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ETER
在全球任何地方，让农产品从小微农场到餐桌成为可能

摘要
想象一下，您可以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到新鲜的、当地种植的农产品，在餐桌上食用。
想象一下，您可以切断大型企业中间商的垄断直接与当地农民交易，从而购买到更加
健康、更加优惠的食品。想象一下，你可以完全知晓该如何购买食品，以及食品究竟
产自哪里，或是通过小微农业直接购买。
如果这些都可以通过可用的设备在互联网上进行连接，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访问，
将会给您或其他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呢？
这些正是Demeter和DMT代币将要做的。
我们正在对农业进行革命，我们称之为ag4.0（农业4.0）-让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实
现小农场产品直接到餐桌的产业链。
通过我们基于以太坊的DMT代币价值的转移-您可以在纽约市中心或是中国西安，与当
地农民取得联系，生产和吃到新鲜的当地餐饮。通过切断大型企业中间商，可以节省
成本，同时农民也会赚到钱。
这就是农业的未来。
欢迎来到Demeter和DMT代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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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Demeter是古希腊农业之神，象征着生命和自然环境的循环。这个古老老精神和坚强的
象征，能够让每个人生活得更加美好，这也是我们启动Demeter项目的初衷。
人类是我们宇宙中最神奇的生物之一。虽然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人类的所有特征-但我们
知道，人体是需要仔细的呵护，并且使用纯天然的有机食品能够为人体提供最佳的能
量。
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优先考虑到的是去优化食品供应链和批量生产食
品，发展清洁农业。这一举措已经取代了部分小农场。专注于利润或质量的大型企业
批发商已成为全球生产食品的标准。
但是现在全球的气候回暖日益加剧。最近的市场研究预测，到2025年底，有机食品的
市场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而这只是全球食品市场的一小部分。
获得真正的有机食物仍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你想要获得，找到你想要的有机产品，
你会发现通常需要为这些有机食品支付高额费用，所以有机食品让绝大部分用户都无
法承受。
Demeter正在改变。
我们相信，无论您在哪里，每个人都有权享受到廉价、优质、健康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愿景是要将全球任意地方的小微农场中的食品直接搬到您的桌子上。
这是一场农业革命。这是ag4.0。将为每个人实现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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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Demeter
Demeter是全球独创的向农民和消费者提供整个生态系统的分布式平台。我们能够
确保交易的公平和100％的优质产品。
例如，如果您想要预订一部分农民的土地作为您自己的小农场，并种植自己的西
红柿和生菜，那么您可以在当地农民的平台上进行连接。您可以利用社区生产有
机产品，并与农民进行沟通，了解蔬菜的种植状态、挑选和交付的细节。这样，
您不仅可以精确得选择要种植的种类，还可以确切了解其成长过程，通过每一步
的过程确保有机蔬菜的质量。
但是，如果你自己的小微农场过于复杂，那么你仍然可以使用这个平台。当地农
场将可以直接向您出售农产品。您首先知道它是如何生产的，接下来可以选择要
购买的种类、何时以及如何让交付您的产品。
我们相信，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改变人们的生活和享受食物的方式。我们的目标
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提供基于技术、信任、公平的平台，让我们的地球再次变
得更加绿色，共同实现这一伟大愿望。

什么是DMT代币？
基于以太坊的DMT代币能够促进Demeter生态系统价值交易。
作为一个以以太坊为基础的代币，DMT将为客户和农民提供分布式、安全、信任的支付方
式，用户可以相互分享，帮助小微农场到餐桌的生态系统蓬勃发展，并为每个人带来好处。
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共同建设ag4.0（农业4.0）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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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ag4.0？农业简史
回到远古时代，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并为
了负担而奋斗。从今天来看，古代的食物供应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只有狩猎和聚会才是获得食物的主要途径。

但随着社区的发展，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困难。人
类希望到其他定居点居住，聪明的思想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农业诞生出来，人们开始形成可持续粮食供应的小村庄。

