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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Abstract

同感，就是共享心意的。人类属于社会性动物，应互相连接在一起。
MEETtoken 是有效共享我们心意的工作共享及人类搭配系统，即将成为丰衣足食雇佣人和被雇佣人生活的媒介。
MEETtoken 的最终目标是打造雇佣人和被雇佣人互相担心，关怀对方的共享平台，即构建工作管理生态圈。

MEETtoken 活动为
■ 建筑 • 派出 • 代驾 • 生活施 工 • 打扫 • 群 众演 员等 临 时被 雇佣 者
■ 开发 • 设计 • 建筑设 计等离职 率较 高的 契 约惯 例被 雇 佣 者
■ 寻找各 方面人 力资 源的雇佣人
■ 寻找各 方面工 作岗 位的被雇佣 人
■ 连接各 方面雇 佣人 和被雇佣人 的 中 介 所

覆盖雇佣人、被雇佣人、中介所等各方面阶层，在MEETtoken Ecosystem（以下简称‘生态圈’）内互相沟通，
即将改革现有市场，以便向每个组合合理地补偿各个工作岗位的价值和权利。为实现这种目的，开发了
基于区块链地去中心化分布式平台，追求‘共享’信息、越参与越得到更多‘补偿’的奖励式生态圈系统。

[图1. MEETtoken

人组合 ]

我们通过MEET币追求的平台，开发成分布式共享平台，正在寻找如何将区块链基础人力搭配系统扩展到
一个良性循环生态圈的有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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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Market
2.1 MEETtoken Project
项目促进背景
MEETtoken项目团队从2009年起关注人力搭配平台。首次采用人力搭配技术的是代驾产业。
在运营代驾搭配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慢慢考虑到覆盖整个产业范围的搭配平台。我们相信第四次产业革命，
肯定活化这种平台的。因此MEETtoken项目团队在搭配平台项目中开发了人力评价系统(专利 2016-0048037)
和人力连接服务器和其方式(专利-2016- 0031903)，目前促进‘Workmeet’品牌的人力资源搭配平台，推出了结
合于B2B和B2C的事业模型。

搭配平台的概要
搭配平台是什么？
人与人，为特定目的，通过平台实现互相寻找何是的人。各种行业通过平台服务成功地实现雇佣人和被雇佣
人之间地相遇，这种人力资源搭配，之前都是基于线下门店（工作介绍所•代驾公司等）的。到了2000年初，
这种人力资源以到网站，到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现在，已经发展成利用网络或移动软件的大规模信息共享系
统，以及结合与线下门店的O2O事业。
大部分行业都需要人力资源搭配平台，这是高度发展的产业结果和整个技术上不可缺少的系统。2000年中•
后半期，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和软件开始结合，代表这些O2O事业的公司就是共有出行公司Uber。
在韩国看来，最首次的O2O事业就是2000年中•后半期开始的代驾系统。
人力搭配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此后，在不动产•配送•人力搭配•生活施工等各种行业出现了搭配平台，
估计未来大部分的产业会基于搭配平台而发展。

搭配平台类型
MEETtoken团队对不动产•配送•代驾•临时人力等各种搭配平台的事业发展性进行比较，
即将提供与传统搭配平台完全不同的创新服务。

区分

不动产

配送

代驾

临时人力

主要用户

Zigbang, Dabang,
Nemo等

外卖的民族, Yogiyo,
Baedaltong

ICON•CallManer•
Logi

Workne, Ilbang,
Ildangbaek
你的执事, 老婆的休日

商务模型

出售品广

配送代理

Call搭配

介绍所

优点

事业结构比较简单

存在配送代理共有网

独家垄断市场
分离开发公司和运营公司

直接交易独占手续费

缺点

进入壁垒低

共有网手续费

费用高（客服中心）

与线下中介所
互相冲突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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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开端，WORKMEET
目前临时人力市场是以中介所为主的。

为改变这种现象，政府和团体付出最大努力，出现过各种在线中介所，可是无法克服线下/线上的限制，以及
临时雇佣人的特殊状态。中介所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传统性质，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只存在方式上的不同，
中介所以任何方式都会存在的。当然，大部分的雇佣人和被雇佣人聚在中介所，也不能忽视中介所的作用。

WORKMEET是连接临时性被雇佣人和雇佣人、中介所的平台。这平台是基于实际经验而制作的，通过现场
经验得到各种优缺点，致力于解决各个组成成员的每一个困难，因此我们对市场的自信心和目标具有明确的
目标。

从2015年O2O服务和搭配平台、随叫服务的融合起，到2018年才完成了人力资源方面的多合一平台‘WORKM
EET’。

这不是单纯地基于雇佣人/被雇佣人搭配结构地在线中介所，而是首次体现以中介所为主地搭配平台结构，向
韩国15000多家线下中介所介绍提供在线中介系统，并向每个中介所连接盈余雇佣人/被雇佣人而创益的，也
是‘相生’、‘共有系统的权威版’。

[图2. WORKMEET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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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MEET系统的优秀性
MEETtoken团队基于WORKMEET，打造了整合搭配平台的基础。今后我们在WORKMEET系统采用区块链
技术，创造出新。这种创新就是‘MEET币平台’。

[图3. WORKMEET系统的结构图 ]

