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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启动—个全面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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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块链技术是原自比特币。白皮书
自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发布
以来都已过了 10 个的年头，现在市
面上至少有 1600 种加密虚拟货币使
用 分 布 式 网 络 系 统（按 照
Coin-MarketCap 在 2018 年 3 月的数
据，共有 1594 种类）。大企业、中央
银行甚至政府机构进行的研究加强了
加密货币市场的扩张。这使得新加密
货币的诞生，更形成币圈市场的进—
步扩张。

在加密货币数量不停的增长，加密货
币交易所的数量同时也随着增加。用
户必须在世界各处自行考证，以找到
符合他们的所需求的交易所。 不幸的
是，尽管大多数交易所都在交易量，
加密货币种类和交易收费方面都各有
不同，但实际上所提供的服务大多却
是大同小异。

随着加密货币数量的增加，对各种服
务以吸引用户的更安全，更简单，使
用方便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需求也将
增加。 此外，对促成将加密货币变成
个人金融资产的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增
加。

我们 AIS 项目计划在蒙古创设—个
世界最初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建立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具备所有应有的特
征和功能，也将通过加密货币和资源
采矿得到红利，以此来提高加密货 
币的资产价值，也提供协助用户交易
的AI Concierge(人工智能驻地支援) 
等各种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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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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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Coinhi 有 158 家交易所进行比
特
币买卖。在摩根士丹利于 2018 年 5
月
发表的—份报告中，交易所在于全球
50 多个国家经营。而大多数加密货币
交易在马耳他或伯利兹注册的交易所
进行。 经验丰富的交易员都理解为什
么在马耳他和伯利兹进行大多的交易
-Binance 在马耳他，OKEx 在伯利兹。
Binance 和 OKEx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交易所之—。

加密货币的数量增加，所需要的加密
货币交易所也会增加。在不久的将来
可会有 200 个交易所。这意味着，选
择正确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变得更重
要。

交易量最大的交易最好吗？与最受欢
迎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最佳选择吗？交
易数据是否安全？管理系统的功能如
何？ 每笔交易的手续费是多少？杠
杆交易是否可行？

您选择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原因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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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项目
简介

最近，有许多关于 ICO 失败的报道。
有些文章甚至判定 ICO 的时代已结束。
但 ICORATINGS 报告称，在 2018 年第—
季度和第二季度，ICO 的资金筹集了
1,690,981,663 美元。与 2017 年同期
ICO 的累计投资总额相比，这—数据
是—年前投额的 10 倍。基千这一点，
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 ICO 仍然很受
落， 币圈市场实际上正在扩张。

ICO 今天所面临的—个难题是成功与
失败的二分法。只有约 50% 的拟议目
将获得所需的资金。而且即使在筹集
到所需资金之后，只有 7% 到 8% 的人
能够成功在交易所上市。目前 75% 交
易所上市的加密货币的行清价低千初
始上市价格。对千 1600 种类型的加
密货币这意昧着只有 400 种类型带有
资产 价值。

ICORATINGS 在上述报告中有—个特殊
的数目。在 2018 年第二季度，不幸
现有代币的投资回报率中位数为 - 
55.38%。但是当我们按行业观察平均
投资回报率时，更值得一提的是。
交易所和钱包部门的平均投资回报率
却是超过 900%。

也许，ICOS 是唯一一种可以被视为金
融资产的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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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项目
简介

AIS项目将在蒙古创设一个加密货币交
易所。加密货币交易所将具备所有应有
的特征和功能，当然，新的交易所将提
升现有服务的便利和可靠性，不仅这，
所有注册用户还将获得一个全新的加密
货币，它将确实起到真正的金融资产的
功能。为实现这目标，我们将投入双重
采矿加密货币采矿和真实的资源采矿业
务。此外，我们将在蒙古中央银行的监
督下与蒙古的一家主流银行建立商业从
属关系，并根据蒙古现行法律进行经营
交易所。随着与银行的从属关系，我们
将能实现世界级高水平的安全性。
我们将提供服务，将加密货币兑换成法
定货币，以便进一步利用资产。最后，
我们希望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一个独
制的钱包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充满未来的可能性。人工智能技术已经
应用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金融和银
行业以及服务业。

智能手机已经展示了个人助理和礼宾服
务的可能性，并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交易所注册时，将要求用户进行简单
的行为特征分析测试。这将允许AI个
人门房了解每个用户的行为特征。 我们
正在努力开发可以为所有用户提供服务
的AI Concierge服务。我们的使命是在
蒙古建立一个新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提
供具有各种功能和服务的本产代币，并
生成 AI Concierge系统，以帮助您在
不断     扩展的加密货币市场中进行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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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Exchange
交易所 采矿 银行从属 AI Concierge



