冲基金、DEX、交易所、经济学家、山谷科技初创公司、石油控股、

黄金开采、宝石、金融市场交易员、转型行业、采矿加密货币、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应该密

切注意王子提出的契约 

 

ExtractoDAO 提出了 DeFi，它提出了 DeFi 生态系统的变化和演变，带来了开放的对话，为

流行的系统提供了新的替代方案，从开发用于存储代币的钱包开始。 ExtractoDAO 是世界

上第一个不阻止代币或加密货币的 DeFi。它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交易他们的资产和合约。

他为 DPoS（Delegated Proof of Stake）的概念赋予了混合功能，将 DPR （Delegated by 

Reputation）推向市场。 

 

ExtractoDAO 是一项关于食品和商品生产去中心化的提案，旨在为食品安全事业做出贡献，

与饥饿、苦难、营养不良作斗争，同时为所有 DAO 参与者创造公平的收入。王子还提议由

集体人下放私有财产。现在 TraDFi 和 DeFi 可以齐头并进。事实上，普林西比将 DeFi 带入

了农业综合企业的世界，我们正面临着最大的革命，它建立在 TradFi 和去中心化金融之间。

在 ExtractoDAO，您是决定要打印的货币数量的人，当您要发行这笔钱时，根据您自己的商

品生产压舱物并使用智能合约而不由 DAO 管理的更大风险，您将负责发行自己的货币，不

再是中央实体 

 

你没听说过加密货币市场上的抽屉这个词吗？不知道抽屉是什么意思？所有市场钱包如 

Metamesk、Coinbase、Ledger、Tezos 等都诞生在 ExtractoDAO 不存在的时代，因此它们

不具备 ExtractoDAO 创建的加密货币期货市场的功能。在其中，您决定是否要将代币存储

在钱包中，而不必购买代币来在ExtractoDAO期货市场上运作。钱包成为这个市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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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是世界上第一个允许集体人通过社区管理的协议以透明、可审计、可靠和不可

变的方式有效管理私有财产的 DAO，无需第三方中介。  

 

王子将一份神圣的白皮书交给我们所有人，因为他是所有人中最人性化的，我们现在拥有加

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第一个 DeFi 2 .0 。”乔尔·阿尔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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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II–  的创造者王子是谁？ 

 

 

 

太子是谁？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将宣言交给了 乔尔·阿尔梅达，后者成为负责招聘开发团

队的人。我们没有更多关于它的信息。不禁止不同意王子的想法，也不能阻止人们继续购买

柴犬、索拉纳、露娜等狗币，但这份文件现在是由一个集体组成的。如果你想成为这个 

DAO 社区的参与者，你必须遵守并接受这些条款，接受本白皮书中提出的政治真理和意识

形态。 

 

ExtractoDAO 不是在寻找代币买家，而是像中本聪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的 DAO 政府

中，我们希望人们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具有政治和社会倡议。没有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就不可

能成为一个好的 DAO，政治（来自希腊 politika）是由公民在城邦（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

行使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我们将促进有关粮食安全、抗击饥饿、

贫困、营养不良和许多其他主题的国际活动、论坛、讲座、在线和面对面辩论。我们是一个

和平的社会，我们对民主国家抱有希望，我们捍卫所有人的自由、博爱和平等权利，我们是

对市场自相残杀的侮辱，我们反对腐败的制度，就像中本聪一样。 

 

这份白皮书是一个分水岭，它是以书本形式写成的抗议，因为我们希望读者尝试反思集中市

场。如果您不理解编码消息，请不要参与此 DAO。如果您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正义思想，

请不要申请该项目的治理。我们在 ExtractoDAO 尊重您的隐私、您的宗教价值观、您的家

庭传统、您的民主、您的人民的文化、您所属的秩序、您的人民接受的政府形式，即使它是

独裁、君主制、议会制，总统制。我们也尊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另一方面，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思想。因此，本文档不服从任何形式的独裁，无论是商业还

是银行。我们是区块链技术的持有者。我们是新世界的人。我们可以为银行提供一些东西，

因为它们几千年来一直在为我们提供同样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创新，与银行不同，我们正在

走向未来。但我们尊重银行，我们想与他们做生意，但他们应该知道我们领先于他们 

 

我们希望 DRAWERS 允许一个新的行业在市场上发展，让区块链从更多的智能合约发行中

获利，就像 Buterin 概念一样。我们支持开发新的期货交易平台，并支持钱包适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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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市场细分。就目前而言，尊重王子的创意，让钱包成为钱包，让抽屉成为抽屉，

为用户开发独立的应用程序，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市场标准。 

 

这个 DAO 是给社区的礼物，它是所有参与者的项目，而不是一个人的项目。也许王子在他

认为的很多事情上都是错的，但他的意图并不是完全正确，而是为这个新一代的去中心化市

场提出一条新的道路。老实说， DeFi 仍然是失败的。他们是自己贪婪的变态受害者，他们

是平庸的人，精神空虚，就像今天一样，他们比 TradFi 更糟糕，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没有

安全性或透明度。人们被剥削，被抢劫，而黑客被指责。不是所有的都这样，市面上也有不

错的 DeFi，但大部分都是没用的，加密的垃圾，在任何经济学家、经验丰富的交易员、对

冲基金经理眼里都是些有一点理智的老实人眼中的可憎之物。另一方面，王子认识到 Vitalik 

Buterin 和以太坊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网络上执行智能合约的特殊方式，但是，很多事情都

出了问题，以太坊给了傻瓜太多的权力。我们可以改变整个生态系统。 

 

本白皮书中的信息来自王子的负责人，ExtractoDAO 的创建者，它已与他认为地球上最好的

开发人员一起共享和开发；他们是被激情所驱使，做出令人筋疲力尽的承诺，想要为世界带

来新事物的人。这些是 ExtractoDAO 的开发者。如果没有他们的才华和对项目的奉献精神，

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他们在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伟大开发者的万神殿中也值得获得类似的

荣誉。另一方面，王子也承认 Daniel Larimer的重要性，他带来了第一个 DEX （去中心化

交易所）和 DPOS （参与证明的代表） 什么是 PoS （参与证明）的自然演变。更不用说伟

大的中本聪，创造者 BITCOIN 和 King's Sunny，其中 给我们带来了权益证明。王子，什

么给我们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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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III.  三、什么是 DAO？ 

 

 

是一个私有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有时也称为去中心化自治公司，旨在发展一个共同的目标。

任何持有ExtractoDAO代币公牛的人都将被允许与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合作并公开他们的

想法，而无需相互信任来管理资金和运营。代码开发人员内置了基于区块链的规则，这些规

则定义了组织将如何运作以及资金将如何使用。 A DAO 的决策受提案和投票的约束，以确

保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并且一切都在链中透明地发生。  

 

在 DAO 声明中  

您不必信任组中的任何人，只需信任 DAO 代码，它对任何人都是透明且可验证的。去中心

化是 DAO 的主要目的。决定提交集体投票，那些对组织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决定由一群

专注于同一目的的个人做出。它不同于一个由中央当局或一小群人做出决定的政府，如果他

们彼此认识，他们就可以促进腐败 

 

王子白皮书中最常用的术语或词，出于教学目的，大量信息在整个文档中重复出现。我们希

望你参与到你已经深刻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事情中，不再是一个代币购买者来培育已经在加

密货币市场上定居的食人系统。现在，通过参与 ExtractoDAO 将自己从这种变态中解脱出

来。我们没有投资者，也不需要他们。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和市场愿景的参与者和合作者。真

正的 DAO 永远不会获得集体投资。至于投机者，我们需要那些有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并能够

践行社会正义的人的参与。这些人有很多财富，他们可以为 DAO 事业做出贡献，所以很受

欢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但参与协议的附着有特定的规则和法律。每个人决定是否参加，

根据自己的分析进行。没有人被强迫或被迫成为 ExtractoDAO 的一部分，但是当您假设成

为参与者时，您必须认识到有奖金和负担。 

 

ExtractoDAO 中的个人将被授权并与去中心化金融的新世界观联系起来，他们将在他们一生

中可能从未有过的所有事务上拥有直接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投票、参与和

参与，增加知识。在 ExtractoDAO 上这样做的人在社区面前获得了强大的投票权。我们希

望所有 Bull 代币持有者投票，我们永远不会烧 Bull 代币，你不烧有价值的东西，你只是烧

垃圾。当您购买 Bull 时，您就是在购买 DAO 的投票权。我们不反对市场投机者，我们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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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投机者。无缘无故（投机赚钱除外）的人对社会是危险的。这些

人对我们组织的计划毫无用处。所有投票在我们的 DAO 上都是公开的，并在区块链上进行，

所有持有 Bull 代币的参与者都可以看到它们。善行会增加投票的力量。 

 

 

 

 

 

 

 

 

 

 

 

 

 

 

 

 

 

 

 

 

 

 

 

在 DeFi ExtractoDAO 中，我们决定应用公斤的数学来象征投票的力量。选票的重量以公斤 

(KG) 为单位，从 0.001 公斤到 5 公斤不等。起初，我们正在使用代币总和供人们投票和参与 

DAO。我们正在验证 ExtractoDAO 投票系统中的千克数学。将鼓励人们参与，参与的人将

受益于获得一定程度的声誉，有朝一日成为 DPR（声誉代表）。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

单一的愿景，通过我们的协议的力量对抗饥饿、贫困、苦难和其他在人类心中升起的邪恶。 

 

 

人可能与生俱来就有投票权，但获得真正的投票权是另一回事，这种投票对选民来说具有个

人价值。投票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所有人都生来就有自由的权利，但他们必须每天为保障这

一权利而奋斗。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在各国一直受到压制，但在 ExtracdoDAO，每个人都

可以自由表达自己。为了更大的利益，让我们留意所有想法。你不会失去投票权，但你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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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可能会变瘦。我们不是独裁政权，我们是一个新的去中心化民主制度。只有在篡夺权力的

情况下你才会失去权利，但拥有投票权并不能保证在 ExtractoDAO 去中心化民主中拥有充

足的权力。我们捍卫所有社会领域的自由。 

 

今天，我们不能自由地照顾自己的钱。社会上每个人都努力工作，但我们被剥夺了用自己的

钱。我们受到中央金融机构的严格法律的控制，这些法律通过实施汇率政策来限制取款、金

融交易和锁定。政府不允许您将所有资金从您所在国家的银行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银行，因

为对法定货币的流动施加了许多限制。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决定其人口将如何交易这笔钱，

但 AML（反洗钱）是一小部分国家的强加，与加密货币无关。反洗钱立法是对金融部门增

长、国际资本管制的解除以及进行复杂金融交易链的日益便利的回应。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

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更为人所知的是《维也纳公约》，是第一个打击洗钱的全球

条约。该活动于 1988 年举行，仅聚集了七国集团（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的代表，他们同意签署国的最长期限为十年定义犯罪的法律。 从贩毒中获得的

洗钱收益。该法律的目的是打击贩毒，但现在应用反洗钱法来防止全球加密货币运动的发展 

 

警察和政府有义务打击犯罪，并通过税收来提供这项服务。实施的政策增加了平台的成本，

包括合规等部门，他们正在外包责任。随着社会对资本的控制结束，金融体系掩盖了几项政

策。在交易所向客户汇报之前，任何机构都必须遵守的最著名的规定之一是 KYC 政策。 

KYC 流程要求银行和券商根据犯罪嫌疑人、受经济制裁的个人和公司以及“政治人物”（外国

公职人员、他们的家人和亲密伙伴）名单筛选新客户。为此目的所花费的时间和投入的金钱

延迟了加密货币的发展和流动速度的问题，这些法律不能用来阻止诚实的人在市场上自由地

快速交易他们的钱。他们现在对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中的资金流动速度施加了一些限制。我们

希望用我们的钱获得自由，今天一个诚实的人不能带着装满法定货币的手提箱离开他的祖国，

这取决于他最终会入狱的情况。随着社会对资本的控制结束，金融体系掩盖了几项政策。 

 