WORKMEET系统打造整合搭配平台的基础，形成了总共6者结构。
一般线上/线下搭配结构是由雇佣人-中介所-被雇佣人（三者结构）组成的，但这平台是反映到营销组织和共
有系统，对焦平台活化的平台服务。

WORKMEET 系 统 已 经 实 现 商
业化，被现场中介所肯定。由
于这系统可以适用各种行业平
台，在事业发展性方面得到认
可。这种系统上采用区块链技
术，在搭配平台行业撑起革新。
WORKMEET 6者 结 构 平 台 系
统上，反映1/2/3系统，就成为
在线中介所或代驾系统。平台
上反映行业和单位运营结构，
就可以适用于各种行业。

[图4. WORKMEET系统的优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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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保认证
MEETtoken团队已确保了与搭配平台有关的20件版权。

《用户服务器开发工具》
• 版本管理模型
• 安卓通信管理模型
• 招聘广告搜寻引擎模型
• 招聘广告搜寻通信模型
• 招聘广告自动搜寻模型
• 招聘广告同步处理搜寻模型
• 招聘信息管理模型
• 会员账号管理模型
• 位置信息管理模型
• 中介所信息管理模型
• 账号信息管理模型
• 认证管理模型
• 微件 UI 管理模型
• 天气信息管理模型
外6件

[图5. 已确保认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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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现况
市场规模即前途
人力资源搭配平台Linkedin，在2018年4月为准，已有全世界200多国家的6亿以上用户，成为对专业行业人力
和企业有效的系统。WORKMEET主要针对临时工作/时间制/契约惯例被雇佣者（又称弱势群体）展开事业，
慢慢地扩大其适用范围，即将打造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富足生活的基础。看韩国市场，目前全国临时工作中介
所有1万5千家，规模相当达到中介所的公司一共有三万家左右。寻找临时工作的人达到220万左右，韩国市
场的中介手续费规模达到4兆韩元以上。

同比2017年，2018年的50岁以上临时工作人员数量增加了10%~15%左右。临到婴儿潮世代的退休时期，其
中很多人都以到临时工作市场了。可是为这些人群的工作岗位并不多。就职人中21.7%以上在寻找生产、建
筑、劳务方面工作，可是现有工作岗位已满，座无虚席。

[图6. 市场规模]

新进入韩国临时工作市场的人群是外国人。拿韩国首尔南九老站人力市场举个列子看，这附近就职人的70%
以上是外国人。再说，目前建筑现场的临时就职人大部分由退休中年人和外国人组成。因此现有临时就职人
一个月只能工作15天。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雇佣人却不能找到适合被雇佣人，而面临困难。
随和家庭成员的变化出现一人家庭，由此产生了创新形式的就职人，可是由于信息共享缺少，
经常出现失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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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存在现有人力资源市场中的问题
不可信任简历信息
‘自我小说’是讽刺被雇佣人提交的自我介绍的词汇。目前的人力资源共享平台，只能依靠不可信任的简历资源。
这种信息都是来自于被雇佣人本身身上，信任度比较低。很多雇佣人对不可信任的简历信息系统表示不满，
但目前没有特别的代替方案。

雇佣人-被雇佣人信息的非对称性
目前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性。被雇佣人总使向雇佣人提交简历或自我介绍，可是被雇佣人无
法得知雇佣人信息。被雇佣人无法了解雇佣人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公司。被雇佣人没有任何信息的情况
下，在人力资源市场中保护自己的安全。

现有搭配系统的非效率
雇佣人-被雇佣人市场已有悠久的历史，任何人都容易体验的方面。 双方以工作为目的的突发性相遇中，雇佣
人-被雇佣人之间更多、更易发生困难。
因此产生各种问题，甚至成为社会问题。因为提前无法了解给雇佣人的实际能力、责任感、所属感、诚实感，
工作过程中经常发生不慎、事故、错误，结果导致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信任度下降和效能降低等不可避免的
因素。更严重的是，由于雇佣人-被雇佣人有关信息的缺少，无法适时完成搭配，最后造成社会损失。今日，
有很多就职人在寻找工作，雇佣人也为寻找最适合被雇佣人，付出各种努力，如支付各种广告费等。

体验有限职位
目前的人力资源市场中，被雇佣人的就职范围有限。很多临时工作岗位中，因为寻找工作的范围有限，经常
发生半个月以上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
并且工作搭配服务比较简单，集中于工作岗位搭配本身，无法得到适合职位教育。被雇佣人没受到继续教育，
无法执行尖端化职务，更无法转职到其他岗位。因此被雇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发展，停滞不前。

个人信息及活动明细的无分别流出
目前平台独占参与人的个人信息，基于这种信息，通过广告和数据出售，而创益。很多工作中介所步公开信
息，采用封闭性方式，平台事业者的道德性和伦理性无法得到信任。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心化服务展开过度事
业活动而产生各种问题，因此发生个人资料泄露及侵犯私生活等各种副作用。