Mongolia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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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都存有许多加密货币交易所， 
但在蒙古只有—个加密货币交易所。

不幸的是加密货币的认可仍然很低， 
货币对也不多。在上提到交易所中只
能兑换 12 到 13 种主流的加密币。

在由 AIS 项目建立的新加密货币交换
中， 我们计划列出许多货币对。我们
还计划为新的 ICO 上市做筹备， 并积
极使用另类硬币。

　

蒙古的电力成本是世界上公认最低的
之—。许多报告显示， 蒙古的电力成
本仅为中国的—半。 此外，蒙古拥有
丰富的未开发土地， 即使在叟季， 平
均气温也只有 19 摄氏度。采矿场通
常会遇到一些操作障碍－操作空间， 
温度控制和电力问题。
与宾他国家相比， 这些问题可以通
过蒙古的低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

蒙古

蒙古是一个内陆国家，北部被俄罗斯包
围，南边则是中国。 我们经常想到游牧
民族，高地和移动住宅单位，ger。 其
300万人口中约有一半居住在首都乌兰
巴托。 蒙古是人口集中在一个城市的独
特国家之一。

在社会主义过去，汽车并不多，但在市
场经济开放后，房地产投资成为繁荣。
从那时起，高层建筑和
      

昂贵的公寓一个接一个地建成，而且
交通工具上装满了昂贵的进口汽车。这
个城市正在迅速发展。

根据 2013 年日本的调查研究，蒙古是
在
瑙鲁，南苏丹，塞拉利昂和巴拉圭之后
的经济增长中名列前茅。

经济增长。 在亚洲排名榜首。

关于蒙古 其中原因是，蒙古拥有大量的矿产资源，引
起了世界的兴趣，从 2010 年开始，矿产资
源开采领域显示出明显的增长。 此外，2017
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成员批
准
了三年的EFF，金额为314,505,000SDR（约
434,300,000美元），以支持蒙古的经济改革。
其他融资合作伙伴，如亚洲开发银行，世界
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日本和韩国的银行
已承诺延长预算。 财务方案的总和达到近
5,500,000,000 美元。 1997 年，当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正在韩国重建金融结构时，对工业
制造商的投资变得活跃，促成三星和 LG 电
子等全球经济权威牌子的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有助于韩国的
经济增长，也许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
到蒙古国出现全球经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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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

蒙古的加密虚拟货币市场 蒙古的天然环境是加密货币采矿的绝配

我们计划与加密货币交易所—起开

设—个具有高利润的采矿场。

（https://trade.mn/)

蒙古是一个内陆国家，北部被俄罗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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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成员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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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承诺延长预算。 财务方案的总和达到近
5,500,000,000 美元。 1997 年，当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正在韩国重建金融结构时，对工业
制造商的投资变得活跃，促成三星和 LG 电
子等全球经济权威牌子的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有助于韩国的
经济增长，也许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看
到蒙古国出现全球经济公司。 　country            Expense per １kw 

Japan                    appx 0.22USD 
England               appx 0.20USD 
France                  appx 0.14USD 
U.S.                        appx 0.10USD 
China                    appx 0.08USD 
Mongol                appx 0.04USD 



蒙古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蒙古政
府提倡了黄金，青铜，煤炭和稀有金
属的采矿业发展。自社会主义时代以
来，采矿业一直是国内最大的工业部
分之一。
最近，外国企业一直在 Oyu Tolgoi
矿山积极投资自然资源开采。 即使最
近蒙古采矿业的外国企业增加，也只
被发现 40％的自然资源。 在蒙古可以
找到的稀有金属中，钼 (Molybdenum)
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
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矿床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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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 (Molybdenum)
钼是一种独特的金属材料，可满足机械和化学用途所需的各

种要求。 它具有高熔点，低热膨胀率和高导热性。 通过利

用这些特点，它可用在各种产品，例如：

·照明产业中的电丝或电线

·用于电力电子的半导体底板

·高温炉的热区

·光伏电池涂层中的溅射靶

原子番号：42　原子記号：Mo

融点：2620℃　沸点：4650℃

世界上最富有资源的

蒙古



通过与蒙古银行的合作，银行和加密货币交易所 AIS-X 可以开展账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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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蒙古主流银行的商业合作

注册

用户
AIS 交易所

AIS-X

发行转账卡

附属

● AIS-X 的注册用户将能够在附属银行设立银行账户
● 发行转账卡
● 在 AIS-X 交易所使用合法货币（※1）购买加密货币
● 将 AIS-X 交换账户中保留的加密货币（※1）兑换为法定货币（MNT，USD）
● 从附属银行发行新的转账卡（※2）

（※ 1）只有主流货币，如 BTC，ETH，XRP

（※ 2）不是来自多家银行，而是来自单一的合作银行。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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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的合作伙伴们