我们提倡交易加密货币的客户完全匿名。我们不赞成犯罪分子，他们必须受到法律的严厉惩

罚；我们支持使用加密货币的自由。我们希望所有罪犯都被逮捕并为他们的罪行付出代价，

但我们希望资金自由流动，为经济创造财富。法律并不总能阻止犯罪增长，而是警察在打击

犯罪方面的专业化和效率。我们需要自由使用自己的钱。 

 

王子支持独立使用区块链技术探索他称之为金融系统第二层的加密货币金融操作。 任何了解

经济中货币自由流动会产生财富的经济学家都会捍卫这一前提。王子将加密货币视为快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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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交易的第二层，为了资本主义，能够在不受政府和金融机构干预的情况下运作。网络上的

资金流动无法停止，正在产生大量财富，以及工作机会和先进技术的发展。 

 

加密货币可能将资本主义从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最严重的毁灭中拯救了出来。在过去的两

年里，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危机教会了我们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从 2020 年初

到 2022 年，加密货币市值接近 3 万亿美元。在此期间，加密货币交易的金融量肯定超过了 

1000 亿美元。 DEX、P2p 和许多平台上的批发交易从未被计算在内。也许这使资本主义免

于彻底毁灭。最有经验的经济学家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不能阻止经济体内的资金流动。 

 

  

王子考虑了三层货币：第一层对应传统金融系统，第二层（Layer 2）加密货币和第三层离线

货币。第 2 层应该独立于第 1 层工作，但如果没有另一件事，一件事就不能很好地工作。在

第 2 层，您可以进行数十亿次比特币转账，而无需遵守任何 KYC 或 AML 法律。我们不想被

误解，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犯罪及其相关的风险。在比特币之后犯罪没有增加，在许多

恐怖分子和犯罪组织出现之前，这不是比特币的问题。许多人因机构和政府准备与之抗争的

效率而被解散。我们想要使用货币的自由，我们想要对涉及加密货币的金融交易征税，但我

们想要软性和自由的法律，因为传统市场的相同政策不能应用于去中心化市场；两者都有不

同的功能。 

 

加密货币的交易速度是这种自由的实现，然而，他们现在正试图通过应用旧金融系统的政策

来降低这种速度。比特币不是为了受到监管而创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征税。我们

在我们的协议中加入了一个完美的资本利得税模型，以便政府公平地收取税款，我们希望逃

税者从加密货币运营中缴纳所有税款。采用 ExtractoDAO 理念将在全球所有中心化交易所

的所有运营中从源头征税。我们反对欺骗政府，我们不赞成权力集中，进化后的民主将像 

DAO 提取物一样去中心化。害怕权力的人既没有准备好接受它，也没有准备好享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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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IV.  四。 EXTRACTODAO 的基本功能 

 

 

什么是 DeFi？它是去中心化金融的缩写，它是指一组使用区块链根据协议指南运行的金融

服务和产品。 

 

什么是 DEX ？去中心化交易所 ( DEX ) 是一种点对点 (P2P) 在线服务，允许两个相关方之

间直接进行加密货币交易。 

 

什么是流动资金池？流动资金池是包含平台用户提供的代币的智能合约。这些合约是自动执

行的，也就是说，它们不需要中介来使它们起作用。流动性池是确保 DeFi 生态系统正常运

行的重要工具。简而言之，它们允许用户锁定代币，创建一种存储资金储备，以换取奖励。 

 

 

什么是智能合约？ Nick Szabo 是第一个在文章中提到“智能合约”一词的人，他是一位计算机

科学家、法学家和密码学家，以在智能合约和数字货币领域的研究而闻名，他在当年首次创

造了智能合约一词从 1994 年开始。智能合约是 EOS、以太坊、Tron 和其他网络上 dApp应

用程序的基本构建块。它们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计算机程序，允许您将传统合约转换为数字

并行。它们的行为与编程完全一致，不能被篡改。 

 

什么是抽屉？抽屉的含义与律师事务所的木制抽屉相同，是存放委托人文件的地方，但它指

的是王子发明的一种新的存储技术。最初，虽然开发人员正在为 IOS 和 Android 创建抽屉应

用程序，但所有签署了 Extracto@ 智能合约的 DeFi 参与者都将能够使用抽屉的在线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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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 ExtractoDAO 开发团队启动的。这是解决将在 ExtractoDAO 平台上滚动的期货市场

中存储智能合约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传统钱包是为在现货市场中存储代币和加密货币而不

是为期货市场中的智能合约而开发的。事实上，加密货币市场实际上从未有过期货市场，只

是一个类似期货的市场，与外汇经纪商的差价合约衍生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是第一个

为期货市场开发的 DeFi 平台，它成功地与 TraDfi 建立了强大的联系。我们正在创造未来。 

 

什么是公牛？正是治理代币赋予参与者在 ExtractoDAO 中的投票权。 Prince 将让您看到白

皮书中代币化的危险。他对实物资产代币化的立场引起了很多混乱。事实证明，在实物市场

中利用代币化的方式对加密货币有害。虽然亲子会大开眼界，但不要贸然不支持公牛代币，

因为这对于 ExtractoDAO 项目的资本化是必要的。购买 EOS、XRP、莱特币和卡尔达诺你

会得到什么？ ExtactoDAO 的诞生是为了克服市场上存在的允许诈骗的缺陷。我们在市场上

是为了缩小差距，因此我们需要整个加密货币社区的支持和支持，让 Bull 代币克服未来几年

将继续存在的艰巨发展挑战。 

 

 

 

 

 

 

 

 

 

 

 

 



 
15 

 

ExtractoDAO 团队正在构建的区块链不会让代币在使用方面比保证拥有商品权利的智能合约

更重要。分布在区块链上的财务数据将 100% 来自智能合约，信息准确、安全。我们陷入了

代币化的独裁统治，但现在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主要关注发行代币的区块链，以确保按照王

子的设想发展权利。代币将在真实的期货市场中扮演次要角色，这将仅基于智能合约，以确

保各方的法律确定性。如果有资金，金额将在发布智能合约时输入并在区块链上登记。今天，

即使是在 Drawer 上签名也仍然是必须的。 

 

什么是 COW？在 ExtractoDAO 平台上的智能期货合约到期后不久，参与者的股权支持的稳

定币就会打印出自己的货币。 

 

 

什么是 EXTRACTO@ ？它是参与者在 ExtractoDAO 上与商品生产合作时将收到的期货合

约的名称。每份发行的期货合约为一公斤 (KG)，费用为 5.00 美元（五美元），外加网络费

用。 ExtractoDAO 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彻底改变智能合约的使用。根据签署合同时成员的

参与情况，以 500 万美元，这个 ExtractoDAO 参与者将一次性发行比 Polygon 或以太坊网

络在其存在的所有年份中发行的更多合约。根据 Dune 分析，在以太坊上实施的合约数量为 

1,971,632。只有拥有 500 万美元 ExtractoDAO 的普通参与者才能超过在以太坊上发布的合

约数量。 ExtractoDAO 将 100% 的参与者出资用于发行 Extracto@ 智能合约以生产财富，

并将以 COW 发行的利润分配给参与者，仅计算并收取活动的点差率和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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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NFT？不可替代的代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加密代币，代表着独特的事物。前 10,000 

个（一万个智能合约）  Extracto@将为参与者生成  10,000 个  NFT，并且不会在 

ExtractoDAO 区块链上创建其他 NFT。 

 

 

 

 

根据 DappRadar.NFT 的数据，2021 年 NFT 销售额总计 249 亿美元。有史以来最昂贵的 

NFT 销售额为 6930 万美元。普通 NFT 的平均价格从 100 美元到 1000 美元不等。在您的 

Extract@ 被烧毁并扔进黑洞后，您将收到一份 NFT 作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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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V –  为什么 EXTRACTODAO 创造未来？ 

 

 

ExtractoDAO 是第一款旨在扩展智能合约开发的新一代 DeFi。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生态系统，最初是在 Polygon 区块链上开发的，其主要目标是在农

业综合企业和整个商品行业中应用智能合约的功能。我们正在开发我们自己的区块链架构，

完全为期货市场设计，通过实施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 DAO ) ，以一种实用、透明和可审计的

方式影响 TraDFi 经济，这是 DeFi 前身前所未见的。 

 

今天存在的加密货币期货市场是价格投机，而不是一种有效的对冲方式，其风险敞口较低，

以防止未来价格上涨，以保证商品的供应和退出，就像在 ExtractoDAO 中所做的那样。与

交易股票衍生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差价合约经纪人相比，比特币的这种风险敞口没有区别。

我们正在创造未来，但这一切都始于比特币，它是一种分散的数字货币，使用点对点技术在

没有中央机构或银行的情况下运作；比特币的交易管理和发行由挖矿过程在网络上共同执行。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账本，透明地展示了所有公开、可追溯和可审计的交易，它是一种分布

式账本技术，其中交易使用称为哈希的不可变加密签名记录。该信息记录在创世区块中是不

可变的，因此无法篡改、破解或将双重费用添加到会计记录中。链中的每个区块都包含一个

交易编号，每次在区块链上发生新交易时，该交易的记录都会添加到每个参与者的分类帐中。

由多个网络参与者管理的分散式数据库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中本聪的出现彻底

改变了去中心化市场。 2008 年比特币白皮书发表后，区块链概念席卷全球，使得比特币之

后众多加密货币项目的发展成为可能 

 

2014 年，来自俄罗斯的少年 Vitalik Buterin 提出了一种名为以太坊的新区块链基础设施，它

允许开发人员在区块链上构建各种类型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开发者 Buterin 也首次实现了 

Nick Zabo 的智能合约概念。另一方面，智能合约并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被利用，因为它们在

有限程度上被用于交易和交易，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设计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是在区块链上

发行的并被代币化行业利用。他们没有被错误地使用，Buterin 让它以这种方式工作。问题

是人们很邪恶，已经在以太坊上殖民犯罪，通过发行金融金字塔代币来窃取资金。代币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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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尚未了解智能合约对以太坊网络的重要性。王子想用新的区块链克服一些限制，他的想法

在 Polygon 网络和以太坊上都不能完全奏效，但新的 ExtractoDAO 区块链将纠正这些限制。

我们知道 Buterin 在以太坊网络上实现了好的想法，但简单的代币化可能会造就一代懒惰的

开发者，他们正在发行像 Shiba 这样价值超过 700 亿美元的数万亿代币，这使得开发者无法

使用当有更简单的赚钱方式时，开发新创意项目的创造力和人才。 

 

在 ExtractoDAO 中应用智能合约的方式很简单，但它允许在使用中取得实际进展，它允许

人类集体管理私有财产，依靠负责任的去中心化，而没有创造力的代币化不负责任地在以太

坊和其他区块链上殖民它将权力的中心化归还给少数人，并且通常归还给发行代币以构建金

融金字塔的犯罪分子。总会有不怀好意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改进智能合约的功能和应用程序。

代币化对市场很重要，但许多人的做法很危险，因为它为懒惰打开了大门。在实践中，它把

我们带回了对代币持有者的集中化和威权控制，这不是一件坏事，但它已经做了不负责任的

事。我们将资产的权力交给了别有用心的骗子或小团体。问题不在于代币化，而是我们如何

将无形或有形资产代币化。严重的问题是发行人保留了勘探权，而财富与发行人的资产挂钩。

代币一文不值，当买方自己没有代币的个人智能合约时，他就会受到犯罪分子的摆布。监管

代币化很容易，因为代币在今天被利用的方式对去中心化经济贡献不大，因为犯罪分子从市

场上偷钱并融化代币。它们是真正的有毒药草.  