Powered by MEET toke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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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技术上解决方案
MEETtoken团队从2018年起，通过‘WORKMEET’向全韩国地区15000家人力资源中介所提供在线中介所功能，
为有效搭配雇佣人-被雇佣人，完成了开张及稳定人力资源搭配平台的‘WORKMEET’尖端工作，2018年在九
里•南杨州地区还展开了中介所内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示范事业。MEET币团队累计几年间经验，目前已针对
一百多家在线中介所推出了实现实时搭配的人力资源搭配平台，这里还要添加不得伪•变造的区块链基础搭配
平台。目前的人力资源市场中雇佣人和被雇佣人会面临各种困难。因此我们找到了有效解决目前市场问题的
技术上解决方案。

失配最小化
MEETtoken平台实时连接全国线下中介所和线上中介所，诱导雇佣人-被雇佣人的流入，尽量减少失配，提高
收入。并且为实时共享现场情况，进行平台的社区化，完成及商用化尽量减少失配率的搭配平台。

最优化信息管理系统
雇佣人和被雇佣人可以在MEETtoken平台内的管理者页面和我的页面中管理自己的信息。因此雇佣人和被雇
佣人可以有效管理自己的工作，可以处理更多工作。我们提供最优化信息管理系统，以便各自恰当应用自己
的数据，创造出全新附加价值。

各种职业经验
MEETtoken平台为就职人体验各种职业，提
供进一步发展的服务。比如，我们即将准备
去建筑现场前可以在MEETtoken网站内收看
工具适用、现场语言、工作秘诀等视频的培
训服务。这种培训视频包括工作方法、工具
用法等各种有用信息。就职人除了自己专业
方面意外，通过视频受到其他职业教育，经
过充分时间的教育和培训后，MEETtoken平
台会帮助您转职。
MEETtoken平台的发展前途，就是向就职人
无限地共享工资岗位，让就职人享受丰富的
生活。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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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EETtoken的生态圈概要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盘、loT…这么多技术，让我们生活变得更丰富，这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在
这种时代，搭配平台向临时工作、代驾、狐狸人、生活施工等新方面展开事业。现在是搭配平台的高峰
时期，雇佣人和被雇佣人需要承诺互相信任的某种媒介。因此MEETtoken平台在传统人力资源系统上结
合区块链技术，即将构建创新生态圈。

■ 基于区块链的参与人简历系统

■ 整合简历管理系统

■ 人力搭配系统

■ 对参与人的福利系统

■ 利用数字货币的工资支付系统

■ 扩展实时搭配系统的生态圈

■ 参与人之间P2P互相评价系统

如有雇佣人和被雇佣人都在需要的某种媒介，被雇佣人致力于得到最好评价，雇佣人也为了被选定，即将提
供更好的待遇和环境。MEETtoken平台为打造雇佣人和被雇佣人的良好生活，做出贡献。

3.1 对参与人的简历系统
参与人在MEETtoken平台上传并共享自己的简历和自我介绍等资料，提供价值。被雇佣人的过去工作经验会
记录在区块链上，雇佣人至今的工作现场和产业灾害以及事故季度永远记载区块链上。这样累计在平台上的
参与人的个人简历系统，以大数据收集、保存、分析并管理。向具有大规模信息的简历系统，提供内容或完
成工作，参与人用MEETtoken得到补偿。

[图8. MEETtoken平台的互补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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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区块链的人力搭配系统
基于区块链的人力资源搭配系统于其他中心化搭配系统不同，参与人的数据为保持生态圈而适用。雇佣人和
被雇佣人展现自己的简历和评价，得到其他参与人的同感和补偿，有效保持生态圈。
因为无法伪•变造，人力资源搭配过程中不易产生错误，不得手动操作。如此，基于雇佣人和被雇佣人之间信
任的人力资源搭配系统，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

雇佣人对被雇佣人进行详细管理。可以收集并浏览被雇佣人的工作简历、所有工作有关信息，随时随地都可
以搭配分布在各种中介所的人力资源。发生突发性人力资源缺少情况时，可以实时享受搭配服务。

雇佣者实时搜索被雇佣人的上下班、是否处于等待情况、是否搭配等，有效掌握详细情况。这种搭配系统有
效极大化人力搭配工作的效率。不仅如此，雇佣人实时了解现场情况，可以设置恰当的被雇佣人工资水平，
大幅提高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满足度。人力字眼搭配系统的定位服务是基于GPS，易于检验被雇佣人的上下
班信息和位置信息，一眼可以了解整个人力资源的行业、职业移动现况。

[图9. MEETtoken平台生态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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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利用数字货币的工资支付系统
传统的银行国外汇款，起手续费很高，汇款需要很长时间。因为通过银行的国外汇款是经过‘汇款银行-中介银
行-支付英航’的。每个银行都需要支付电报费和兑换手续费。最近随着金融科技技术的发展，出现各种汇款公
司，这些公司的汇款手续费只有银行的1/5~1/10左右。汇款时间也需要10分钟以内，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其中通过数字货币的国外汇款可以超越国境。因不经中介人或银行，没有任何兑换手续费，不需要汇款手续
费。不经中介的交易，这就是区块链追求的价值。参与网络的雇佣人-被雇佣人或节点互相连接在一起，减少
交易费用的，这就是区块链。

参与MEETtoken平台的雇佣人-被雇佣人在世界各地完成存取款。通过装载MEET币平台上的钱包，用MEETt
oken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实时汇款。支付工资也用MEETtoken代替法定货币。不需要经过银行的国外汇款，
可以在世界各地工作，不需要支付任何手续费。