●蒙古国家投资银行
蒙古国家投资银行在 2014 年获得了由蒙古银行家协会颁发的“蒙古增长最快的客户服
务”奖项，以及在 2015 年获得由《全球银行业与金融评论》颁发的“发展最快的合作银行”
奖项。（签署谅解备忘录）

●Sharyn Gol JSC 矿业公司
蒙古最大的工业——金属、黄金、煤炭和稀土的开采，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8%，工
业生产的 66%，出口的 76%，财政收入的 22%。Sharyn Gol JSC 是蒙古最大的矿业公司，
2015 年被企业家选为蒙古最大的矿业公司。（谅解备忘录状态：目前正在谈判）

●EFS（ 快 速 金 融 服 务 ）
EFS 是一家非银行贷款服务机构，也是蒙古国家投资银行集团的一部分。由于我们与
EFS 的业务联盟，AIS-X 用户将能够使用加密货币作为证券，以加密货币或法定货币接
受贷款。使用这种贷款系统可以降低用户的税收负担，因为他们不必在需要资金时出售
加密货币。（签署谅解备忘录）

●国家证券
国家证券是一家获准管理首次公开发行（IPO）并支持外国公司进入蒙古证券市场的证
券公司。在未来，这种合作关系将使 AIS 硬币可以直接用于购买股票、外币和债券。
        （签署谅解备忘录）

蒙古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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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采矿

交易所

AIS 项目

加密货币采矿

与蒙古主流银行的商业附属合作

SNS

我们将在蒙古建立一个安全、用户友好的加密货币兑换中心，并提供一种作为金融资产使
用的原始硬币。此外，为了提供场外交易服务，我们将建立一个银行机制，支持多种货币
的安全交换，包括法律投标。我们保证双方安全的资产交换、在我们平台上的安全交易，
以及提供一个全面的检查机制。

AI Concierge        



特点
关于兑换硬币

AIS代币是加密货币交换AIS-X的本机硬币。
AIS硬币将由 Tomochain创建，并将利用
Tomochain提供的卓越技术。

Tomochain 是以太坊区块链和其他当前区块
链平台的可扩展性问题的创新解决方案。
Tomochain支持所有与EVM兼容的智能合约，
协议和原子交叉链代币传输。
以下是Tomochain始终卓越技术的一些特
点。

1）阻止确认
2秒的封锁时间和交易在近4秒内得到确认。
2）交易速度
至少 2000 TPS，同时仍通过双重验证增强
安
全性。
3）最低成本
块确认需要近零费用，以太坊的1/1000。
AIS代币有两个基本功能。

1）：与交易相关的功能
2）：利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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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规格＞

代币名称：AIS

代币类型：TRC20

代币功能：

 　　  1. 交易费折扣

　　　2. 提款费折扣

　　　3. 上市费折扣

　　　4. 配对主要加密货币

　　　5. 新 ICO 的投票权

　　　6. 收益的分配

　　　·交易所

　　　·加密货币采矿

　　　·资源采矿



排名 　　　货币数量 　　　　　　　　　　　红利

Silver １～ 50,000 coins 5% 

Gold 50,001 ～ 500,000 coins　　　 10%

Platinum 500,001 ～ 2,000,000 coins     15%

Black 2,000,001 ～ coins                   20%

特点
关于兑换硬币

C）投选新ICO的权利 

我们计划向持有 AIS 代币的用户授予选
择要在AIS-X上市的ICO的投票权。

与交易所链接的功能

A) 交易、取款和登录用户的折扣

用户在 AIS- X 加密货币兑换账户余
额中持有的 AIS 代币的金额将决定他
们的排名。各种费用的折扣将提供 2
年。

B）密钥加密货币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列出尽可能多的
替代币。 同时，我们希望提供几个密
钥加密货币对。在 蒙古国的加密货
币兑换开始运作时，我们还希望有以
下关键的加密货币对

·AIS
·TUSD
·BTC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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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关于兑换硬币

D）三倍奖金

拥有 AIS 代币的用户将享受奖励，以
便在 AIS-X 加密货币交换账户上维持
AIS 代币的丰富余额。奖金将根据每
个用户的等级提供。奖金金额有三个
来源：加密货币交换，加密货币挖掘
企业和资源挖掘企业。每个企业的
30％到 70％的利润 将分配给拥有
AIS 代币的所有用户。

E）锁定

将会有一个代币锁定期。

＜普通代币＞

所有代币将被锁定 12 个月。每月有
1/12 的已锁定令代币将被解锁，供用
户在交易中使用。

＜奖金代币＞

通过转介奖金获得的代币将被完全锁
定 6 个月。在完全锁定期后，奖金代
币将与普通代币相同，每月将解锁
1/12 的锁定代币。的锁定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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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货币数量 　　　　　　　　　　　红利