 

由于发行人控制和操纵自己的代币，资产代币化对于不知情的人来说是一种危险的暴露。买

家的钱包里只剩下无用的代币，等待升值才能出售。占有并不能解决犯罪的问题，即使是在

你自己的照顾下，它们也一文不值。是的，Prince 的第一个假设是理论上代币一文不值，第

二个假设是钱包中的代币不是价值保证，因为它们没有支持，因此，它们一文不值。重要的

是犯罪分子手中的代币化资产，他们将在市场上出售并随钱消失。为了解决问题，监管者必

须忘记代币本身的发行，他们必须首先观察发行代币的人是否有任何资产支持来进行发行。

它可以拥有将被代币化的实物或虚拟财产，例如技术资产、软件和商品。在此证明之后，该

资产应获得市场价值。该金额必须被分割并交付给每个购买与资产部分等值的股票的人的智

能合约；不能是单一签发的合同。这是在以太坊和其他区块链网络上做事的错误方式。 

 

在股票市场上，有时你可以交易一个运营前的公司的股票，但这不像代币化，因为这家公司

有一些天然的煤矿、金矿或石油来支持出售股票。。代币化不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则，我们认

为诚实的人承担和接受投资是公平的。市场上大量使用代币和加密货币的骗局造成的问题给

区块链领域的科技公司造成了黑暗的环境，因为没有知识的当局不知道如何区分小麦和谷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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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内你就可以在以太坊上发行代币；它们是没有创意的代币，不能将开发公司与涉嫌参

与社会的犯罪活动混淆或联系在一起。 

 

ExtractoDAO 区块链提案是为了解决涉及代币化的监管和诈骗问题，因为各方存储和转移智

能合约的权利，而不是一文不值的代币，它们不是任何东西的保证，它们只是代表以太坊上

资产的比例。现在如果证明犯罪分子没有他想要代币化的资产，就没有代币化，所以没有更

多的骗局，所以他必须被警察当局逮捕。还有一个危险：购买代币的人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

了打击，因为它们不是受证监会监管的金融资产，它们只是区块链上任何资产的代表。代币

化让你把钱交到小偷手中，因为权力仍然掌握在代币发行人手中，只要发行人拥有金钱和资

产，他们就一文不值。你的运气可能是一个在拉高抛售中推测卖出的机会。这种使用区块链

和智能合约的空洞方式剥夺了法律权利的行使，但这个问题并没有通过法律和新立法的制定

来纠正。需要由了解司法世界的人发明的区块链，但不是司法部门必须解决问题，谁创造了

问题，谁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 

 

王子感谢尼克·萨博，他首先创造了智能合约这个术语。 Buterin 开发了区块链并实施了智能

合约，现在王子教如何正确使用智能合约来消除投资法律世界的麻烦。他为 DeFi 参与者以

及其他希望吸引客户的项目的投资者提供了一条安全的道路，并教导代币生成器以法律的方

式工作。因此，除了使各国的金融市场监管机构更容易之外，在刑事、民事和劳工领域惩罚

加密货币市场的诈骗者也将变得容易。 

 

ExtractoDAO 在自己的区块链上工作，以推进使用智能合约来保证资产的拥有权，提供法律

保障，在法律界确立法律的权力，因为在过去，这种权利总是由一个物理合约，现在通过智

能合约。我们需要一种使用区块链进行构建的新方法。以前，当通过纸质合同出售货物时，

资产被转让给当事人，由当事人用笔签字，而获得资产的人实际收到了资产。这不会发生在

标记化中。任何人在资产存在时享有和享受资产就是代币生成者，没有任何合约阻止他这样

做。 ExtractoDAO 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您收到一文不值且没有个人合同行使您权利的代币

之前。 

 

ExtractoDAO，即使不是一个投资平台，也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努力。我们正在开发一个

区块链和一个完整的抽屉架构，以将您的投资与借款人提供的资产联系起来。在区块链中，

通证化的概念只存在于投票权和投机，而不是一种投资形式。该投资将仅与智能合约相关联。

今天，ExtractoDAO 已经对 Extracto@ 的应用进行了适配，以合法地保证两方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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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它自己的区块链完成后，一切都会按原样进行，现在我们在 Polygon 网络上使用创造

力。这个网络不适合完全应用王子的思想。在 ExtractoDAO 开发的专有区块链中，投资者

将有合同保证在法庭上主张他们的权利，同时解决代币化在市场上造成的法律复杂性。今天，

ExtractoDAO 向 DAO 参与者提供所有以千克 (KG) 为单位的智能合约，以及他们获得的其他

利益，可以查看、转移、结算、捐赠。这与将代币转移到钱包完全不同，因为代币本身是没

有价值的，它只是资产或财务价值的代表，但它由发行人拥有，可以为所欲为。  

 

代币化提议由法律或物理实体管理的集体投资，如果代币生成者不交付项目的建设，无论是

游戏、软件还是其他提案，该实体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经验证明，金钱和代币化资产最常被

盗，代币死亡，你的钱在犯罪分子手中蒸发，尤其是金融金字塔。当您执行智能合约以发行

数百万、数十亿、数万亿代币时，您可以出售并保留这笔钱。您可以销毁代币、清算，也可

以完成项目并继续为您管理和保留利润。投资者呢？他们不是投资者，他们是投机者，是在

代币升值时出售代币并将利润放入口袋的人。许多人与诈骗者达成协议，以了解合适的销售

时间。任何在 ExtractoDAO 上购买代币的人都不是投资者，有购买产权智能合约的参与者

和购买投票权的良心投机者。 

 

在 ExtractoDAO 没有投资者，我们允许投机者，我们不捕获集体投资，因为我们是一个 

DAO，去中心化自治治理，每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个人控制，每个人管理，每个人都

遵循规则，团结在一个目的更大。我们的 Bull 代币不是投资者的金融产品，它是那些相信我

们事业的人的投票权和权力。至于价格投机者，请放心购买。你可以加入任何其他 DAO，

但我们已经为期货市场建立了去中心化治理，我们赋予了代表权力，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粮食

不安全和饥饿问题，我们让参与者能够打印他们的以自己的货币和商品生产为后盾的自己的

货币。与加密货币社区本身已经存在的社会相比，我们是另类社会的一种形式，我们通过 

DAO 组织自己以进行透明管理。任何获得 Bull 代币投票权的人都应该明白，没有对财务盈

利的承诺，我们不会以升值的承诺出售它，但这是项目质量的必然路径。另一方面，如果没

有 Bull，您就不是 DAO 的一部分，这就是白皮书的目的。牛市的功能是向持有人提供投票

权，仅此而已。也许，在未来，参与者将提出关于公牛的盈利建议。它不是金融资产，我们

不会以任何方式销毁代币，这对我们来说非常准确，我们不会减少治理代币的数量来纠正通

货膨胀，因为它的目标是治理中的投票权。我们不在乎它是升至  0.10 美元以上还是跌至 

0.10 美元以下。请理解这是市场波动，但请放心，我们不会允许暴涨暴跌，不会以任何方式

在市场上抛售代币或伤害我们宝贵的 DAO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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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密切关注一切，我们是一个社区。我们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代币操纵，我们不会在市

场上与有信誉的人一起发展，因为我们尊重人们的金钱和诚信。 ExtractoDAO 不会采取行

动影响牛市的价格，但会确保 DAO 在牛市的使用和权力下保持强大。它对生态系统健康和

增长至关重要。它不是智能合约，Bull 代币不会有责任承诺。它将不受任何影响，这是对中

本聪提出的金融分权的尊重的信息。就像比特币一样，没有中央审计，在存在税法时遵守税

法，对发行执法和中央当局负责。它是由透明度驱动的，比特币也是如此。我们正在与 

ExtractoDAO 一起提议结束使用加密货币的犯罪和欺诈的过多新闻。 

 

代币化，因为它是没有目的的，只能从第三方那里获取资金，并最终引起骗子的注意，他们

正在抢劫人们，而没有人想到解决问题。现在， Prince 希望通过正确使用智能合约来实现

这一改变。这种形式的代币化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拉高抛售和操纵市场是多么容易。代币永

远不能成为金融资产，也不能被视为衍生品。智能合约应该是监管者的目标，它代表了财产

的合法权利，无论是实物还是虚拟的实物、游戏项目、代码、石油储量报告、宝石、能源板

块、金矿。初创公司必须通过智能合约进行运营，并且一切都必须作为合法的管理权利转移

给集体，但是对于个性化的智能合约，每个人的合约而不是代币发行人为他管理资产的合约。

任何形式的代币化如果不提供具有合法行使所有权的个人智能合约，无论该资产是虚拟的还

是物理的，都是欺诈。代币存在阻碍获得分红权的严重问题，但最糟糕的是它们总是融化到

几乎为零。用于融资的资产可能会增值，但获得最终财富的人就是代币发行人。你从一个项

目中购买一个代币来推测它上涨时的销售是没有意义的。王子想睁大你的眼睛：不再是这个

使人们陷入贫困的新系统的受害者，这种格式为犯罪分子打开了大门，但现在加入 

ExtractoDAO，让我们关闭那些被这种缺乏创意的代币化模型打开的大门 

 

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发行集中在所有者手中的智能合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并且为犯罪分子发

行代币和从第三方窃取资金敞开了大门。他们使用这个合约发行数十亿、数万亿、数亿的代

币，将它们投放到市场上流通，除了不可替代的代币外，还可以从无数人那里筹集资金，然

后消失。王子不知道 Buterin 是否曾经对人类集体通过区块链管理私有财产感兴趣。 Buterin 

提出的代币发行模式促进了市场独裁。这是少数人手中数十亿代币的管理，利用手无寸铁的

金融家的钱，助长操纵，催生金融金字塔计划，一个真正的制造网络犯罪分子的实验室。实

际上，这并不是以太坊或 Buterin 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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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声称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自从以太坊发明以来，每个人都在关注以太坊，但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以太坊是一个发展平台，而不是发行无数的狗代币来玩诚实人的

钱。求求你了，不要再折腾治理了，我们都想要自由，很快王子就会展现出未来的力量。我

们正在创造未来，这将是去中心化的。财富和私有财产不会终结，它们将使用区块链技术进

行集体管理，智能合约将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有力工具。无论如何，Buterin 是个天才。让我

们扩大 DAO 的使用，我们需要减少中央政府的权力，增加分散政府的权力，中央政府大多

是腐败的，他们奴役穷人，没有意识到超过 10 亿人在挨饿。他们不在乎，他们在维持战争

的同时这样做，用炸弹屠杀消灭青年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不择手段的经济利益。我

们努力推动民主法治概念的发展，同时我们相信受独裁、法西斯和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压迫的

人们让他们挨饿，用战争压垮他们的身体，控制媒体，绑架他们的自然财富，侵犯女儿，扶

持毒犯，不以法律保护妇女权利。  

 

DAO 将赋予你有限的民主权力，但社区的权力是无限的。 DAO 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每个

人都投票和管理他们的财富，建立他们的司法机构，创建他们的警察，建造他们的学校，解

决城市的基础设施问题，资助艺术家，照顾基本的卫生设施，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判断和谴

责不遵循协议中实施的价值观的成员。中央政府总是需要的，但它们每天都可以通过一个有

效的 DAO 进行监督。中央集权政府的权力必须被削弱和限制，正是因为政府对于我们今天

生活的世界的秩序和进步至关重要，但他们没有履行职责，所以他们需要脱水，他们无法解

决问题饥饿、种族主义、粮食不安全、住房、苦难、营养不良、健康、森林砍伐和安全。他

们因无法治理而造成经济危机。 

 

. 简而言之，中央集权政府从来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运作，而王子也没有疯狂到相信他

一生都在相信从未按照他想要的方式运作的事情，但他接受并尊重。这一切在你的脑海中听

起来很疯狂，但是相信政府的有缺陷的方式，因为世界就是世界，从来没有解决过最大的问

题，这不是很疯狂吗？这不会让你发疯吗？如果老是抛锚，你还会继续买同一个品牌的车吗？

即使你知道飞机很可能会坠毁，你还会上飞机吗，因为大多数飞行员都不知道如何驾驶那架

飞机？我们害怕改变即使几千年来都不起作用的东西，事实上，因为我们害怕自己作为一个

社会，发现我们被腐败制度欺骗和奴役的可能性让我们感到害怕。 

 

我们对变化的容忍度很低，王子认为我们可以使用 DAO 在一个国家将民主提升到最高水平，

即使是来自中央政府、议会、商会和参议院的投票。腐败政客的选票不能与诚实政客的选票

同等重要。一个不工作的政治家不可能有一个为社会工作的政治家的投票权，即使不考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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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金浪费在不为民主工作的政治家的薪水上。 ExtractoDAO 有效，它是一个优秀的治理