在MEETtoken平台，再也没有拖欠工资、工资剥削等毛病。区块链上永远会记载按照工作时间的恰当报酬，
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对工资支付系统大幅提高信任度。通过区块链完成的交易，不得取消，放心地支付工资。
如发生事故，会产生补偿问题，这时会正确切分工资和补偿金后，进行支付和补偿。万一工作或工资不符合
自己要求，可以通过协议算法选择合同。因为经过网络组成成员之间协议过程达成协议，有效提高对工作、
工资信息的信任度和透明性。

[图10. MEETtoken平台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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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与人之间P2P互相评价系统
MEETtoken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并保存雇佣-就职经验数据，构建互相可以评价的系统。这种系统对参与
人登记的互相评价数字进行标准化/平均化/加重化。参与人进行定性、定量评价时，系统会梓潼变换成定量数
据。

MEETtoken平台为收集参与人的数据，通过代笔经济提供补偿。MEETtoken平台的参与人通过上传雇佣人被雇佣人互相评价内容，并共享已评价内容，表现出自己的意见。MEETtoken平台给参与人提供基于MEETt
oken（数字货币）的补偿系统。互相评价系统通过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评价分数的的平均值和加重值的调
整，形成公平结构，这有关技术已经得到了专利（专利-2016-004803）。

互相评价系统根据评价结果，帮助雇佣人-被雇佣人的后续检查。如得到否定评价，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信任
度可能大幅下降，因此我们适用了得到专利的标准化/平均值/加重化系统。在这系统上排除否定评价比较多的
雇佣人-被雇佣人的评价分数，并用加重值系统像一般评价一样保持平衡。在MEETtoken平台内被雇佣人为得
到雇佣人的选择，雇佣人为了更良好被雇佣人的申请，付出最大努力的。随着市场经济注意，可以打造减少
纠纷，提高能率，上升工资的。

3.5 整合简历管理系统
以确保的整合简历管理系统上结合区块链技术，即将构建更有效管理的MEET币平台。参与人可以在区块链
上管理自己的简历。一产生区块，绝不会消失，可以整合管理简历。不仅能查看工资、工作熟练度、事故历
史，而且可以管理雇佣人的简历。

MEETtoken平台是为了区块链上有效整合管理各种信息才设计的。简历信息一旦登记到区块链上，自动浏览、
搜索，有效消除传统简历跟踪系统的复杂、不容易输入方式上的不便。

一旦产生简历，按区块单位保存简历信息，像中央系统自动申报。如此实时共有简历信息，支付MEET币的
参与人可以得到更多简历信息。而且按照工资比率，令人了解整个就职人中自己工资的水平。

今后整合简历管理系统上即将今引奖励制度。简历信息越多，可以得到的代币或里程也越多，如此构建补偿
系统，让参与人积极地管理简历，如此扩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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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参与人的福利系统
MEETtoken平台即将构建参与人的“就职-工作搭配-简历管理-再教育-职业多样化-创意多角化-提高生活质量”
的良性循环生态圈。值得关注的是，为向临时工作、短期契约惯例提供福利，享受一日保险服务、共有居住
服务、康复体验服务等各种福利。通过平台内教育内容，随时能受到职务有关再教育，这对就职人的收入引
起积极作用，有效提高生活质量。

向外籍就职人提供语言教育、共有居住服务和就业签证，向一般就职人提供共有餐厅、康复服务、再教育等。
所有MEETtoken平台的参与人可以享受一天保险服务和税务会计服务，同时还提供自动管理日程的日历功能。

为保证就职人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货币日即”，帮助对收入和支出的系统化管理，向互相评价系统上得到高
分数的优秀就职人，支持低利率无担保贷款服务。

并且构建所有MEETtoken平台参与人都可以利用的MEETtoken在线福利网站，比市场还低价提供生活日用品。
不仅如此福利网站内即将构建二手品交易、高价品租赁服务等基础设施。

此外，为雇佣人-被雇佣人互相易于确认对方身份，必须加入放心服务，紧急情况下，为MEETtoken平台的快
速应对，已构建了紧急联络网。

[图11. MEETtoken平台福利循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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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扩大实时搭配系统的生态圈
MEETtoken平台是区块链基础实时搭配系统内基于大数据事业，分离正式工作和临时工作，详细收集数据，
即将扩展到更有信任度地信息收益生态圈。这时，参与人以适用MEETtoken，成为生态圈的贡献者，如此得
到另行补偿。

[图12. MEETtoken平台生态圈的扩大 ]

MEETtoken平台成为临时工作搭配平台，经过生活施工、代驾、不动产、群众演员、狐狸人等临时工作的整
合搭配平台，将发展成 WORKMEET America、WORKMEET China、WORKMEET Europe 等全球性人力资
源搭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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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MEETtoken平台的构成因素
MEETtoken平台为了实现上述良性循环生态圈，即将展现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搭配平台。MEETtok
en平台不仅提供雇佣人-被雇佣人搭配服务，还提供利用数字货币的参与人之间P2P支付系统、P2P互相
评价及参与人等级以及补偿系统等。
MEETtoken平台为了实现这些特点，由如下内容组成

■ 补偿系 统

■ 平 台扩 展性

■ 参与人 等级系 统

■ Stabl e ty pe coi n “ F l at”