随着村庄的发展，城市的创新和技术的进步，让快速增长成为可
能。在上个世纪，新的创新改变了食品供应和储存。随着杂货店
的普及，让食物获取变得越来越方便，农场也是如此。诸如冰箱、
微波炉和冰柜等技术的创新，让食品的储存发生巨大改善，同样
也增加了我们对各种食物的渴望。也出现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从
其他国家出口的食品（通常是几个星期的时间）到争议不断的转
基因，使食物更具抵抗力、盈利和耐用，我们离我们的起源已经
越来越远了。那些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整通过有利于他们
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粮食生产，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农民和家庭，
将最终失去了我们最想要的：健康、干净、本地的食物。

新农业的曙光是ag4.0（农业4.0）。
在我们美丽的星球上没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每天都会出现新的想法出现。随着我们不断
的改变和改进，陈旧的想法往往必须为新的创新思维让路。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一个新的想法可能还会引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我们认为，我们很接近这一转折点 - Demeter和Demeter代币正是开创健康和有机食品生
产新时代所缺失的一环。
.

5

了解Demeter和DMT代币
货币:

实现我们梦想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用DMT代币，这是基于成功的
以太坊区块链的ERC20标准代币。
DMT代币是整个生态系统，确保您与这个星球上任何人的交易
100％安全，能够进行快速和廉价的交易。
仅需点击1次
所有Demeter平台上的内容都可以使用DMT支付。
由于它是基于以太坊（Ethereum），您可以完全自由地将DMT
存储在各种不同的钱包中。

现在你不必担心交易费、汇率、银行费用或其他银行和政府机
构。你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轻松找到并购买您想要的健康食
物。
价格公平：

客户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有机食品，且价格只有现在的一小部
分。
世界各地的农民将能够直接与客户取得联系 - 切断中间商，并
获得到公平的价格。

我们想要打破大型跨国公司所带来的剥削周期。这些大型公
司通过低廉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进行购买，并以高价出售给超
市里的消费者。我们相信，通过削减大部分中间商，能够节
省非常丰厚的利润。
种植基金:

十年前，众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态，能够让有互联网连接的人
对创业公司投资小额资金。
种植基金将这个想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能够让全球各
地的人们租用当地的小微型农场，并在那里种植他们的食
物。

所有人都能够在任何地方出租自己的小微农场-我们知道这将
彻底改变整个市场。
市场:

所有人都能够在任何地方出租自己的小微农场-我们知道这将彻
底改变整个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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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农场售卖空间、你的熟食店、你的西红柿、购买新的种子、
出售商品进行进一步加工、或只是提供培训和社区帮助。以及
所有的可能食品。

评级 & 认
证：

现在知名的食品认证师都在按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影
响，去发表观点说服客户。不幸的现实是，他们往往是以自己
的利益为前提，而把消费者和农场放在第二和第三个地方。
我们的平台旨在将这部分权力交还给社区。
健全的质量审核和智能软件算法组合，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最
佳质量。同时，这种分布式、自动化和基于社区的架构将最大
限度地减少操纵风险，避免集权化。

每个人都拥有证书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欺骗、隐瞒真实或曲
解规则的人都不会被容忍。

社区:

我们认为信任是基于透明和沟通建立起来的，所以重要的
是，我们的生态系统提供通信服务，能够让通过整个增值
链进行交互。
但对我们来说，社区意味着更多东西。

作为社区的一部分，信息流将交由您和其他社区成员控制。
权力掌握在你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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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案例研究 - 一个真实的案例
Enrico Poli的农场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财产，已经经历过几代人的经营。Enrico从祖
父那里继承了农场，周末经常会有朋友和邻居们来为家人购买水果和蔬菜。他们非
常喜欢农场里面美妙的西红柿。无论味道、大小和新鲜度都非常令人满意。
但那是很久以前。现在人们已经离开了村庄，搬到了大城市。他和他的客户之间的
关系已经变得没那么有人情味了。已经迷失的Enrico，被迫和制造商进行深度合作
化的农业。使用转基因种子和苛刻的农药化学品来改善他的产品。
制造商提供大批量采购，所以折扣率高。这样导致了他的收益利润率非常低，他一
直为成为财富独立的农民而努力奋斗。
之后他意识到这有些问题，几乎准备要放弃了。然而他从朋友那里听说了Demeter当时还只是一个概念。他决定在小级别上试一试。
与团队建立关系后，他决定拆分一部分农场业务，并在番茄中提供以下条件：
● 10平方米中的50段
● 3个月内收获
● 农作物损失风险为10％
● 100％纯天然、无农药
● 生长期为2周
实际结果的反应要比他想像得好很多。
在他发布后的短短3天内，他收到了一个通知，所有的50个断区都已经卖完了！
有了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Enrico决定使用古老的番茄种子和农场，就像他们在“好的旧
时代”一样。在此期间，Enrico向客户发送持续不断番茄进展的照片，甚至与其中一些成
为了朋友。
在7月底，他们获得丰收并开始包装运送西红柿。
这时候惊喜发生了。不是每个客户都希望直接收到西红柿。乔治，一个租用小微型农场的
客户之一，想来到农场自己去摘西红柿。
这是一个能够永远改变Enrico生活的经历。