Silver １～ 50,000 coins　　　　　　　 X1 

Gold 50,001 ～ 500,000 coins            X2

Platinum 500,001 ～ 2,000,000 coins       X3

Black 2,000,001 ～ coins                     X4



特点
关于交换收益来源的盈利模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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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来源　　　　　　　　　         解释 

交易费用

现金提取费

货币服务费

资源采矿公司服务费

贷款企业

使用本所需手续费

通过与 EFS 和其他非银行建立业务联盟，我们计划向 AIS-X 用户提

供使用加密货

资源企业服务费用于支持与蒙古最大矿业公司 Shary Gol

共享的 STO 项目。

如果一个项目转移到另一个交易所，将收取手续费。

每次提取现金都要支付手续费。

我们将在蒙古建立一个安全、通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并准备一个交换
平台代币，用于资产利用。
这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概述：



情に

请允许我们在此说明我们的高级加密
货币采矿场的运营方案。您可能已经
意识到，加密货币采矿业务中最重要
的优点是稳定的收 o 益率。通过操作
多台机器，所有机器都在固定的时间
内以固定的速率计算，即使从高波动
率的加密货币，我们也能够实现稳定
的月收益率。但是，加密货币采矿
业务存在许多缺点。

1) 大量的电费

2) 噪音问题

3) 安全问题

上面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蒙古解决。 
如前所述，电力成本是中国的 1/2，
由于平均温度很低，因此无需投资大
型空调系统。至于噪音问题，有许多
地方基本上绝没存有噪音的问题。最
后，至于安全问题，NI 银行将帮助与
蒙古政府谈话，更减少被盗的风险。

特点

1 使用 ASIC 机器挖掘比特币以外的
山寨币

通常，ASIC 机器用于单一目的，例如
仅 开采比特币或仅开采莱茵币。 采
矿 机器被编程为挖掘某种货币。 然
而， 凭借我们顾问的独特知识，我们
利用 原始算法，允许我们挖掘比特
币以外 的各种山寨币。

通过挖掘其他代币，我们将有一个明
显的优势。特别是通过定位在上市价
格中排名第 50 至第 1000 的加密货币，
并且能够在给定月份内挖掘几种到近
100 种类型的代币，可以实现采矿效
率。 这种采矿效率是我们最大的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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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关于加密货币采矿

2. 采矿效率下降的风险对冲 

通过利用我们最初的替换技术，致使
我们能够最佳化地提高采矿效率。 当
新的加密货币出现时，通过替换协议
来开采新货币，即使是在短期内，也
可能获得爆炸性的采矿成果，从而获
得更大的利润。 这是我们的联盟顾问
提供的原创技术。 如果没有我们的顾
问提供的算法和替换技术，保持这种
性质的可行性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
加密货币采矿业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
二的。该操作方案可以对抗 ASIC（也
适用于 GPU）机器中采矿效率的自然
下降风险。 通过使用我们的开关技术
提高盈利率，我们可以在 3 年期间保
持稳定的成果，这是目前采矿机器的
一般潜在采矿期。

3．实施操作监督工具 

 我们的顾问能促进调整操作监督工
具，使其更 易于使用。 通过这些工
具，它将允许我们从 世界各地远程
管理温度和电源（开 / 关和重 启）。
与其他矿场比较，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的驻 地人员，从而降低了采矿场的
运营成本（每隔 几个小时需要远程
监督，所以我们需要人员， 但不必将
人员分配到 每个矿场）。

4．提升机器性能 

我们也能够调整实际的采矿机器。凭
借我们顾问提供的原创知识， 通过调
整芯片（从原始芯片切换芯片）， 并
将机器格式化为与我们的监控系统互
锁， 挖掘能力将增加到同—机器平均
值的 1.15 到 1.18 倍。与未经破坏的
机器相比，电力成本可早低至约 1/3 。

5．2 年保修 

我们将为我们的运营中引入的采矿机
提供 2年保 修。 对于 2年保修期，
如果机器发生故障， 我 们会立即对
机器进行维修。 此外， 我们将始 终
存储—定比例的机器（例如． 如果我
们 1000 台机器， 我们将有 100 台机
器库存， 以便在机 器出现故障时进
行交易）。 这将使我们能够在 修理过
程中操作所有机器而不会损失采矿效
率。 

※制造商通常提供 45 天到 6个月的保修期。

资源企业服务费用于支持与蒙古最大矿业公司 Shary Gol

共享的 STO 项目。



请允许我们在此说明我们的高级加密
货币采矿场的运营方案。您可能已经
意识到，加密货币采矿业务中最重要
的优点是稳定的收 o 益率。通过操作
多台机器，所有机器都在固定的时间
内以固定的速率计算，即使从高波动
率的加密货币，我们也能够实现稳定
的月收益率。但是，加密货币采矿
业务存在许多缺点。