■ 数字货 币支付 系统

■ T ool : D APP “ F l ata”

■ 以太坊 网络和 分布 式文件系 统

[图13. MEETtoken平台的构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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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补偿系统
雇佣人通过MEETtoken平台找到被雇佣人时，用MEETtoken得到补偿。这是贡献节点保持的代价，也是为确
保可持续性生态圈不可缺少的。MEETtoken平台参与人虽然自己不生产评价和简历等内容，但通过人力资源
搭配完成工作，也是对生态圈的扩展做出贡献的。因此持续工作的时间越长，可以得到越多MEETtoken。

通过雇佣-就职互相评价系统，进行定量或定性评价，可以用MEETtoken得到补偿。MEETtoken平台内的福
利网站中购买商品或者通过MEETtoken钱包支付时，也可以得到补偿。MEETtoken平台内自己上传自己简历
信息（资格证书、认证书），每次上传都能得到补偿代币。

如收看与工具使用法、工作法有关教育视频，可以得到更多MEETtoken。不仅如此，通过再教育，扩展自己
工作范围，可以得到更多MEETtoken。

[图14. MEETto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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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与人等级系统
MEETtoken平台给雇佣人-被雇佣人赋予等级。引进奖励制度，等级越高，可以得到更多补偿。比如雇佣人被雇佣人互相评价系统中评价分数高的优秀人力会得到一等级。互相评价系统内可以看到同等级比率。
考虑到等级按照分数决定的问题，兼用绝对评价和相对评价，体现了公平等级制度。而且对组成成员和行业/
地域进行细化，参与人越多的团队等级，得到更多补偿。高等级参与人在工作搭配手续费、福利网站内商品
价铬、MEETtoken平台内内容利用等各方面得到优惠。

4.3 数字货币支付系统
MEETtoken平台内可以购物支付的福利网站来说，支付过程中使用MEETtoken。
平台内如此利用数字货币，付出最少手续费，立即实现支付，为放心支付还支持限制提款账户。限制提款账户服务
是肉眼确认支付金额后，完成最终支付的服务，在视频内容的消费、简历浏览等功能中，按照购物人要求而使用。

MEETtoken平台内实现数字货币支付，此后慢慢在线下餐厅、超市、购物中心也可以用MEETtoken消费。数字货币
的支付系统可以超越国境，即将成为全世界各地，365日，24小时可以支付的，基于实物经济的区块链服务。

以太坊是可以登记交易和持续的自由奔放区块链系统，目前的区块生成时间越来越变短。因此如在线上/线下支付，
支付速度相当于信用卡片或TPS实时支付。

[图15.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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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太坊网络和分布式文件系统
MEETtoken平台为支付系统和信息保护，使用以太坊网络。但是为了让消费者体验立即支付系统，平台内支
付使用中央交易所般的混合系统。

[图16. MEETtoken平台的使用技术]

MEETtoken平台的以太坊网络是没有中央服务器的去中心化分布式软件。当然，这些数据并不是直接保存在
区块链上的。每一个区块只能含有交易信息或文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图片和视频文件放在IPFS上，然后
对这些文件值进行哈希。将这时候的哈希值放在区块链上，网络上的所有交易会保存下来，数据以分布式文
件系统技术混合。

这种分布式文件系统比传统网络更有效。不需要把数字保存在中央服务器内，分散到网络上，几个服务器共
有亿个数据，虽然服务器发生毛病，也很安全。可以查看以太坊网络上的所有节点上是否存在统一数据的复
印件。如存在不再有效的数据，以太坊通过工作量证明算法，保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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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平台扩展性
任何人都想象过环球旅行。漫游世界各地，经验旅游、累计回忆、体验文化。可是费用、语言不同总是阻
碍这种愿望的因素。没有足够的金钱，也能浏览世界，那有多好啊。

Usecase
二十几岁年轻人轩秀，启程世界穷游。
从英国开始，经过法国、意大利、瑞斯、克罗地亚、奥地利，在当地寻找工作，解决旅游费用和住宿。智能
手机上显示当地的当天工作，这就是轩秀的收入来源。当地找到一份工作，能够体验当体文化，也可以与当
地人交流。
位于伦敦牛津街的一家咖啡，轩秀工作15各工作日后，以到法国了。到了法国找到香榭丽舍大街上的著名餐
厅内当了10天的服务员。法国日程结束之后，他移到克罗地亚，在一家农家里照顾了家畜yi一个月，到了奥
地利萨尔茨堡，在一家冰淇淋店做了三个月的卫生工作。
明天轩秀要去意大利，已经心潮起伏。轩秀用智能手机查看实时情况，决定向手机上显示工作量最多的城
市——佛罗伦萨走。结束欧洲旅游，他还要准备去看看美国呢！
全球扩展性
MEETtoken平台希望构建到不需要很多初期费用，任何人都在全世界当地享受物阜民丰生活的生态圈。
MEETtoken平台的扩展性具体包括如下：

■ 全世界各地提供雇佣人-被雇佣人之间实时搭配
■ 雇佣人-被雇佣人搭配时，有信任度的简历系统
■ 工资支付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全世界实时支付系统
■ 适用各国文化和当地法律的游泳信息