模型。让事情发挥作用只是另一种生活选择。我们希望每个人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我们不想

改变有缺陷和腐败的政府政治制度，我们害怕在政府、政治和宗教方面向前发展，所以最好

继续相信明天世界将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你有没有意识到，继续忠实地相信从未成功的事

情是改变世界的最大障碍？大多数中央集权的国家领导人让人们死去，遭受生命中最严重的

不幸，无论是饥饿、疾病、战争还是许多暴行。 

 

世界上没有公平的民主；没有整体政府，任何国家都没有公平的选举。当一个没有贡献的人

的投票与一个贡献了一生的人的投票具有相同的价值时，我们早就应该考虑改变事情了。今

天，您孩子的未来可能掌握在有投票权的人手中；他们的安全、希望、受教育的权利可以通

过投票来决定。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所有选票都具有相同的价值。那些工作的人，那些整

天吸毒、犯罪、强奸妇女、抢劫房屋和逃税的人的投票具有相同的价值。今天，纳税人的投

票与不纳税的腐败分子的投票价值相同，但仍在掠夺民主法治国家。那些为了社会的利益而

教育他们的孩子并为他们创造财富、建设国家未来的人的投票与从不关心任何事情的强奸犯、

反社会者、杀人犯、小偷、流浪者的投票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国家，他甚至不关心未来，

也不担心他的第二天会是什么样子。在 ExtractoDA，投票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们是一个

稳固的去中心化民主国家，比政府过去用来囚禁思想的旧希腊民主国家更加进化 

 

在 ExtractoDAO 中，投票被提交给一个权重，一个人可以拥有更多的治理代币、现金权力、

卓越的技术技能和哲学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拥有最重的投票。它不仅取决于代币的数量

和多种技能，而且最重要的投票将来自参与该项目、支持社会正义倡议、遵循协议的道德准

则的人，因为所有 DAO 都重视印在代码上。投票在所谓的现代民主国家中具有相同的价值，

但生活在民主的过去，因为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的毒贩、恋童癖、杀人犯、精神病患者和小

偷的投票可以具有相同的价值关心社会福祉及其繁荣幸福发展的人。一个人为国家的发展献

身纳税，为孩子的健康、教育和安全投资，为承担和为国家做贡献而牺牲自己的工作，他看

不到他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时刻，那就是决定你和你孩子的未来，这个落后的民主国家会本着

平等权利的精神贬低你的选票。有平等的价值和平等的权利，你的投票与犯罪分子的投票具

有相同价值的地方不是一个公平的地方。疯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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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的权重投票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它解决了将我们的命运交给不负责任的人的

问题。我们不会因为民主的法律制度拒绝发展这一简单事实而继续犯错误。这种旧的民主制

度不促进社会正义。在 ExtractoDAO 中，当一个简单、贫穷、手里拿着更少的治理代币但

参与到事业中的人拥有更高的投票权重时，就会有社会正义，这实现了社会正义的感觉。或

许他穷，没有好好学习，是因为他缺乏生活中的机会和资源来为自己创造财富，但现在他意

识到，有一个地方可以贡献，他的投票和声音是有价值的，即使他没有发财。和其他人一样。

也许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学习，甚至出于未知的原因，但他积极参与了 ExtactoDAO 的倡议。

在这里，您的投票比许多不积极参与该项目的富人更具分量和价值。在这里治理的不是认为

自己是投资者的参与者，而是工作的人，即使很少参与并了解 ExtractoDAO 的目的和目标。

这些人得到了他们的功劳，他们永远不会被忽视，因为他们在古希腊的中央集权政府民主制

度中。世界在各个方面都在发展，但民主仍然落后，这让中央集权的持有者感到高兴。这种

过时的模式将永远受到所有政府和法律权力的捍卫 

 

在 ExtractoDAO 中，功劳是第一位的，因为投票的权重决定了结果。大量代币持有者忠实

地关注并为所有 DAO 事业做出贡献，肯定会在 DAO 中获得更高的投票权重。让我们将智能

合约的数量、Bull 代币的数量添加到社区参与中，以帮助开发协议，为消除贫困、饥饿、非

法砍伐森林、营养不良的社会事业做出贡献，此外还为科学和加强做出贡献 DAO 的民主。

所有国家的政府制度都必须得到尊重，只要他们的人民认可和爱戴他们的领导人。我们不能

反对多数人赞成的政府制度，尽管我们知道政府必须尊重少数人。 ExtractoDAO 的每一位

成员都必须尊重和珍视通过投票建立的中央集权政府和人民的意愿，必须热爱仍然为我们服

务的过时的旧民主，这是我们作为古人留下的全部遗产，因为即使，有时，它不符合每个人

的利益，它仍然是最好的民主形式，所以让我们趁我们还无知的时候享受它 

 

基于这些标准，持有一定数量 Bull 代币的持有者在持有代币的同时永远拥有投票权。没有人

拥有无限的权力，权力取决于代币的数量和 DAO 社区给予的数量。这不是终生的力量。如

果他出售的代币不再是 DAO 的一部分，如果他随后未能为协议的开发做出贡献，他也可能

失去投票权。根据协议，其他也拥有财富和高价值的人将能够承担不再持有的参与者的投票

权。 ExtractoDAO 不同，任何生活在篡位、欺诈、士气低落、欺骗人民的人，都不会拥有

从拥有最少 Bull 代币的参与者中脱颖而出的投票。每个社区都遵循规则并遵守 DAO 的规则，

因此无论谁这样做，他们的投票权都会比拥有大量代币的人的投票权重。让我们以不同的方

式应用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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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王子的说法，Buterin 建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没有准备内部建筑，并将家具留给了

第三方。他没有在办公室放抽屉来存放合同，但他信任其他创建钱包的人。否则，他将一间

办公室交给了一位单方面签发合同的律师，所有买方都可以看到他拥有的该单方面合同的副

本，但他们不能为自己订购单独的合同或谈判出售和转让将合同转让给第三方。他们只有一

个代表他们购买的零碎资产的加密货币，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拥有该资产，因为 Buterin 制

定了无法更改的规则。我们在 ExtractoDAO 正在创建一个办公室，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抽

屉，每个参与者都有自己的钥匙来锁定和照顾他们的智能合约。我们仍然有一个包含小型个

人抽屉的大抽屉，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在该抽屉中放置任意数量的个性化合同，而这个大抽屉

由整个律师事务所社区管理。我们正在制造新家具，一个带有小抽屉的新办公室，用于无数

个人智能合约。同时，每个人都管理和照顾这些单独的抽屉和合同，即使他们没有彼此的钥

匙。王子已经将新办公室的架构交付给每个人，并已经为他自己的区块链订购了家具和抽屉，

以便 ExtractoDAO 参与者安全地保存他们的智能合约，从而真正保护双方之间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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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VI.  工作是 EXTRACTODAO 的核心支柱，也是食品生产去中心化的原因 

 

 

ExtractoDAO 最大的兴趣在于吸引新一代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和期待 DeFi 生态系统新事物的

参与者的加入，因为仅 2022 年押注去中心化金融的经历并没有给许多人带来美好的回忆人

们。总体而言，代币化也导致了许多针对投资者的灾难和骗局。王子决定考虑一个遵循相反

路径的 DeFi 架构，但使用有效的工程，其目标是透明且可审计的。事实上，它颂扬对区块

链技术的信任，并努力创造实用的功能和人与技术之间的合作。任何市场都将由信任驱动，

而 DAO 带来了人们对无需信任即可工作的期望。我们希望将这两个环节结合起来，以恢复 

DeFi 生态系统中失去的一些信誉。第一的 我们需要了解以太坊上 Buterin 的概念，它使专注

于代币化的初创公司得以发展。这在过去七年里彻底改变了加密货币市场，但这并没有影响

我们对 TraDFi 和房地产等市场的期望，因为它们仍在使用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买卖房地

产，这未来可以高效工作。 

 

DeFi ExtractoDAO 的核心思想是，在正确应用智能合约的许可下，由集体以部分方式管理

这些私有财产，降低风险。您可以在世界各地拥有数百或数千处房产和其他资产的一小部分，

这样您就可以以安全和透明的方式减少风险敞口。您可以将您的私有财产出租给 DAO 的利

益，将您的私有财产的使用转化为您和 DAO 参与者的利润。 ExtractoDAO 希望对农业综合

企业采取积极行动，以分散和增加该市场的产量，重点关注世界各地家庭的粮食安全，因此

我们将发展并要求市场在 DeFi 中留下代币化的余地。 

 

我们有自己的 DRAWER，它启用了无限的智能合约存储功能。钱包用于将钱存放在保存合

同的抽屉中。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朝着我们的方向前进，因为这将是未来。号召大家一起拥抱

DeFi期货市场的成长。我们呼吁 Trezor、Metamesk、Ledger、Coinbase 所有其他人创建抽

屉应用程序，我们不能将智能合约管理与钱包中的代币混合在一起。我们想审查应用程序中

抽屉的功能标准并启用智能合约存储选项，我们不想歪曲王子的原始想法。 ExtractoDAO 

关心钱包的开发和改进，Drawers 的开发，担心数据和信息安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初创

公司努力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作为同一个社区的一部分，我们被迫

实施我们的 DRAWER 以向市场展示新颖性。市场仅仅遵循这一政策，即在以太坊和其他网

络上发布单一智能合约以进行代币化以供项目利用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需要继续做 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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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资产，发行智能合约，并出售部分资产，但这些部分将归合约所有者所有，这是某人

发展他们的项目的最佳方式。我们需要停止销售 ARC-20 代币，我们正在摧毁一个有前途的

年轻市场，我们受够了猫、狗、食品代币。市场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也许我们对所有事情并

不完全正确，但我们正处于危险的道路上，大型交易所错误地支持 DeFi。你不能发行一个

毫无价值的代币，然后通过抵押另一个毫无价值的代币来支付买家，因为它没有得到支持。

在王子的倡议之后，DeFi 必须醒来并找到立足点。我们知道，经验丰富的大型交易所经理

已经陷入了硬币生成硬币的陷阱，就像 Luna 一样。市场骗局与以太坊和任何其他区块链无

关，而是滥用区块链技术。人们正在寻找轻松的钱，因此他们通常会选择简单的出路。现在

我们希望他们明白，DeFi 可以与物理世界的经济共存以致富。我们不能只生活在虚拟的想

象世界中，现在是时候在区块链之上发展，并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影响任何行业的人们的生活。

如果没有 DeFi 世界中创造的演变和解决方案，就不可能与集体管理私有财产。如果我们今

天看到的是旧的 DeFi 造成对中心化市场的经济依赖，我们就不能害怕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没有实现盈利的情况下，他们在 TradFi 和中央政府债券（例如美国）中运行并寻找安全

性，以确保投资者信心。我们了解这些 DeFi 的立场，但我们认为在 TraDFi 和中央政府需要

了解我们对去中心化金融的提议之前这样做还为时过早，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 DeFi 是什么。 

 

ExtractoDAO 与市场上的其他 DeFi 几乎完全不同，因为它实际上支持允许发行新币的工

作所产生的财富。您的稳定币称为 Cow，以美元配对每头 COW 0.10 美元（10 美分），即 

10 头 COW 等于 1.00 美元（1 美元），它们与美元 100% 配对，称为 Stablecoin（稳定币） ) .