1) 大量的电费

2) 噪音问题

3) 安全问题

上面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蒙古解决。 
如前所述，电力成本是中国的 1/2，
由于平均温度很低，因此无需投资大
型空调系统。至于噪音问题，有许多
地方基本上绝没存有噪音的问题。最
后，至于安全问题，NI 银行将帮助与
蒙古政府谈话，更减少被盗的风险。

特点

1 使用 ASIC 机器挖掘比特币以外的
山寨币

通常，ASIC 机器用于单一目的，例如
仅 开采比特币或仅开采莱茵币。 采
矿 机器被编程为挖掘某种货币。 然
而， 凭借我们顾问的独特知识，我们
利用 原始算法，允许我们挖掘比特
币以外 的各种山寨币。

通过挖掘其他代币，我们将有一个明
显的优势。特别是通过定位在上市价
格中排名第 50 至第 1000 的加密货币，
并且能够在给定月份内挖掘几种到近
100 种类型的代币，可以实现采矿效
率。 这种采矿效率是我们最大的特
点。

2. 采矿效率下降的风险对冲 

通过利用我们最初的替换技术，致使
我们能够最佳化地提高采矿效率。 当
新的加密货币出现时，通过替换协议
来开采新货币，即使是在短期内，也
可能获得爆炸性的采矿成果，从而获
得更大的利润。 这是我们的联盟顾问
提供的原创技术。 如果没有我们的顾
问提供的算法和替换技术，保持这种
性质的可行性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
加密货币采矿业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
二的。该操作方案可以对抗 ASIC（也
适用于 GPU）机器中采矿效率的自然
下降风险。 通过使用我们的开关技术
提高盈利率，我们可以在 3 年期间保
持稳定的成果，这是目前采矿机器的
一般潜在采矿期。

3．实施操作监督工具 

 我们的顾问能促进调整操作监督工
具，使其更 易于使用。 通过这些工
具，它将允许我们从 世界各地远程
管理温度和电源（开 / 关和重 启）。
与其他矿场比较，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的驻 地人员，从而降低了采矿场的
运营成本（每隔 几个小时需要远程
监督，所以我们需要人员， 但不必将
人员分配到 每个矿场）。

4．提升机器性能 

我们也能够调整实际的采矿机器。凭
借我们顾问提供的原创知识， 通过调
整芯片（从原始芯片切换芯片）， 并
将机器格式化为与我们的监控系统互
锁， 挖掘能力将增加到同—机器平均
值的 1.15 到 1.18 倍。与未经破坏的
机器相比，电力成本可早低至约 1/3 。

5．2 年保修 

我们将为我们的运营中引入的采矿机
提供 2年保 修。 对于 2年保修期，
如果机器发生故障， 我 们会立即对
机器进行维修。 此外， 我们将始 终
存储—定比例的机器（例如． 如果我
们 1000 台机器， 我们将有 100 台机
器库存， 以便在机 器出现故障时进
行交易）。 这将使我们能够在 修理过
程中操作所有机器而不会损失采矿效
率。 

※制造商通常提供 45 天到 6个月的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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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关于加密货币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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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关于加密货币采矿

◆ 相比
在我们的采矿场，我们将实施“Baikal Giant X10”ASIC 机器。

※根据购物车的性能，电力和挖掘货币的选择，收益率将有显着差异

630 W（- 34.8 %）

Appx. 5 - 9 %

730 天（2年）

〈Per Algorism〉 
Qubit : 11.52 Gh/s（x 1.136） 
性 能 Quaarkcoin : 12.64 Gh/s
（x 1.179） 
NIST : 11.56 Gh/s（x 1.137） 
X11Gost : 1.711Gh/s（x 1.186）

其 他 Baikal Giant X10　　我 们 的 Baikal Giant 

〈Per Algorism〉
Qubit : 10.14 
Gh/s 
Quaarkcoin : 10.72 
Gh/s NIST : 10.17 
Gh/s 
X11Gost : 1.443Gh/s

630 W

大约 2 -3%

45 天

电力

收益率

保证

性能

< 比较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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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关于资源采矿