基于区块链的人力资源搭配系统 全球化-WORKMEET America-WORKMEET Europe-WORKMEET China扩展到世界穷游。

[图17. MEETtoken Eco生态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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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代币经济
用户在MEETtoken平台上用MEETtoken购买内容或参与上传，如此得到参与代价。

平台价值越高，生态圈变得更加坚固，这就是MEETtoken结构。总公司定期再购买最少价值代币，保持代币
价值。参与人用MEETtoken购买的内容越多，价铬越能保持坚固状态。

总公司的每季度收入中，将一定费用为保持MEETtoken价铬进行再投资，如代币价铬上升，以优惠券、活动、
推销等方式向参与人再分配或划销。与韩国或其他国家搭配平台联动平台政策，与参与人共有各国平台上发
生的部分收入。这种MEETtoken生态圈会有效保持代币价铬。

[图18. MEETtoken Eco生态系统的共同价值 ]

MEETtoken有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因此可以用于全世界支付系统。全世界MEETtoken生态圈适用区块链网
络和MEETtoken，不需要天天调节汇率，可以成为国家之间的支付手段，大幅减少经过中介公司不得不付出
的各种时间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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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FLAT
6.1 什么是FLAT？
MTT 项目组为解决MTT变动性导致的障碍，发行了（推进）稳定型货币FLAT。
FLAT作为法定货币担保型可保障其稳定性，并且随时公开的流通量与法定货币可保障其可靠性。

[图19

]

6.2 FLAT的流通量与可靠性
FLAT虽管制于独立机构WM HOLDINGS，但其流通量取决于法定货币的担保。

特别是为了保障其可靠性，建立了可以确认“FLAT”的流通量与法定货币担保金额的窗口，克服迄今为止的加
密货币的负面形象。

[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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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FLAT生态扩张及Reverse Coin
FLAT是为支持货币结算及交换，以及灵活使用，以实际价值为基础的法定货币担保型的虚拟货币。作为将商

品（commodity）、货币（FLAT）、证券（securities）等实际资产转化为虚拟货币化形式，将成为日后多种
Reverse Coin的结算基础，并且若Reverse 财团使用的越多，FLAT生态系会呈现爆发式扩张，也可以实现更
多类型的结算。
通常一个reverse财团仅构建自己的生态系，因此出现了限制结算和应用问题，令很多用户感到遗憾，最终导
致财团会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些恶循环，FLAT将通过与众多Reverse财团合作，不仅解决此前用户的遗憾，
而且共同克服各种问题，构建FLAT自己的新生太系，随之MTT生态系也会一同上升。

[图21 FLAT 态 ]

Powered by MEET token Project

25

07 FLATA
7.1 什么是FLATA？
FLATA是通过WM holdings（MTT财团）提供的DAPP，可最大化应用FLAT的平台。目前，虽然存在很多虚

拟货币，但因结算及实际使用处缺失等问题，尚存在很多难以信赖的问题，因此加密货币的负面形象正在膨
胀。
对此，MTT财团推出了用于实际生活结算的稳定型虚拟货币FLAT，并且开发了用于FLAT的保管和结算的DA
PP“FLATA”。FLATA不仅用于MTT，而且还会用作可靠的虚拟货币和Reverse Coin的钱包及结算工具。我们
将努力构建不仅仅是MTT财团专用的生态系，而是包容众多Reverse Coin生态系，解决Reverse财团初期困
难和实际生活使用处及技术方面等过去加密货币市场自身带有的弊端，由此改善加密货币市场负面形象的可
靠的生态系。

[图22 DAPP FL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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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FLATA的功能及优点
■ 通过一个平台可以管理多种虚拟货币及用户界面
■ Buy-back系统
■ 商场及结算系统
■ 虚拟货币交换系统
■ 有实体的Reverse财团及主要虚拟货币入驻

7.3 FLATA的未来
实现以上多种功的FLATA可谓是急速转变的虚拟货币生态系上的里程碑，将会获得财团与用户的更多信赖。
FLAT与FLATA将努力成为尚存许多问题的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可靠的系统。
未来，众多可靠的虚拟货币会使用FLATA，随之FLAT和FLATA的生态系会不断扩张及变得更加活跃，由此M
TT生态系也会呈现出爆发式扩张。

[图23 F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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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价格稳定化政策
MTT为了用户补偿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价格稳定，实行Bankroll政策与Buy-back政策。
迄今为止，虚拟货币着重于销售，市场流通不是按照计划销售的，因此一定期间内市场流入过多量会导致价
格防御问题。为解决此问题，MTT进行打折时不但进行Lock，还会设定一定期间内的销售数量，由此调整流
通量打造价格稳定化的基石。
在此基础上，采用Bankroll系统、Buy-back系统，实现仅持有也可以创收利润的模式，进行想拥有MTT的稀
缺性营销战略。

[图24

]

8.1 Bankroll政策（系统）
什么是Bankroll
作为MTT财团为价格稳定化制定的政策，特别有利于长期持有用户。
MTT用户将MTT存入MTT财团指定的钱包一定时间后，可获得到超过公布金额的利益分配政策。利益分配按
财团的激活程度来调整。
财团鉴于市场上流通的MTT量和市场情况，设置上限，用户可按照先后顺序参与。
计划每年进行两次，每回的红利和上限都将按照市场情况决定。
用户的红利可选择稳定型虚拟货币FLAT/USDT。