新稳定币的发行取决于参与者自己发行智能合约，他们自己为 s 创造币。当您在现货市场上

购买相当于 5.00 美元的 1KG 瘦牛肉合约时，这块瘦牛肉会被送到专门的禁闭室约 135 天，

并在适当的食物和护理下不断增加体重。牛育肥后，如果你买了 100KG，你收到了所有的重

量，如果你增加了 40KG，你有 140KG。计算当天的价值，销毁智能合约，将 140KG 与美

元报价挂钩，并立即发行美元配对的牛。您的合同已结算，您获得了 Cow 的利润，以您自

己的现金和商品生产为后盾。您将能够将 Cow 兑换成流动性池中的其他货币，USDT、

UDSC、BUSD 和 DAI，从字面上看，您创造了货币，自动发行了新的 Cow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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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actoDAO 没有自行发行货币的权力，它们只能通过在到期后发行新的智能合约、一旦生

产的商品被清算并注入流动性池来产生。你有能力产生新的硬币，信息是公开的，每个人都

可以验证。过期的合约要么进入黑洞，要么干脆不复存在，无法再交易。合约的数量决定了

生产的公斤数，在区块链上进行跟踪和发布以供验证。发行货币的人是参与者本人，后盾将

是他在商品财富生产中的资本。 

 

ExtractoDAO 不能基于财富可以凭空创造的虚构发行任何货币。没有什么是无中生有的。另

一个错误的想法是，你可以通过在  DeFi 中将代币换成其他代币来发行无限的钱。 

ExtractoDAO 的诞生是为了与 TradFi 的金融愿景合作，一劳永逸地改变去中心化金融市场

的方向，因为它通过 DAO/DeFi 以智能方式提出私有财产的集体去中心化，这个连接点提供

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方式全部。没有人需要单独拥有一个农场或以集中的方式生产，但每个人

都需要通过 DAO 拥有代币的参与者可以购买该农场的一小部分或 KG 智能合约，这些合约

决定了在市场上交易的动物蛋白和奶制品的购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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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参与者可以来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从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将能够访问从

农场到到达屠宰场进行屠宰的所有生产和分销阶段的详细信息，此外还可以了解有关动物遗

传学的所有信息。产品的原产地和质量将通过发布信息的清晰性和生产链中所有环节的透明

度来确保。区块链技术是 ExtractoDAO生产的牛肉和其他食品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的基础。 

 

生产农场的权力下放旨在保障人民的可持续性和粮食安全；这是 ExtractoDAO 的主要目标。

我们不同意人们死于饥饿并处于痛苦之中，而钱却存放在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资源的银行中。

我们开发了一种链式技术解决方案，使世界上的任何参与者都能以盈利和透明的方式为食品

生产做出贡献。我们已经开始了牛圈养的权力下放进程。 ExtractoDAO 团队并非从零开始。

实地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多，团队中有一些人在这些动物蛋白生产和一般农产品业务方面拥

有数十年的经验。我们是一个项目，在与生产动物蛋白的牛圈养开始联合开发之后，首先工

作 

 

本白皮书旨在吸引有远见的参与者的注意力。我们面临着在未来几年将产量扩大到每年数十

亿美元的挑战，并在市场的自然行为中与 DeFi 参与者分享利润。作为战略问题，作为生产

监督者的 DAO 农场和代表优先考虑气候更好、生产利润更高的国家。牛肉蛋白的第一个生

产链正在受到影响和扩展，其目的是一项专注于参与者食品安全和利润的全球倡议。 

 

所有成熟市场都有良好的增长预测，首先是美国，继续引领世界牛肉产量，预计将达到 

1262 万吨，比 2021 年观察到的值（1273 万吨）低 0.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产量约占

世界产量的 21.5%。排在第二位的是巴西，但巴西的牛群增长速度更快，利润更高，并且在

全球化市场上具有质量和最佳销售条件。仅在 2022 年，巴西的产量就有望达到 2.641 亿头。

阿根廷和 乌拉圭也有类似的利润和质量 到巴西。出于战略、气候和较低的物业和租赁费用

的原因， ExtractoDAO 开始在巴西进行生产运动，然后打算转移到条件良好的阿根廷和乌

拉圭，因为它们是成熟的市场，易于结算，价格始终稳定并且对参与者来说是更有利可图的

市场。目标是走向整个地球，听取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人们的建议，他们可以帮助

ExtractoDAO的发展。 

 

我们希望发展，将我们对加密货币市场的热情与传统经济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我们希望增

加 DAO 代表的数量并扩大国际社会的发展。一切都由代表监督。成为 DPR（名誉代表）后，

所有拥有智能合约的人都拥有农场生产的一小部分，但是，只有 Bull 代币持有者可以成为动

物蛋白生产农场的代表和监督者，但对于发布智能合约，这种参与业务的形式有助于使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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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组合多样化，几乎完全将损失风险降至最低。很快，没有人将需要拥有一个他们从中产生

收入的房产，他们将能够购买许多其他房产的一小部分，这些房产将产生更好、风险更低的

租金，并且他们可以拥有数百或数千房产中的一小部分。世界不同国家的房产。 

 

在ExtractoDAO发起的这种模式的应用和扩展开发之后，其他人必须效仿，您将能够拥有金

矿的碎片、阿拉伯石油财富的合作伙伴、煤矿、核电站、天然气矿、铁、零件清洁能源公司

等。 ExtractoDAO 将 100% 专注于食品生产，从动物蛋白开始，并在未来十年内实现生产农

场组合的多样化。如果您将我们的白皮书传播到所有社区，我们会很高兴。我们希望得到比

特币、以太坊、狗狗币、Shiba Token、币安、火币、Lbank Coinbase、Ripple、Cardano 

社区和加密货币专家新闻门户的支持。加入我们。不管您的参与是否只有 10 美元，这将是

您为对抗饥饿、贫困和粮食不安全做出的贡献。最后，您将获得您所持股份的利润和利息。

每份合约将运行大约 5 美元，网络费用将在您发行智能合约时代表合约发行人支付，而不是 

DAO 声明。支付给我们开始发布智能合约的 Polygon 网络的费用非常低。您可以根据需要

生成任意数量的合同，但可能会有生产财产限制来应用您的参与资金。智能合约的数量将受

到限制，在某些时候没有人能够发行。当农场和饲养场满员时，只有在将合同出售给您之前，

有人会出售合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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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不适用于货币封锁，也不会封锁参与者合约，因为我们为加密货币创建了真正

的期货市场。合约到期后，计算你合约获得的 KG 数量，以及市场上蛋白质 KG 的价值，然

后你的合约将被烧毁，牛币将由你打印。它们可以兑换为添加到流动性池中的  USDC、

USDT、BUSD 和 DAI。我们希望您了解，没有人对您好，我们只是遵循协议规则。来自流

动资金池的这笔钱是您自己的钱，当您通过为粮食生产做出贡献时，这些钱将回到您的手中。

在清算您合作的生产后，您自己发行了称为 COW 的支持货币。你是为自己做的，因为你是

自由的。以前，你依靠中央银行来做这件事；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革命。 

 

两个重要细节：第一，你不锁定代币；取决于您购买 Extract@ 重量 (KG) 合同的方式。在这

种情况下，您从 1KG 的动物蛋白中购买，因为每个智能合约相当于 1KG。本合同是个人的，

并在您的控制下存储在您的 DRAWER 中。你就可以买几十万份合同，当然月子里肯定有生

产能力可用。重要提示：智能合约不会授予您参与 DAO 的权利，并且您不会被 DAO 邀请成

为代表。任何希望有效参与、帮助决策和投票的人都应该购买投机性代币 Bull。我们有 10 

亿个 Bull 代币的 Max Supply 发行，ExtractoDAO（ 1,000,000,000 - 10 亿个 Max Supply）

Bull 代币不会发行新的治理代币。只有 10% 的代币可供参与者以每单位 Bull 代币 0.10 美元

的价格购买。我们的智能合约如下： 

 

0x8110706a399D457D67b7A2B7636482b4bfCeBB21 

（发行，可在 https://polygonscan.com/验证） 

 

我们目前的市值是 100,000,000 美元（一亿美元）的 Bull 代币，在 Polygon 网络上发行。

流通供应的代币数量目前为 100,000,000 （ 1 亿代币），将在  OTC 市场和  DEX 

PancakeSwap 等平台上提供，也将在 ExtractoDAO DEX 上提供。事实上，我们想改变食品

行业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知道，如果人们愿意，一切都可以照原

样继续下去，但今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部分财富提供给 DAO 的力量，以推进动物蛋白的生

产。该 DAO 由来自去中心化市场的熟练专业人士以及负责世界多个国家农业生产的人员组

成，采用区块链可审计的方式。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贡献和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而获

利。每个人都将通过他们拥有的财富和应用于 ExtractoDAO 管理的项目的量化比例来获利。

没有人需要处置他们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可以将其置于 EXtractoDAO 的管理之下。个

人将能够继续从事农业，政府将能够投资于符合其利益的食品生产和企业，从而保障其人民

的粮食安全。大投资者将能够提取他们在大银行和基金中的资金，这些资金有时会产生负利

息，而不会产生任何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东西。在 ExtractoDAO 之后还会出现其他 DeFi 模

https://polygonscan.com/token/0x8110706a399D457D67b7A2B7636482b4bfCeB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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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为制造业和农业行业服务，为抗击饥饿和贫困做出贡

献，并从他们的参与中获利。 

 

亿万富翁、政府、匿名人士、非政府组织甚至联合国，每一个人 可以加入ExtractoDAO的

这一使命，即与饥饿、粮食不安全和重视人类尊严作斗争。今天，无数其他组织可以通过

ExtractoDAO 协议从去中心化金融的应用和管理中受益。 牛币来自 ExtracoDAO 是唯一一

种由无限来源（即人类食物）支持的货币，从农业生产开始，以对抗今天造成荒谬数量的人

死亡的贫困和饥饿。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仅在 2021 年，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就增至约 

8.28 亿，自 2020 年以来增加了约 4600 万，自 2019 年以来增加了约 1.5 亿，并且仍然指向

世界正在移动的新证据距离其到 2030 年消除一切形式的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目

标越来越远。有待开发的粮食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太大。研究 食品新闻 揭示了全球 45 亿低收

入人群拥有 5 万亿美元的市场。发展中国家估计有 45 亿穷人每年总共花费超过 5 万亿美元。

事实上，欠发达国家的支出高于发达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每年仅在食品和饮料上就花费 2.3 

万亿美元。人们意识到他们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他们寻找可以改善生活的商品和服务。他们

愿意支付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的——创造了商机。消费数据表明低收入市场的潜力。世界

粮食市场潜力巨大，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大约 42% 的支出涉及食品和饮

料，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 20.7%。世界平均水平为 38.6%。但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力

突出的不仅仅是相对价值。按绝对值计算，发展中国家每年在食品和饮料上的支出约为 2.3 

万亿美元，而较发达国家的支出约为 1.4 万亿美元。研究表明，消费模式的最显着差异在于

食品和饮料，其份额随着总支出的增加而减少。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尚未开发

的巨大商机，尤其是在食品和饮料行业。  我们有一个市场可以参与我们的财务。 

ExtractoDAO 为您带来了获利的机会，在食物链中承担社会和参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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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VII– 生态系统中智能合约的开发 

 

 

王子创新并强调了智能合约更广泛应用的重要性，超越了加密货币市场的有限方式。它在几

乎所有现有项目中的使用都减少为生成单个智能合约并出售代币以进行资本化。这并没有错，

但是智能合约的更加激烈和强大的应用和使用使犯罪分子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 

ExtractoDAO 协商获得 Bull 代币的投票权，但该组织可以在不需要或不存在 Bull 代币的情

况下运作。我们可以启用基于合约的投票权，但 Bull 代币将帮助我们利用 ExtractoDAO。我

们在组织的中心化部分需要更多的结构，我们必须增加开发团队以更好地从参与者中获利。 

 

原本只有在 KG 中发行智能合约，在智能合约到期后发行 Cow，这是参与者加入的唯一途径。

您是否理解我们坚持指出由 Buterin 发起的这种标记化模型的问题的原因？他开始走错了路，

王子来警告他这种代币化模式会在市场上引起的问题，但他并没有注意说了什么。我们必须

回到智能合约，正确地重新开始，但我们必须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推进代币化。 

 

我们在 ExtractoDAO 向市场证明我们可以在不发行单一代币的情况下开展业务。我们可能

仅根据未来的镇流器预测打印硬币，而不必基于现有的镇流器。我们相信这可以按照 Prince 

在本白皮书中的建议来完成。当然，ExtractoDAO 提出的这个 DeFi 是不同的。在我们的例

子中，参与者用自己的支持打印货币，而不是在未来的发票预测中，而是在农业生产的支持

下用现金。我们只是在为加密货币市场的一场伟大革命指明道路。 

 