请允许我们在此说明我们在蒙古的资源
开采运营计划。蒙古被称为资源丰富的
国家。从社会主义时代开始，采矿业一
直是蒙古国内最大的资产。大量的矿产
资源引起了世界的兴趣，从2010年开始，
矿产资源开采领域显示出显著的增长。
目前，蒙古政府正在提倡黄金青铜，煤
炭和稀有金属的开发。许多外国企业现
在正积极投资奥尤陶勒盖矿的采矿业
务。即使外国企业流入，只有40%的
知识资源在挖掘中，60%仍处于休眠
状态。特殊的金属材料，可满足机械
和化学用途所需的各种要求。它具有高
熔点，低热膨胀率和高导热性，并用于
各种产品中。它用作光伏电池涂层中的
溅射靶。随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持续， 对
钜等稀有金属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AIS项目与NI银行合作，计划在专业
的国际矿业公司的帮助下在蒙古建立
一家新的资源采矿公司。新的资源采
矿公司将挖掘黄金，青铜和煤炭，
但将专门开采稀有金属。

与上述钼同开采的稀有金属的数量在
世界上排名第一。有其他稀有金属储
备，如镍用于金属电镀，绝缘材料和形
状记忆金属以及用于各种产品的钨，
从硬质合金到灯泡。与加密货币采矿
不同，资源挖掘是一种长线投资方案。
随着业务稳定，它将提供长线更稳定
的利润分配。 这种长线稳定的利润的
原因是最近矿产勘探的改善和增加矿
物的出口量。对新采矿权给予极端监

管之后，可采区域从 2009 年到 2014 年
有所下降。然而，蒙古政府在 2015 年
重新启动了对新采矿权的补助，现在我
们看到可采区域有所增加。当然，这导
致
了各种矿藏的增加。自2015年以来，
我们看到比前几年增长了 5％。对于矿
物出口量，这一数字自 2014 年以来持
续增长。尽管钢铁生产率下降，但青铜
和稀有金属的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世界
稀
有金属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出口
的增长。 2015 年至 2016 年，钼的增长
率为16％。

我们计划起草以这些高需求稀有金属为
中心的采矿方案，并创建一家能够实现
长线稳定利润的公司。



请允许我们在此说明我们在蒙古的资源
开采运营计划。蒙古被称为资源丰富的
国家。从社会主义时代开始，采矿业一
直是蒙古国内最大的资产。大量的矿产
资源引起了世界的兴趣，从2010年开始，
矿产资源开采领域显示出显著的增长。
目前，蒙古政府正在提倡黄金青铜，煤
炭和稀有金属的开发。许多外国企业现
在正积极投资奥尤陶勒盖矿的采矿业
务。即使外国企业流入，只有40%的
知识资源在挖掘中，60%仍处于休眠
状态。特殊的金属材料，可满足机械
和化学用途所需的各种要求。它具有高
熔点，低热膨胀率和高导热性，并用于
各种产品中。它用作光伏电池涂层中的
溅射靶。随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持续， 对
钜等稀有金属的需求将继续增长。

AIS项目与NI银行合作，计划在专业
的国际矿业公司的帮助下在蒙古建立
一家新的资源采矿公司。新的资源采
矿公司将挖掘黄金，青铜和煤炭，
但将专门开采稀有金属。

与上述钼同开采的稀有金属的数量在
世界上排名第一。有其他稀有金属储
备，如镍用于金属电镀，绝缘材料和形
状记忆金属以及用于各种产品的钨，
从硬质合金到灯泡。与加密货币采矿
不同，资源挖掘是一种长线投资方案。
随着业务稳定，它将提供长线更稳定
的利润分配。 这种长线稳定的利润的
原因是最近矿产勘探的改善和增加矿
物的出口量。对新采矿权给予极端监

管之后，可采区域从 2009 年到 2014 年
有所下降。然而，蒙古政府在 2015 年
重新启动了对新采矿权的补助，现在我
们看到可采区域有所增加。当然，这导
致
了各种矿藏的增加。自2015年以来，
我们看到比前几年增长了 5％。对于矿
物出口量，这一数字自 2014 年以来持
续增长。尽管钢铁生产率下降，但青铜
和稀有金属的生产率却有所提高。世界
稀
有金属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促进了出口
的增长。 2015 年至 2016 年，钼的增长
率为16％。

我们计划起草以这些高需求稀有金属为
中心的采矿方案，并创建一家能够实现
长线稳定利润的公司。

我们计划扩大事业是因为与蒙古银行
的联盟。

蒙古国家投资银行（简称 NI 银行）
是一家私人持有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2006 年成立。我们一直在与
NI 银行就我们在蒙古建立加密货币交
易所的商业计划进行谈判。2018 年 7
月，我们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开始我
们之间的商务合作。12 年来，NI 银
行已扩展到蒙古国内外的 14 家分行。 
NI 银行积极增加企业融资，截至
2018 年 7 月，企业实体的贷款和赠款
已达到 138,700,000,000 MNT（约
55,900,000 美元）。NI 银行也是支持
蒙古经济的蒙古银行家协会的成员。