[图25 Bank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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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Buy-back政策（系统）
什么是Buy-back系统？
MTT财团再购买MTT的政策，即当MTT交易量减少或长期价格下跌时，财团为了价格防御和激活交易，干扰
交易市场的政策。每年进行1～2次，若交易活跃或长期无价格跌落情况时，不会实行Buy-back政策。

[图26 Buy-back

]

8.3 财源
第一 Token打折时，计划累计一定比例，将公开累计情况，使得谁都可以阅览。
둘째第二 MTT是综合平台为基础Reverse财团。将累计综合配套平台“Workmeet”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M
TT的价格稳定化以及用户补偿机制。

第三 将累计MTT推进的Reverse财团集合体“FLAT”和“FLATA”收益中的一部分，用于价格稳定化以及用户
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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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Roadmap

以上路线图可能比预期提前完成，随之其他日程也可能提前进行，但比预期难度较大的工作可能
需要更长时间。此路线图会按季度调整，达成预期计划与目的后，树立新的计划。路线图的不少
部分部分取决于可否适时聘用合适的人员。如果计划按照路线图付诸实践的话，此前被搁置在网
络上的毫无意义的数据也会在MTT生态系上重生为新的生命。

MTT生态系重生为体现在区块链上的新的人力配套平台，将展现以区块链技术诞生的、给参
与者补偿利益的新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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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oken Distribution
10.1 Token Distribution

[图27 Token Distribution]

Token发行总量为30亿MTT
① 营销 15%
- 发行总量的15%，激活MTTtoken Ecosystem服务及营销
（用于包括补偿、空降机制，发行服务、推广、上市）
- 为管理流通量，通过1年后每月解除1%Lock，之后每6个月追加解除1%Lock，实现价格稳定化。

② 销售 30%
- 发行总量的30%，即9亿个MEEtoken为销售量
- 为调整销售量，通过设定每月销量，调整流通量
- 自由销售或Block deal时，最短一年Lock及每月解除10%以内的Lock

③ 公司 40%
- 4年后，按顺序销售，调整初期流通量

④ 组 10%
- 组持有量，发行总量的10%由顾问、合作伙伴、开发组持有
- 一年后每月接触1%Lock，之后每6个月追加解除1%Lock

⑤ 配套补偿 5%
- 向实际在MTT平台上参与招聘-求职的介绍所、招聘者、求职者等用户进行补偿
- 两年后按顺序解除Lock
※ 若价格稳定化有需求，计划针对创建者等组员/营销Token量进行Lock期间延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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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Use Of FUND

[图 28 Use of FUND]

销售MTT所获的资金计划用于MTT平台开发及激活生态系工作。
未来，若激活MTT对资金使用比例有调整需求时，将会适当调整其比例。

① 平台研发 25%
用于目前正在运行中的“Workmeet”结合区块链及升级等激活MTT平台所需的研究/开发工作。

② 营销 30%
为了激活MTT平台，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初期需要有攻击性的营销手段。
此时的营销包括收费广告等促销活动、病毒式营销、宣传活动等激活MTT平台所需的全面内容。

③ 项目运营 30%
MTT平台除开发、营销，还需要会计、法律、企划、营业等众多人力及相应的维持费用，这部分资金会用于
此部分。

④ 预备费用 15%
激活MTT生态系过程中，为了应对意想不到的情况或项目变动，将预备费用定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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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TT白皮书2.0虚拟货币经济的重要事项
MTT财团经历加密货币市场后，分析其问题得到的结果为价格下跌（暴跌）的原因是盲目销售及创建者的
道德性（事业性及贪污等）所导致的流通量调整问题。
对此，MTT财团在国际交易所BitMart上市之前，升级了MTT白皮书2.0，以下是Token经济的重要内容

第一,
组的Token量将原来1年Lock以后按季度解除25%改为1年Lock以后每月解除1%Lock，进行流通量管理，
特别是创建者的Token量将原来1年后解除Lock改为2年后解除Lock。

第二,
迄今为止，大部分财团的打折政策着重于销售，因此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发生无法进行价格防御的问题。
对此，MTT财团限制自由销售最短一年Lock及每月解除10%以内Lock，特别是限制销售量，调整市场的
流通量。
销售量限制计划将按照项目进行程度与之收益来设定。

第三,
营销量1年后解除Lock/配套补偿2年后解除Lock。

第四,
公司持有量4年后将按顺序销售。

MTT财团通过Token分配政策与一同进行的Bankroll政策/Buy-back政策，确保其稳定性，努力最
大化与用户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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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 Advisors
Team

Heounsub Choi

Yongsuk Jung

Founder

Co-Founder

WM Holdings, Chairman
Initiator of paid game portal site(Game City)
Nexon's strategic alliance

CEO of Fair Value co.,ltd
CEO of Greenbees co.,ltd
CEO of Snb holdings co.,ltd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China Panda TV

(investment attraction)
Agency matching program development
Workmeet Matching Program
Source Technology Planner

Taesik Shin
WM Holdings Advisor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ealth
Convergence,
Hanse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New Age Korean
Elderly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 World Peace Corps
Director,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President, Korea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of the Korean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Order of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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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 Advisors
Team

Seongseob Choi

Taehyoun Lim

CFO of Fair Value co.,ltd

CTO of Fair Value co.,ltd

CEO of Info desk co.,ltd
Founder of PC rescue 119
Online post it/ White paper
Lots of online game service like Game city etc..
Exporting the games to Japan/China

CEO of Speed soft co.,ltd
CEO of Boy tell communication co.,ltd
Anti-spam appli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KTCS co.,ltd
Applic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loring system
construction of Woowa brothers corp.