从一到多 - 向前迈进
正如Enrico和世界上许多农民所经历的那样，这种强大的市场力量推动他们采取积极
的农业推广。由于中间商和大型连锁企业难以生存，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而Demeter
和DMT代币旨在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与客户直接联系，让农民获得公平的产品价值，并
且农民可以保留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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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消费者也能够从中受益。像乔治这样的客户 - 不仅可以获得当地农民如
Enrico种植的优质产品，还可以通过低廉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食品。这是一个双赢
的局面。

带来农业革命 - ag4.0的问世
目标市场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 亚洲
新兴亚洲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中，社会越来越富裕，
医疗保健和生活方式等行业迅速增长。
中国是这个局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过去几年来，有机
食品消费已成为数十亿美元的行业。消费者愿意为优质食品支付高额费用，即使没
有确定性的保证，他们认为付出的价格也是值得的。
在同一个市场上，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农民几乎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状况。
为了保持产业和家庭的正常开支，他们被迫将其产品出售给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在
市场上低廉的价格出售农产品。
Demeter认为这一切应该改变 - 而且Demeter平台和DMT代币正是解决方案。在过去
十多年来，在亚洲乃至更具体的中国市场中，我们相信我们的知识和网络将有助于
我们在改领域，成功推出Demeter平台。

第二阶段 - 欧洲
虽然在中欧已经建立了“优质”食品市场，年增长率仍然呈上升趋势。
从消费者角度看，欧洲的增长潜力仍然很高，但欧盟已经放缓了有机农田的可用性，
使快速增长的潜力放缓变得十分有限。
我们坚信，Demeter平台和DMT代币可以激发欧洲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欧洲视为第二个目标市场。凭借在许多小型欧盟国家的根基和
经验，我们将能够利用这里的网络来验证Demeter平台在发达市场上发展的有效性。
通过想客户直接销售从农民那里获得的产品，同时也为大公司提供新的商机 - 我们
相信欧洲市场会变得非常成熟。

第三阶段 - 美国/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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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ter平台“最热门”市场之一是美国和北美市场。
随着2017年的独立研究显示，每年有超过81％的美国人花费高达500亿美元的费用用
于购买有机/认证的食品。
而这些数字仅占美国消费者购买食品总量的8％。
大量的有机食品都有价格障碍。在美国市场，所谓便宜的“垃圾食品”或普通食品非
常便宜，而质量高（或有机）产品的销售价格却极高，而且他们通常来自同一家公司。
在这个阶段，我们相信，亚洲和欧洲市场的成功将使我们能够在美国和北美市场上发
挥非常大的作用。

第四阶段 - 非洲
虽然非洲与您所在的位置相比可能看起来非常大。而非洲GDP的32％是来自农业。农业仍
然是GDP最大的来源之一，城市地区食品价格指数也在上涨。不幸的是，这种成本的增加
并没有传给农民带来收益，而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非洲，供应链中的巨额资金和利润都是由中间商收取的。
Demeter可以解决这种问题，让数百万农民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同时让数百万居住在城市
的人以合理的价格获得食物。
因此，Demeter计划的第四阶段是将我们的平台和DMT代币带到非洲市场

第5阶段 - 全球推广
Demeter农业4.0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将是我们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随着我们在其他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我们将能够为每个地区
提供Demeter服务的价值。

我们会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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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eter发展路线图
¨

2016 四季度:

¨

2017 一季度:

¨

2017 二季度:

¨
¨

2017 四季度: DEMETER众筹
2017四季度: 与农民和合作伙伴签订合同

¨

2018 二季度: 发布网络平台

¨

2018 二季度: 发布移动平台

¨

2018 三季度: 在中国和意大利开展试点项目

¨

2019 一季度: 发布升级的网络和移动平台

¨

2019 三季度: 扩张到其他国家

概念
可行性研究
众筹准备

11

DMT代币
DMT代币的总供应量将为2亿。我们将根据以下比例进行分配：

30%在众筹中进行销售
您有机会成为农业4.0革命的一部分。
20％预留给开发团队
我们完全致力于开发农业4.0时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您的信任和支持。
25％用于业务发展
我们将用这个锅来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达到我们雄心勃勃的目标，加快市场扩张是必要的。
25％将来发布给DMT持有人
每个窗口中发布的DMT数量和DMT数量尚未确定，取决于开发和社区情绪。
我们将努力工作，使我们的世界更美好，为您提供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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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筹说明
DMT代币硬顶
众筹销售将于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上午11:00开始。
若达到ETH硬顶则立即停止，否则将持续30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达到硬顶，则众筹
活动立即停止。
由于ETH价格波动，硬顶将在众筹开始前24-48小时公布。在任何情况下，ETH硬顶相当
于约八千万美元的ETH金额。

DMT代币软顶
最低限额（softcap）将在众筹开始前24-48小时宣布，并将对应于约120万美元的ETH
金额。
如果没有达到最低上限，所有资金将通过智能合约自动从代币销售中返回。在这种情
况下，将扣除少量支付GAS的费用。

美国公民除外
由于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幸的宣布，众筹销售中将不支持美国公民

代币说明
Demeter代币的供应总额将达到2亿。与ETH的汇率将在人群开始前24-48小时确定，并将是
不变的。
参与众筹后，将立即获得Demeter代币，但只有在众筹结束48小时后才能转让。

优惠奖金周期
在众筹销售期间有2个奖励期：
● 众筹开始前5天奖励金为10％
● 众筹开始5天后的奖励金为5％
但是，奖励金也会根据参与者是一级还是二级白名单，收到的奖金可能还会有所不同。
请阅读注册、奖励金程序和白名单级别的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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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注册、奖励金程序和白名单级别
一级白名单会员奖金与结构
从现在起至10月28日24:00 UTC *，可以在Demeter网站https://www.demeter.life的
代币部分预注册ETH地址
预注册用户将成为第一级白名单会员。如果他们在众筹销售的前5天参与，他们将获得
10％的全额奖金。
第一级白名单成员在前5天内参与众筹的情况，或者是在众筹销售5天后发送额外资金，
他们将获得5％的全额奖金。
预注册用户还将收到可用于推荐朋友和社交媒体共享的推荐代码。无论如何，请不要
错过预注册的机会。使用此推荐代码的人-将成为第二级白名单成员。

第二级白名单成员奖金与结构
从10月29日00:01 UTC *，直到众筹结束，那些没有机会预注册但仍然想参加众筹并获
得奖金的人将能够使用来自一级白名单成员的推荐码。这样做将能够自动确保推荐码
用户成为第二级白名单成员。
如果第二级白名单成员在众筹前5天中参与，他们将获得5％的优惠奖金，而另外5％的
人也将参加共享推荐代码的一级白名单会员。
在5天之后，如果第二级白名单参与到众筹汇总，或者在5天之后发送额外的资金，他
们将获得2.5％的部分奖金优惠，而使用第一级白名单成员最初分享了推荐代码的用户
将获得另外2.5％的奖金优惠。
上述日期和时间可能由于技术原因或团队的重要决定而进行更改和调整。

在前5天内参与众筹的限制
在众筹的前5天，只有一级白名单和二级白名单成员将才能够加入并获得上述奖金优惠。
在5天之后，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参与众筹但是却享受不到奖金优惠。
在5天之后，仍然可以成为二级白名单成员（通过第一级白名单成员的推荐代码），并
在特定时刻获得积分奖励。请参阅上面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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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的货币
在众筹期间仅接受ETH支付。不要直接从交易所（polonies，bittrex等）发送ETH，
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您的以太币的丢失。