了解 Bull 代币的目的并支持我们采用 Bull 代币。我们的发展资本化至关重要，也许你一直

投资于毫无价值的代币。我们想引起您的注意来参与这个想法，我们想要我们自己的区块链。

我们不能被限制太久，当你成为ExtractoDAO的参与者以后，你将会有无数的惊喜。 Prince 

使得将由 DAO 分散的智能合约和私有财产管理应用于 DeFi 的功能成为可能。您可以在世界

任何地方拥有资产的一小部分，甚至在火星上。了解智能合约的力量：它们就像您的律师编

辑的普通合约一样，可以让您交换房地产、买卖土地、牛和骆驼，或者让银行借给您钱并赚

取利息。合约允许您安全、透明地买卖股票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过度的代币化在全球市场

人士和监管机构的头脑中造成了混乱，但规则很简单：今天所做的任何形式的代币化都会在

市场上产生金融资产。通过代币化，原本不是金融资产的东西现在变成了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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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oDAO 应该从市场的另一个角度来看。 DAO 不是实际编写它的人，它只是一个有自

己规则的代码，其成员必须遵守。 ExtractoDAO 没有自己的法人资格，因此有可能被包含

在受智能合约影响且不想遵守协议中规定的规则的人引发的争议中。所有参与者都通过投票

权和协议治理参与并决定一切。 DAO 不受特定法律制度的约束，它首先依赖于自己的法律，

每个人都承担一切。尽管对主要与法人资格相关的 DAO 存在许多疑问和不确定性，但 DAO 

的配置中没有事实上的法律代表，没有负责人，也没有法律问题的主管论坛，没有适用的法

律。以及对其成员和第三方的责任限制，因为每个人都以分散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和负

责一切，也就是说，当他们成为 DAO 的参与者时，每个人都会赢，每个人都会输。 

 

ExtradoDAO 是去中心化市场的真正革命。 DeFI 的想法是从第一个发行第一个去中心化美

元的 DEX（去中心化交易所）的出现演变而来的，以保持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对抗中心化交

易所。 BitUSD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稳定币。它是在比特股区块链上发行的加密货币支持的稳

定币。 BitUSD 本身是其他一些与当地货币挂钩的稳定币的保证，例如 stable.PHP，菲律宾

比索稳定币，后来也出现了 DAI。 DAI 团队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发行一种去中心化的功能性货

币，它得到了王子的赞赏和尊重。另一方面，没有人发行以粮食生产为后盾的去中心化货币，

以利用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为世界带来改善人们生活的解决方案。 ExtractoDAO 做到了这一

点，解决了粮食不安全问题，创造了稳定币牛，同时为参与者创造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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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可以像 Maker 一样阻止 Bull，但他不会在他的 DeFi 中阻止任何人的货币或代币。就像

前辈一样，封锁很简单，在一定时间后解锁，用户就会拿到牛，但 ExtractoDAO 决定采取

不同的做法。没有令牌阻塞来创建令牌，您可以在 COW 创建截止日期之前将您的智能合约

出售给第三方并从该操作中获利。如果你锁定了一个由于市场波动而贬值的代币，在你解锁

它之后，你就会赔钱。 ExtractoDAO 有什么变化？没有令牌锁定来创建新货币，您持有智

能合约，它们到期并诞生新硬币。它们是发给农业生产参与者的智能合约，它们不接收代币，

它们接收智能合约。就蛋白质而言，它遵循国际报价模式，有时按生产它们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有市场的自然波动，但我们正在考虑未来的市场。池中提供的USDT、USDC、BUSD、

DAI 的储备金将在现货市场结算后增加。法定货币将被转换为其他稳定币以供给流动资金池。

参与者还可以保留所支持的 COW，也可以将其兑换成其他货币。 ExtractoDAO 相对于其他 

DeFi 的另一个优势是混合流动性的可能性，在 DAO 的监督和审计下。在混合流动性的情况

下，参与者可能会尽可能获得法定货币。这将很容易管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智能合约的日

期和到期日，以便为流动性池提供稳定币。暴露流动性池中的所有储备并任由黑客摆布是没

有意义的。 DAO 不能伤害自己的参与者，因此考虑混合流动性是健康的，因为它确保资金

在混合流动性下得到管理和安全。这为 DAO 参与者带来了更多的安全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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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非常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社区开发该协议。今天，我们有超过 8.8 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

超过 15 亿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人类负责任地照顾自己的时候到了。 Bull 令牌的创建旨

在邀请加密爱好者为网络的增长、进步和安全做出贡献。另一方面，它具有治理权的效用，

但 Cow 未来在 DAO 中也可能扮演该角色。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发行数十亿的狗币，是时候承

担责任了。 ExtractoDAO 应用智能合约的方式为参与者创造了效用。在 ExtractoDAO 中，

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而无需信任中心人，这与将牛、马、金矿和其他财富通证化的简

单想法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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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VIII – 真正的加密货币期货市场和智能合约的有限发行。 

 

 

ExtractoDAO 提出了一条与 Vitalik Buterin 开发并最初在以太坊上构思的路径不同的路径。

他创建了单个智能合约发行大量代币的发行标准，这是每个区块链和钱包行业的标准。 

ExtractoDAO 将对智能合约的可用性给予 90% 的重视。代币的发行本身对我们来说将扮演

次要角色，因为我们明白发行大量智能合约比发行大量代币更重要。根据签署合同时成员的

参与情况，以 500 万美元，这个 ExtractoDAO 参与者将一次性发行比 Polygon 或以太坊网

络在其存在的所有年份中发行的更多合约。 

 

  The Prince 让真正的加密货币期货市场栩栩如生，从流动性非常高的牛肉商品开始。当然，

智能合约 Extracto@ 的 DAO 参与者在 ExtractoDAO 农业中投入的资金的 100% 将用于农场

生产，以便对冲期货交易。他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期货价格的影响并从 COW 货币印刷中获

利。所有 Extract@ 期货智能合约将在 135 天到 90 天的锁定期内清算头寸以创建 COW 货币，

并且它们将立即不复存在并进入黑洞。我们还将发行 12 个月的饲养场 + 35 天的现货市场结

算合约，为流动性池提供稳定币。未来，我们可能会向参与者发放 24 个月甚至 36 个月的合

约。所有到期月份都有初始市场价格波动限制。在每个交易日，Extract@ 期货合约的每个

到期月份都会有价格波动限制，价格波动限制为高于或低于合约到期月份前一天的结算价的 

ExtractDAO 动物蛋白每公斤 5.00 美元（平均价格） .如果任何合约的市场由更高或更低的

价格波动限制提供（如果适用），它将被视为触发事件，将停止交易一段时间。 

ExtactoDAO 是一个真正的商品期货市场 DEX。这是一项通过发行 Extracto@智能合约在

ExtractoDAO DeFi 平台上进行交易的对冲未来运营并防止动物蛋白和其他商品市场未来价

格上涨和波动的提议。可以交付合同中提供的产品。我们将严格遵守真正的期货市场规则，

为经济和生产者增加价值。当我们的 DeFi 完全进化到产品交付时，当前交付月份的业务必

须在 Extract@ 智能合约到期前三天停止，并在合约到期后第三个工作日退出。对于那些在

生产区域附近对冲的人的所有交货，提款必须在工作日（周一至周五至下午 3 点）进行。交

易必须在 Statement@ 合约到期前的第三天停止，并且不允许印制 COW 货币。在节假日的

情况下，ExtractoDAO 的实体操作将无法进行，但  DefI 平台上的合约买卖会活跃。 

Statement@ 合约期货列表之后的时间表发生变化，列出的原始到期日期优先。如果列出到

期的原始日期被宣布为假期，则合约将被销毁并以 COW 货币生成。 



 
38 

 

 

政府和国际参与者可以通过加入 KG 蛋白智能合约然后要求产品发货来确保未来的价格。在

期货市场中，您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未来价格的影响，现在您可以在活牛期货市场中进行套期

保值。一家肉类出口屠宰场需要满足其 2023 年 8 月的屠宰需求，相当于 20,000 公斤，才

能履行其出口承诺。在期货市场上，2022 年 11 月，一份瘦牛肉智能合约的价格为 5.00 美元

/公斤。 2023 年 8 月，买方将能够以他在 2022 年支付的 5.00 美元/公斤的价格为他的 

20,000KG 或合同到期时请求提款，生成牛币并在另一个地区按他的意愿回购他的 KG ，因

为他购买了智能合约并在很久以后以 5.00 美元的成本收到它，在创建 Cow 后仍然获得了生

产利润。他于 2022 年 11 月在 ExtractoDAO 上为每份智能合约支付了 5.00 美元，并专业地

对冲期货市场。买方保护了价格，仍然从印刷 Cow 中获利，并履行了所有的出口承诺。这

是在 ExtractoDAO 上为加密货币启用的真实期货市场。这位参与者不会冒活牛价格上涨的

风险，他的智能合约相当于 20,000 公斤 2023 年 8 月成熟的牛肉，每 1 公斤成本为 5.00 美

元，他能够保护他的购买。此操作称为购买对冲。因此，他设定了购买 20,000 公斤的目标，

并以每公斤 5.00 美元的价格从瘦牛育肥中获得更多公斤。在期货合约到期时，他的合约被

烧毁，他收到了 Cow，他将能够立即将 Cow 兑换为 USDT、BUSD、USDC，并且头寸将被

平仓。另一方面，这个价格可以高于、等于或低于每公斤 5.00 美元。屠宰场清算其在牛的

头寸并获得额外的利润，出售其购买的相同数量的智能合约和育肥产生的新合约，并以现货

市场上的价格购买活牛，以防万一距离交货较远的地区或国家 

 

可以说， Prince DeFi 的未来市场提议，就是今天存在的远期市场的演进。买卖双方以预

定的价格、数量和日期交易农产品（或其他资产）的期货合约。 ExtractoDAO 合约的另一

个优势是所有者可以与第三方交换任何产品：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动物、珠宝。我们正

在使用区块链重新开放产品交易市场。这些合约将以公斤为单位与农业挂钩，因此智能合约

的公斤数或多或少不会有任何差异。 ExtractoDAO 稳定币不会像其他 DeFi 那样暴露于多抵

押设置的风险。牛稳定币支持的不是以太坊、比特币或 BNB，而是 DAO 社区通过区块链技

术从世界任何地方追踪其真实的农业生产，防止欺诈、盗窃和资产消失而没有合理的解释。 

多亏了区块链，可以到达超市，并有可能在您的手机上跟踪可用肉类的整个路径，从动物饲

养的地方、食物的类型、运输到产品的储存. 可以绘制整个生产流程的地图，确定区域生产

者和负责该流程的人员。 就牲畜而言，区块链可以将农场动物的记录带到餐桌上，让每个人

都感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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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tractoDAO，我们可以在未来的智能合约中获得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有价值资产，而不

会面临更大的资本风险。高风险和猖獗的代币化，没有任何创造力，使我们发展了一个投机

的恶性循环，既不为实体经济创造价值，也不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价值，使加密货币的使用几

乎毫无用处。 

 

的重点是教授这样一个前提，即通过 DAO 租赁证券可以产生持续的财富。在成千上万的 

DAO 参与者中，以部分方式集体购买、出售、开发农业、采矿、能源、饮用水源和其他私

有财产将是未来的业务。我们将在社区管理私人财产中产生利润，这一切都在多个国家的 

ExtractoDAO 选择的 DPR（Deputies by名誉）的监督和监督下，这是王子预言的未来。每

次有人在某个特定领域投资时，新合同必须承诺为智能合约的价值带来 ROI（投资回报）可

持续性和粮食安全。值得注意的是，王子完全反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想法，但支持以集体方式

管理私有财产，人们将能够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租用、获取和利用私有财产来产生收入。王

子说那些提议结束私有财产的人永远不应该被信任，即使他们表现出良好的意图。王子的前

提是私有财产现在可以拥有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所有权感。我们不能窃取人类最神圣的东西，

因为不道德的独裁者是那些为自私的政府争取完全控制私有财产的人，因为拥有、购买、出

售、剥削、征服、庆祝和纪念他们的成就的愿望是神圣的善。 

 