Junggwang Cho

Yessica

WM Holdings CSD

CSO of Fair Value co.,ltd

TOT CEO
IPIO Market CEO
KNN Asset Management Advisor
Wells Asset Management Advisor

Operating game porta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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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 Advisors
Advisors

Minwoo Kim

Hyeongseok Yu

Blobs co., Ltd. CEO

Blobs co., Ltd. CTO

Director of KOVEX
Leading Investment & Securities CISO
BNG Securities CIS, CISO

Samsung SDS Researcher
Samsung Group ERP Security System
Government integrated computer
center security operation

Seunghak Lee
Blobs co., Ltd. CTO
Samsung SDS Researcher
Samsung Group API Gateway Development
Samsung Group Building Automatic
Control Solu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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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 Advisors
Advisors

Gyeonghui Kim

Taesoon Park

Vice president of NESA

Executive secretary of Korea merchant

( Current) Auditor of NESA
( Current) CEO of Uridel pachul

association-Gyunggi-do branch
(Current) President of Sanbon rodeo
merchant association
( Current)Executive secretary of Korea
merchant

Antonio Kim

David Hwang

DIAOS CEO

DIAOS CTO

(Prior) Adjunct professor of Hanyang Univ.
Founded AI company in Silicon Valley (invested via
Tim draper
Development of nlp algorithm using deep learning
Development of chatbot builder service
AI framework/developing the platforms etc.

(Current) Columnist and adviser of
blockchain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based restaurant
recommendation service
Technical Engineer of IBM AppScan, Bigfix,
MaaS360
Mock hacking, security consulting, security
solution development,
solution QA, etc. 7 years experience of
security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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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 Advisors
Advisors

Terry Hong

Jenny Lee

Director of Clever Geeks

Headhunting director of
Scoutpartners co.,ltd

(Current) Hong Kong correspondent of MFDS
(Prior) CEO of Seven stars Limited
(Prior) Manager of KOTRA Hong Kong
A graduate of Seoul National Un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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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Hong Kong correspondent of KOFICE
( Prior) CEO of TNJ Hong Kong
( Prior) Hong Kong branch manager of LNK
Enterprise co.,ltd
A graduate of Ewha Woman's Univ.( Major in
Chinese lite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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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ferences
Agencies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Chungbookdo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Iksan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Jeonju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Sangdanggu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Hongdukgu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Jecheon/Danyang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Seowon gu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Eumsunggun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Guisan/Jengpyung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Chungwongun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 J-inchungun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Boen/Okchun/Youngdong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National Employment Service Association-Chungjusi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franchised agency ”doori group”

Job recruiters
•

Signed an MOU with Korea merchant association-Gyunggi-do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Korea merchant association-Sanbon Rodeo street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Korea food service industry association-Anyangsi branch

•

Signed an MOU with “TOM&TOMS”: Franchised coffee shop

The others
•

Signed an MOU with Korea senior worker’s union

•

Signed an MOU with Korea central senior worker’s union

•

Signed an MOU with extra worker’s un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

Signed an MOU with “Jeonbook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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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 & Disclaimers
#This white paper is a legal document released to the public related to the ICO (IEO) of MEETtoken.
MEETtoken is a coin to give trust to the job recruiters and the job seekers when they meet in work.
The goal of this white paper differs from uncertain future-oriented goals after funding by other ICOs
or IEOs.
In other words, we aim to activate based on trust between job recruiters and job seekers through
"WORKMEET", a comprehensive human resource matching platform that is currently in operation.
Everyone experiences a job-hunting process while living their lives.
At MEETtoken, it added blockchain function that is not able to place and tamper with its work history
system and mutual evaluation of worker's matching platform, which is called WORKMEET.
We will raise funds to help boost business by giving trust between job seekers and job seekers.
MEETtoken will realize MEETtoken's vision by using the funds raised by the ICO or IEO mainly for
system upgrades and work-meet marketing.
It will also share profits with investors.
#This white paper is an informational document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unction, the entire module, or the individual parts may chang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makes a decision 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mpany, it
does not have legal effect or realization obligation.
Take a deep look at the entire white paper provided by MEETtoken prior to investing.
This white paper serves only as a resource to present the nature and business vision of MEETtoken.
MEETtoken has a high risk because they have a future-oriented claim.
The purpose of the white paper is to introduce the MEETtoken's vision to potential investors in
relation to the proposed ICO (IEO) - MEETtoken.
MEETtoken can be exposed to many external factors and risks while trying to realize this vision, and
only a few of the goals of the MEETtoken can be realized.
We do not warrant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any information or statement comments or
other matters described in the white paper or related to the project.
Nothing in the white paper should be trusted with promises or statements about the future.
This white paper has a Korean original and a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and the original version
will be prioritized if the original and the translation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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