并于 2014 年被授予“蒙古增长最快
的客户服 务”。此外，2015 年，他们
被全球评为“蒙古增长最快的企业
银”。
银行与金融评论。

NI 银行还在 2015 年获得了处理保险
产品的执照，并为蒙古的 13 家公司
提供保险产品和服务。 通过提供稳健
的保险服务，他们每年都增加了保险
产品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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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22%

26%

42%

10%

运资金贷款 投资贷款

项目贷款 信用额度

公司贷款

组合

特点
与银行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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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BANK

NI 银行承诺发行 AIS-X 自身的借记卡
。您可能知道，使用借记卡的长处是：

１) 交易费远低于银行存款和取款
２ ) 银行附属 ATM 可以快速轻松地提
取现金。

与银行建立附属联系带来很多优点。
经营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其中最大问题
是
安全问题。

我们与 NI 银行的附属关系将允许我
们在银行的内部服务器内建设交易
所。 银行服务器的安全性和交易所机
本身的安全性将提供当今可实现的最
高安全级别。此外，通过雇用银行保
安人员作为我们的交易所保安人员，
我们将能够将人为错误的风险降至最
低。如果没有与银行的附属联系，是
无可能达到此级别的安全性。

NI 银行一直致力在扩展其业务网络，并与全球 10 家银行建立了附属
联系。NI 银行拥有一个高度可靠和迅速的网络，可以解决所有主



OTC（场外交易）

OTC（场外交易）是指在卖方和资产
买方之间直接
发生的交易。 场外交易或场外交易是
一种分散的交易形式，不受交易所监
管通过在交易所和银行开立账户，用
户可以安全，舒适地交换来自不同地
区和其他种类货币的法定投标。

杠杆交易

杠杆交易的特点是：

1. 可以实现高达 100 倍的杠杆率，这
是世界上最高的杠杆率

2. 窄幅差价，提高竞争力

3. 全球顶级交易商的镜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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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交换功能

AIS 项 目 Jun Takigawa

公司成立超过 30 家，从事 60 多家公司
的管理和咨询。他是一位拥有超过 10
年外汇交易经验的资深交易员。他还建
立了 10 多家外汇贸易相关公司，并自
2013 年以来积极参与加密货币社区。



1. 地方媒体营销与地方媒体合作
我们计划设置加密货币社区内的网
点，提高网点知晓度，通过强调我们
提供将加密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的选
择权来获得用户。

2. 热心的粉丝
在我们热心的粉丝的支持下，通过我
们官方的 AIS 社交媒体账户，通过实
施附属计划等策略，我们将会使 AIS
的优势为大众所熟知。

3. 我们与越南领先的
IT 和区块链企业密切合作，如
V-NEXT 和 Tomochain，并计划通过它
们列出东南亚的顶级项目。

V-NEXT 的许多成员都参与了 AIS-X 的
开发。同时，我们将在 Tomochain 的
帮助下生成代币， 因此我们将考虑列
出优先使用 Tomochain 的 ICO。

① 我们计划每月从世界各地的优质
区块链项目里，选择和列出大约 10
个项目。

② 我们的营销策略基于在不同地点
宣传我们的服务，获得粉丝的热情支
持，与媒体合作以及我们拥有丰富的
社区管理经验，我们希望每月获得超
过 6000 名新客户。

③ 我们计划通过与日本最大的加密
货币相关媒体合作在我们的交易所中
介绍和列出来自日本、中国和其他亚
洲国家的 50 多个项目。

④ 我们计划扩大与我们合作的语言
的数量，包括中文，越南语，印度尼
西亚语，韩语等，以便我们能够访问
各个国家的高质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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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加密货币交换的增长策略



AI Concierge ( 工智能驻地支援 ) 

“能力”是经常用来形容人类行为特
有的术语。

能力是成功或有效地完成某事的能
力。在意识到潜意识层面的索引行
为，我们将量化每个用户的基本行
为特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
美国和欧洲的人事评估系统中已经
看到了基于能力的监督。

首先，在我们的交易所开立账户时
用户必须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这
些问题将使我们能促成量化用户的
行为特征。 输出基于用户的当前位
置而不是基于性别，年龄或职业。
此外，通过使用这种自我分析方法，
我们将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特征提
供更准确的建议。

行为特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
的，因此有好多种类型的人。
我们将人类行为特征分为 12 类，并
将用户与个人 AI Concierge 相匹配。

特点
其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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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特性分析

行動特性分析

注册帐户

AI Concierge 相匹配



每当用户登入时，AI Concierge 将分
析过去 24 小时的市场状况，并提供
有关最高和最低代币表现的信息。 用
户将不再需要搜索信息。此外，作为
用户的特权，我们将提供访问奖励。 
例如，我们将定期运行 30 天的访问
活动，