如何发送以太币资金
重要的是，需要使用兼容以太币的ERC20钱包（如MyEtherWallet或mist）发送代币
不要直接从交易所（polonies，bittrex等）发送ETH，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您的以太币
的丢失。

我们的愿景
让全球任何地方的食品从农场到餐桌成为可能
我们正在建设这一个生态系统，保证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获得优质食品。
基于这种最先进的技术，我们相信我们将能够永远改变农业市场。

自由
Ø 任何地点和时刻
Ø 公平的价格机制
Ø 你可以选择想要什么和
如何购买

高质量
Ø 提供直接从农场到餐
桌的健康饮食
Ø 合格控制、有社区和智
能算法进行升级和管理

连接整合
Ø 全面的系统集成
Ø 所有平台易于使用
Ø 增加整个价值链的连接

我们的价值
●
●
●
●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热情
明确目标，了解如何达成目标
不同技能和能力的良好组合
尊重每个人的公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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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Marco Mettimano - CEO兼联合创始人
热衷于新项目和挑战，过去4年来，一直在中国500强企业担任投资经理。最近开始
研究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并相信该技术能够积极改变世界。
Nando Dessena –区块链开发者
他几乎从能写文章开始就学会了编程，Nando是一个加密货币爱好者和区块链开发专家。
过去20年从事开发、培训师和顾问，他曾在不同规模的企业和开源项目上工作过。
Arianna Vulpiani -意大利商业发展
一个成功的农业部门企业家，阿里安娜创建了一个类似于Demeter小微农场的概念
“BIO-ORTO”，但仅限于罗马地区。并迅速达到了3000多人的客户群，她的专业知识
使她成为团队的宝贵财富。
Lorenzo Liberatore –全栈开发者
与大型跨国公司和小型公司开展过合作，在国内外拥有丰富的开发经验。
Simon Choin -法律顾问
作为Acme Ardent Simon的联合创始人，他在网络法专业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涵
盖互联网法律、跨境贸易和加密货币和区块链领域各个方面的经验。他曾担任中国和
香港多个ICO和众筹项目的顾问。
Luigi Tonti -平台顾问
意大利南部40个Hectare农场的业主和首席执行官。Luigi能够从农产品的角度提供平
台咨询的深入经验。他的农场生产各种水果产品、橄榄和谷物生产，他深入了解原料
和成品。
Cahill Puil -市场营销专员
他目前正在建设Byte Media集团-一家致力于通过战略营销帮助电子商务、区块链和技
术型公司取得成功的数字机构。 凭借丰富的经验他帮助小型创业公司和财富500强企
业 - 他为团队提供战略营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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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 IMPORTANT NOTICE
This notice applies to all persons who read this document. Please note this notice may be
altered or updated. The White Paper has been prepared solely in respect of the
Company's crowdsale of the Demeter Token (DMT, or DMT Token) (“ICO”). No shares or
other securities of the Company are being offered for subscription or sale in any
jurisdiction pursuant to the White Paper. The White Paper is being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require any action to be taken by the general
public or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The White Paper does not constitute an offer or
invitation to any person to subscribe for or purchase shares, rights or any other securities
in the Company or to subscribe any interest in any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 or any
debentures of the Company or any commodities of the Company.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re not being presently offered to be, registered under securities act or
ordinance of any territory, any state or country, or under any securities laws of any
territory, any state or country.
THE TOKENS REFERRED TO IN THIS WHITE PAPER HAVE NOT BEEN REGISTERED,
APPROVED, OR DISAPPROVED BY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Y
STATE SECURITIES COMMI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NY OTHER REGULATORY
AUTHORITY NOR ANY OF THE FOREGOING AUTHORITIES EXAMINED OR APPROVED THE
CHARACTERISTICS OR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F THIS TOKEN SALE OR THE ACCURACY
OR THE ADEQUACY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WHITE PAPER UNDER, THE
U.S. SECURITIES ACT OF 1933 AS AMENDED, OR UNDER THE SECURITIES LAWS OF ANY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R ANY OTHER JURISDICTION. PURCHASERS
OF THE TOKENS REFERRED TO IN THIS WHITE PAPER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Y BEAR
ANY RISKS INVOLVED IN THE PURCHASE OF TOKENS, IF ANY,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OF 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