在以太坊和其他技术的今天，你不能在一份协议中要求 100 份不同的智能合约为同一产品存

入钱包，但在与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纸质合同协议中，你可以说你想要根据您的个人兴趣签署

100份不同的购买某种产品的合同。 

 

王子再次说：代币只是代表，当您转移代币时，您不会转移合同，您转移的是与智能合约相

关联的事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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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IX – EXFARM：教育和娱乐，而我们分散食品生产以创造财富。 

 

 

EXFARM 是一款具有抽屉功能的教学游戏，您可以在其中查看智能合约并监控动物在玩耍

时的体重增加情况。您可以在获得有关您参与制作的结果的信息的同时获得乐趣。您将能够

看到瘦牛体重增加。我们希望邀请游戏社区负责生产食物，通过为自己生成合约来分散生产，

在合约到期时打印新硬币并帮助为 ExtractoDAO 生态系统带来流动性。 

 

加密货币社区中的每个人都有几乎相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切看起来都一样，无论我们如

何努力尝试并致力于带来新的创造，我们都会遇到其他人所做的相同事情，但我们知道有达

到同一目标的几种途径。一个游戏对我们来说似乎很愉快，也是一种熟悉神圣价值观的快乐

方式。我们希望您在承担购买瘦牛的责任时玩得开心，生产动物蛋白以满足人们的饥饿感，

确保许多人的粮食安全，同时从中赚钱。 

 

对于普林西比来说，加密货币市场已经变得令人筋疲力尽、重复、危险、恶意、欺骗，并且

几乎完全不关心其他人的资金。太子给了我们机会去追随光，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市场上有

一个现成的盒子，一个表格，一个脚本来做一个白皮书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在 

ExtractoDAO，首先，我们需要您了解一切的目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寻找傻瓜和无知的人。

许多人不了解急需解决的地球需求，但我们希望您加入我们的聪明人，即使他们很简单。 

EXFARM 的目标是说教的，因为参与一些你对其政策并不深入了解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你的钱对努力收币的你来说一定是神圣的，也许今天是你人生最深刻反思的时刻，你甚至不

知道如何处理这笔钱，也许是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自己的生活。 

 

我们知道一份合约对应农场 1KG瘦牛，挑战是发胖让你在合约到期后收到肥牛，到期后直接

进入黑洞，这些 KG自动添加按照美元汇率打印名为 COW 的新硬币。 EXFARM 将带您体验

牛场内的玩家体验。当农场里的瘦牛体重增加时，它们的公斤产量也会实时增加。当动物在

屠宰场被清算时，这个农场将不复存在，但当它处于现实生活中时，将存储合同的应用程序

将显示牛的育肥情况，同时玩家将能够看美元转换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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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将来可能会演变为其他资产，但主要应用程序是一个抽屉，您的参与合同是其中的一部

分，同时也是可视化您的创作的流畅方式。坐月子没有损失的可能性，瘦牛没有变成肥牛的

可能性，因为保险涵盖了所有生产疾病，所有动物都进行了登记。带食物和看护的过程总是

会产生活牛，这几乎完全降低了这种参与的风险，因为你收到的是肥肉而不是像其他 DeFi 

项目那样做多抵押并支付利息的钱。可以说，你买瘦牛，收肥牛。为进一步降低风险，所有

生产始终由保险和政府担保以防牲畜疾病。游戏将有一个在平台上注册的农场网络，全部注

册并获得授权。所有的牛都会有一个跟踪芯片来跟踪他们的切片。会有动物的化身，它会有

一个包含了解起源、品种和体重增加的数据的配置文件，这样你就知道你的农场一切都很好。

牛币可以作为游戏中的货币用于买卖合约。当您这样做时，您在动物蛋白商品市场上进行交

易，您在一个有趣且安全的环境中买卖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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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声誉代表的分散和集中治理结构。 

 

 

DPR （ Delegate by Reputation ）是 Príncipe 为市场设计的一项创新，它允许代表在 

ExtractoDAO 生态系统中获得混合的权力授权。授权将基于通过参与 Bull 代币获得的声誉、

奉献精神、农业综合企业专业知识的展示、社区参与、对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贫困的贡

献，而不是一般财富或存储的 DAO 治理代币数量的基本资格仅由用户。代表的数量将限制

在 DAO 管理的属性的数量。实施 DPR （ Delegates By Reputation ）将流行的 DpoS 共识

算法功能引入实体产品经济。 

 

我们注意到已经从 Stak 证明 (PoS) 演变为流行的 DpoS，但现在我们添加了 DPR，它为代

表带来了新的功能和更大的权力。 

 

王子在物质世界中赋予代表权力、发言权和权力。现在他们存在于实体经济中，他们被赋予

了权力，他们可以参与农业和整个行业。这是一种进化和革命，就像 DPoS 与 PoS 概念的

关系一样。 DPoS使网络用户可以投票和选举代表来验证下一个区块。在 ExtractoDAO 模型

中，由开发人员 Daniel Larimer 发明和鼓励的 DPoS 概念焕然一新。 Prince 创建了一个名为

DELEGATES BY REPUTATION ( DPR ) 的新课程。该系统授权代表，他们将能够在 

DAO 和蛋白质农场的物理生产领域施加影响和贡献。他担任 DPR 的头衔，通过社区投票从

代表处获得混合权力，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在物理世界。他是一名专业的税务、审计师，

为虚拟世界中的 ExtractoDAO 利益服务。 

 

代表也是物理世界和/或虚拟世界中事件的见证人。您可以投票选择代表 (DPR)，也可以投

票替换或排除不遵守 ExtractoDAO 道德和价值观的代表。未来，DAO 将研究您获得 Bull 代

币分红的可能性。最初，这只是市场投机，但在未来，您将被允许将您的代币集中在一个 

Staking Pool 中并产生收入。您不会将您的代币实际转移到另一个钱包，而是使用质押服务

提供商将您的代币质押在质押池中。 

 

王子并不讨厌令牌，他只是不同意它们的使用方式。代币化的目的是骗局，诚实人的资金经

济损失。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监管并不能解决犯罪分子的问题，我们只能压制他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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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黑客攻击、内部审计和比特币崩溃的借口。市场上的 DeFi 存在完全去中心化功能的

错觉，这是不正确的。流动性池的大量被盗，很大程度上是开发者自己在代码中留下的漏洞，

用来化解 DeFi 参与者的流动性。投资者加入流动资金池并遭受高水平的盗窃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坚信，TradFi 和  DeFi 必须齐头并进，共同开发金融解决方案以对抗全球贫困。 

ExtractoDAO 解决了所有这些导致 DeFi 生态系统不安全的关键问题。解决的第一步是对

混合流动性的承诺。如果合约的财务承诺是 9000 万美元，那么将 10 亿美元留在流动资金池

中是没有意义的。这样，部分流动性将在代表团队的监督下在必要时以法定货币进行定位。 

 

随着合约到期，所有释放 USDT、USDC、BUSD 和 COW 流动性的承诺都将始终可用，从而

大大减少了遭受攻击和盗窃的风险。失败和错误应该表明，DeFi 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寻求

坚持、成长和进化。中心化的基础设施往往显示出缺点，但去中心化的基础设施允许开发人

员控制资金并在仍然荒野的地形中抢劫人们而不受惩罚，就像 Luna 的情况一样。集中治理

团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交现场运营费用，雇用人员，与生产商合作，营销项目，集

中财务责任，雇用开发商，寻求与监管机构的和谐，收购私有财产进行生产，最重要的是，

道德和对社区的透明度和诚实的道德承诺。在每个生产农场，即使有一个有经验、有能力和

有智慧的技术团队负责生产，所有的监督和数据评估都将由具有权力的监督代表负责。他们

必须监督每个生产区域并收集数据；即使农场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可追溯性技术 

 

 

我们信任 ExtractoDAO 协议，但它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因此两者必须共同努力，通过印刷

新的支持货币、创造财富、雇用人员、移动市场和改革系统来解决人类的粮食不安全和饥饿

问题。在与苦难和贫困的斗争中失败了。所有申请成为区域代表的人必须具备动物蛋白生产

科学的技能、知识和掌握，并且只有在积极参与 BULL 代币并满足担任该职位的先决条件时

才会被接受从事这项工作民主共和国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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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XI - 集体管理人对财产的集体管理。 

 

 

私有财产一直是许多思想家猜测的主题。我们正在考虑区块链他们在哲学方面的想法。在卢

梭看来，私有财产是随着土地的划分而产生的，这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不平等的首要

原因。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的产生是对农业的剥削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

体的统治。私有财产是一个人拥有的商品的特定质量的名称，可以是物理的或合法的。 

 

ExtractoDAO 提议通过集体管理这种商品以产生财富，即男性保留私有财产的权利，但由智

能合约分割，将单个人的权力分散到商品之上。集体人通过使用智能合约并在 ExtractoDAO 

的管理下，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承担对以前仅由一个人主导的私有财产的管理权。 

 

我们了解农场、土地、小区、商场、足球场和数字资产可以由 DAO 共同管理。我们都有私

有财产的权利。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17 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拥

有财产，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财产”。今天，我们冒着政府和国际机构篡夺个人对其财产

的权利的风险。我们的前提很简单：通过无数农场、土地、建筑物、金矿的智能合约，在一

个 DAO 管理下的大量人员中，我们更容易将我们的权利分成几份财产，以确保我们的权利。

继续尝试以个人身份获得利益。 

 

集体的人仍然是一个人，但更强大。您必须明白，您将继续拥有土地、房地产、海滩、种植

园并获得利润，但在您的国家或地区分散或遍布世界各地，我们正在向世界提出新的建议。

在哲学家看来，私有财产是争论和争吵的一个原因，但在我们的理解中，它将是集体人团结

的一种形式。人战胜人的感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有很多财富的好人必须用金钱的力量来加

强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今天你可以想象农场生产数十亿美元，拥有 1000 万美元或 1 亿美元

的人与拥有 10 美元的人获得相同的百分比。当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明白一个穷人可以与他一

起从事同一业务并拥有与其他人一样多的投票权时，这个 ExtractoDAO 社会就会得到加强。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乌托邦，但它不是。 ExtractoDAO 就是这样做的。理解该模型的工作原

理很简单：想象一下，如果您购买并支付了工厂尚未生产的汽车，但您签订了未来的合同以

在 12 个月内收到它。一年后，汽车已经生产出来并且您的合同生效，因此您可以拿起汽车

并开始使用它。但是，在车辆生产后，您接到工厂的电话，警告说汽车升值了，包括通货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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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工厂要交易您的汽车并将购买价格和运营利润存入您的帐户。签订合同时，您支付了 10 

万美元（十万美元），工厂向您交付了一份价值 10 万美元（十万美元）的合同，有效期为 

12 个月，但允许您将此合同出售给第三方各方，甚至在产品交付之前。工厂在生产上投入了 

100,000 美元，生产后价值 140,000 美元（十四万美元）。现在她提议在市场上以 140,000 

美元（十四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辆车。该工厂表示，它将根据所售汽车的 140,000 美元

（14 万美元）的储备金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枚硬币的名称将被称为牛，每 1 牛价值 0.10 美

元（10 美分）。此次发行为 1,400,000（1400 单位 COW），代表 140,000 美元（14 万美

元），其储备金随着工厂工作和汽车生产而增加。请注意，这与 DeFi ExtractoDAO 为您提

出的农业生产理念相同。工厂在合同到期后立即发行了 COW，它有自己的法定货币银行，

您可以将 COW 兑换成法定货币美元、欧元和英镑，就像 ExtractoDAO 有自己的银行一样，

它的流动资金池由 USDD、USDC、BUSD 提供支持，戴。在你的智能合约结算后，你的合

约就变成了 COW。您可以在流动性池中将您的 COW 币兑换成其他人，因为您的发行是由

您通过畜牧业生产的资金支持的。您随时可以更改 COW 以美元配对的其他货币。当您购买

房屋时，会生成合同，您付款并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在 ExtractoDAO 中，每获取 1KG 的

蛋白质，必须签发一份智能合约。从法律上讲，您拥有您购买的一定重量 KG，并且遵循牛

肉市场供需规律的某种商品产品的市场价值。您购买 10,000KG 瘦牛， ExtractoDAO 的承

诺是给您育肥并提供育肥重量，而不是美元金额。今天我们可以避免 DeFi 的错误，期货市

场是这样运作的：你购买 10,000 个 Extracto@，这是 10,000KG 的瘦牛，用于短期合约

（+45 天结算）的 90 天禁闭期，到期时间为 135 天；或者您购买 10,000 份智能合约，即 

10,000 公斤精益公牛，用于 12 个月的长期饲养场（+ 45 天结算）。我们知道在 TraDFi 上 

45 天的结算时间足以完成该过程，然后参与者将利润收入囊中。重要的是要知道，您的资金 

100% 将用于生产，例如汽车，在您的合同到期并且公斤数增加后，这不可能不发生，一切

都将受到监控。另一方面，即使在合约到期之前，您也可以跟随市场和价格，感受市场的温

度，随时可以交易和转移到另一方，享受所赚取的利润。您为 Boi Gordo 购买 KG 瘦牛肉以

在期末交货，并生成一份相当于立即转换为公斤的价值的合同。在 ExtractoDAO 中，您参

与瘦牛 KG 合同并获得肥牛 KG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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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约到期履行承诺后，它就会被销毁、烧毁、不复存在。平仓将生成一种名为 COW 的新

货币，由您从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提供支持，并且 COW 货币的所有者可以将相同的货币兑换

为 USDC、USDT 和 BUSD。我们为每个人提供一个公平和真实的市场，我们将履行我们在

人类粮食安全领域的社会使命，即使对区块链一无所知的人也可以参与 DAO。 TraDFi 和 

DeFi 可以共同解决严重的全球粮食生产问题，以对抗饥饿，提高能源和石油行业的效率，

这在没有 ExtractoDAO 模型之前是无法实现的 

 

世界不能再仅仅依靠与阿拉伯石油王子的谈判，TradFi 的愿景需要改变，也许现在坚持王子

的想法可以帮助增加石油产量。这些井现在将由一个分散的私人社区拥有，该社区由数千或

数百万人组成，其小额股份价值相当于一箱燃料。让我们与全球价格上涨作斗争。解决方案

不仅是去中心化本身的前提，还在于我们如何应用一种工作模型，通过现有协议解锁自治治

理，以帮助管理和做出有关危急情况的决策。仅通过代币化来管理集体私有财产的可能性微

乎其微。这是太子的回答。在分散治理的管理下，金钱和财富注定要流向食品和商品生产部

门，这会增加产量，同时使价格对所有人公平，而参与者不会损失利润。 

 

代币可以代表以太坊上的任何东西，但很明显它们不是为了管理人类集体的私有财产而创建

的，因此需要 DeFi 作为管理集体加密货币资金的模型。代币允许我们为某物分配价值并按

照我们的意愿对其进行细分，但该部分资产的市场决定了价值。我们将牛、羊、房屋和许多

物理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想法并不奏效。普林西比清楚的是，它们最能代表来自虚拟世界的资

产，但对物理世界的代币化从来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市场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代币在推

出后会贬值很多，人们会损失很多钱。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发行人没有金融市场的经验，他

们从未经营过证券交易所，大多数是梦想家、加密狂热者和开发者，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社会

相关性的代币将在市场上达到无限价值。太子认为这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谁创造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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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售了代币，谁就管理了游戏平台并从中获利，谁买了代币，谁就把它放在钱包里，等待

它升值，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它有什么意义？对投资者说实话，在这方面，最好在

纳斯达克购买便士股票，在全球其他交易所购买便士股票。如果股票公司表现良好，您将获

得终身分红 

 

王子想要_ 通过以简单、透明和可审计的方式在投资者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进行创新；

努力打击集中和分散市场的腐败。现在，您的资金，以前存放在银行和基金中，没有任何盈

利能力，可以在 ExtractoDAO 中转换为智能合约，并将履行分散粮食生产的功能，今天由

与市场价格控制者签订合同的农民或家庭掌握...这些新的去中心化农场将由 DAO 与数百万

管理员组成的集体私有。 Bull 代币是治理代币，它赋予投票权。如果可以这么说，它是一种

投机性代币，在 DAO 内具有政治功能。 

 

Bull 代币没有盈利的承诺，它是为那些热衷于加密货币市场以利用我们的倡议的人、想要交

易货币的投机者、那些喜欢在创新上投机资本的人而创建的。 它肯定比 Shiba、Dogecoin、

BitcoinSV 更好，因为它作为一种货币运作，并与一个履行社会角色的项目相关联，并将政

府权力授予可以指导该组织路径的持有者。 

 

普林西比知道为欣赏留出空间的重要性，每个人也可以相信这一点。让我们一起为

extractoDAO 食品生产提供最佳解决方案。当然，牛市在现货市场上会有很好的流动性。

我们只需将其与市场上其他主要的 DeFi 项目进行比较即可知道这一点。因此，确保购买一

些 Bull 代币可能是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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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 

 

 

XII - 技术路线 

 

 

该路线图作为一张地图让参与者了解 ExtractoDAO 项目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密货币市场明

白，任何具有 ExtractoDAO 质量和效率的项目都不会在几天内开发出来。 ExtractoDAO 不

是 15 分钟的 ARC-20 或 BSC 令牌化。 ExtractoDAO 是由合格的工程师设计的项目，他们是

专门从事技术和农业生产的真正科学家。 

是到了把男人和男孩分开的时候了。我们不能让加密货币市场现有的幼稚蒙蔽了认真的投资

者的眼睛，他们正在寻找专注于这个市场发展的诚实正直的人。愿 Luna、FTX、Celsius等

事件在每一个热爱这个市场、生活在这个市场的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教训。愿每个人都学会

更加谨慎地欣赏我们的提议，并将我们视为快速增长和采用加密货币的最佳解决方案。 

这个新的 DeFi 标准中呈现的经验有效地应用了智能合约的使用，让参与者对项目的进展更

感兴趣。我们想要一个参与的社区。我们重申，我们的兴趣是共同建设一个新世界，与社区

一起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标准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说，只吸引投机者加入我们的 DeFi 是

没有意义的。我们严格遵循我们的目标，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参观生产农场，只要他们提前预

约并将他们的凭证告知负责农场生产的代表。我们可以保持匿名并忠实地坚持这个问题，但

为了代表和其他项目工作人员的安全和诚信，只有在信息明确的情况下才会被允许访问生产

现场进行数据认证。另一方面，除了证明所有 DAO 参与者之间签署的金额和承诺的合同的

安全性之外，市场还将提供其他形式的文件，例如视频和照片以及区块链跟踪。 

没有目标的项目不是一个严肃的项目。因此，必须根据每个阶段的启动时间来组织给定项目

的开发目标。我们希望使用 BULL 代币报价来利用项目开发投资的开发。人们除了获得投票

权外，还可以从治理代币的升值中获利。因此，请查看以下 ExtractoDAO 已经完成的步骤

以及未来几年在市场上全面发展的计划。 

 

第一阶段：项目前期构思 

 

2018 年第一季度：项目构思和项目执行思路的调整。与 TradFi 市场中的结算合作伙伴进行

生产、研究和谈判的战略位置研究。定义购买策略并参与购买整批拍品的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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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二季度：对农场最佳生产模式进行财务研究，以在每个地区获得不同的结果，并

在生产中创造一种对冲。分析租赁生产农场的价格和合作伙伴关系，以尽量减少与任何类型

的气候影响相关的风险。 

 

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育种过程以改善遗传学并深化牛育种研究，以提高利润并利用物流

和天气条件。 

 

2018 年第四季度：牛饲料的草场准备、设备租赁分析。完成基础设施工作以启动 

ExtractoDAO 项目的起源。 

 

第二阶段：从 ExtractoDAO 项目中实际调整想法 

 

2019 年上半年：全面评估 2018 年全过程，提供准确、经过审计的数据和信息，并提供大规

模执行的实际结果。 

 

2019年下半年：数据序列取得进展，雇用员工放牧，兼顾所有生产。 

第三阶段：执行 ExtractoDAO 项目构想 

 

2020 年上半年：开始畜群繁育和繁殖过程，以进行数据分析，并与不同品种杂交以寻求更

好的结果。 

 

2020年第二学期：生成具有优质遗传学和适应气候的幼犬的策略，以收集最佳体重和收入

数据。 

 

第四阶段：扩展的最终结果、数据和结构 

 

2021 年第一季度：监控和生产增长、成功证明、畜群结果和质量以及更好的盈利结果。 

 

2021 年第二季度：质量过程阶段的监控、增产、数据和分析。 

 

2021 年第三季度：准备项目管理结构并在实践中实施想法。 

 

2021 年第四季度：关于人类集体生产和私有财产去中心化的王子白皮书的构想。 

 

 

第五阶段：使用区块链技术的 ExtractoDAO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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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一季度：聘请区块链开发团队并开始开发 ExtractoDAO 数字计划。 

 

2022年第二季度：签约更多开发商推进项目开发。在数字银行中开设和构建混合流动性解

决方案，以完全防范流动性盗窃的风险。 

 

2022 年第三季度：中国、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社区的 www.extractoDAO.com 域名注

册、营销策略和文档翻译工作。网站开发，创建社交网络。 

 

2022 年第 4 季度：与市场谈判并聘用更多具有 DeFi 经验的开发人员。获得市场知名度的项

目启动策略： 

 

提取测试网@； 

发行 1,000,000,000个 BULL代币； 

 BULL 代币测试； 

BULL代币的审计； 

DeFi网站和平台正式上线； 

在场外交易市场交易； 

 在 DEX 上市； 

与 CEX就 BULL代币未来上市进行首次谈判； 

在 Mainet 上发布 BULL 代币； 

开放购买（2023 年 1 月）。 

第六阶段 

 

2023 年第一阶段：开发去中心化自治组织 (KG) 投票系统。 

 

第七阶段 

 

2023 年下半年：完成抽屉应用程序 iO 和 Android 的开发，以便使用 DRAWER 为我们的用

户带来便利。它不是一个新的代币钱包，而是一个应用程序，供您在 ExtractoDAO 创建的

新期货市场中管理您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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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2023 年上半年：EXFARM - 在我们的白皮书中向参与者承诺的游戏。您可以在其中玩耍并

与其他人互动，而您的商品在农场上的重量会增加。 

 

第九阶段 

 

2024 年第二学期：我们将向代表团队和所有参与者提交创建第二个品种安格斯的提案，以

便为参与者带来更多利润。如果提案获得批准，本学期我们将组织新的生产农场。这个事实

在我们对项目未来的战略规划中。我们不是在诱导市场追随毫无根据的想法。大家一起决

定。 

 

下一步 

 

2025、2026、2027……我们将继续建设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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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ExtractoDAO 开发团队：Joel Steves、Weslley Carvalho、Robson Miranda de Santana

、Lucas Oliveira、Eduardo Oliveira Rodrigues、Mainardes Shiinoki； 

感谢我们出色的营销 Jayme Martini 和 José Hykavy 以及整个 Martini 代理团队； 

我们的中国大使团队由 Yan Yan 领导，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大使由 Troy Piper、

Regiane Milla、Gumier Xavier、Mateus Felipe、Velder Alan Lopes、Willian Ricardo、

Pedro Henrique Fernandes、Fauez Rachid 和 Alessandro Goes； 

感谢我们的 DPR 团队：Rafael Camillo、Franklin Faria、Edson de Souza 和 Renata 

Oliveira； 

致我们的法律团队：Dr.道格拉斯维拉尔和博士。爱德华帕切利 

 

感谢时间存在的一切。 

 

我们的社交网络： 

http://extractodao.com/ 

邮箱：contact@extractodao.com 

https://github.com/extractDAO 

https://discord.gg/pkcA59Ghr9 

https://www.reddit.com/user/extractoDAO/ 

电报：t.me/extractodao 

twitter.com/extractodao 

instagram.com/extractodao 

 

 

请加入我们，让我们建立一个全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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