并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使用我们系统
的动力。 当然，AI Concierge 将作为
用户支持，解释如何使用交易所和回
答用户可能拥有的问题。

特点
AI Concierge ( 工智能驻地支援 )

输出

用户

市场信息

AI Concierge

新闻发布

登录奖励常见问题

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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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ェア簡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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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服务】

我们计划为交易所提供聊天服务。会
员可以根据货币使用聊天组。这将允
许成员与其他成员交谈并共享信息。

【联系】

联盟链接将自动生成，允许用户在
Twitter ， Facebook ， Instagram 和
Telegram 上共享信息。
如果新用户通过联属链接注册帐户，
则将支付代币作为报酬。

特点
SNS 和联系

Easy to share !

Coin Remuneration !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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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特点

将在蒙古创建的 AIS-X 加密货币交易
所将基于越南知名 IT 公司 VNext 所
提供的平台技术。
AIS-X 将为新手交易者提供高可用性
和无缝交易，以及加密货币的顶级交
易者，具有以下功能：

＜交易所的系统和功能＞
最新的基于 HTML5 的 Web Front
拥有网络营销的高效率，可以在不安
装额外程序的情况下从各种平台进行
交易。

iOS/Android 应用程序
为 iPhone/Android 智能手机提供本
机应用程序。

多种语言
将提供英语，蒙古语，中文，韩语
和日语。 将添加其他语言。

高吞吐量，低延迟
使用 VNext 提供的架构，我们将能够
通过高速内存进程每秒完成 20,000
个进程。通过优化订单消息，客户端
和服务器之间的高速消息将
成为可能。

报告输出
可以输出各种报告，从而可以进行各
种数据分析。

各种订单
将为用户提供各种类型的订单，随时
随地进行交易。市场订单，限价，止
损订单，T/P，S/L，时间顺序。我们
将构建一个系统来匹配加密货币交易
的演变

系统链接
SSO 和其他帐户活动管理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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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特点

＜安全功能＞

从 Mt.GOX 到 Coincheck，从过去到 
现在，加密货币交易所黑客一直是一
个棘手问题。即便是 Binance，最大
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有黑客入侵事件
的报道。您可能已经了解，这些黑客
事件不是因加密货币中使用的区块链
技术中存在的弱点，而是因为交易所
平台安全系统中发现的漏洞。

为了保护NIEX的资产，我们已采取措施
提供以下安全措施
· 两步验证

· 多重签名

· 密码强化

· 密码锁定功能

· 冷藏钱包

· 邮件访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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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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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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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获得人性行为特征分析执照／启动人工

九月
在蒙古成立 AIS 项目的管理公司 NI-EX

十一月
开始采矿加密货币企业
与蒙古＜National Securities＞缔结 MOU
与蒙古＜EFS＞缔结 MO

七月
与 NI 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十二月
AI Concierge 软 件 αEXAM 加密货币

2018

2019

十月
预售

三月
在蒙古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 AIS-X

四月
AIS-X 的预开放 /预注册

八月
人群销售打折促销

九月
开始人群销售
启动资源挖掘投资 AI
Concierge 软件 β测试 十二月

推出 AI Concierge 软件

七月
开始转介计划



众募信息

众募时间： 2019 年第三季度

软顶：   7,000,000 USD

硬顶：31,500,000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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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分配
共计 2,300,000,000 个硬币

公开 基金会 团队 顾问 赏金

5%
10%

15%

20%

50%



资金分配
　　

法律与合规 5%
运营 35%
• 15％ 存货和日常运营
• 20％ 矿业投资

营销 25%

研发 35%
・15％ 硬币和交易所技
・10％ AI 编程
・10％ AI Concierge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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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分配 

5%
法律

35%
研发

25%
营销

法律 运营 营销 研发

35%
运营



我们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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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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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Matthew Kemp

Fraser Kemp 的儿子，英国工党政治家，为国会
议员直到 2010 年。
在英国大学毕业后， Matthew Kemp 在日本继续留
学。抱着好学不倦的精神，他曾在日本的两所大
学学习，主修国际商务。 他目前活跃在币圈，他
决定在回到英国跟随父亲作为政治家的脚步之前，
先寻求全新的知识。

COO
Dorj Batkhishig　

2004 年 从 蒙 古 科 技 大 学 毕 业 后，Dorj 
Batkhishig 移居日本，在兵库大学深造。 回到蒙
古后，短暂投身于工程师工作，接着创办自己的
旅游公司。
目前，他活跃在蒙古的币圈，在与 NI 银行建立附
属关系和在建立我们的 NIEX 办公室方面发挥了关
键作用。



主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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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O 
Lkhagvasuren Sengedorj 

Lkhagvasuren Sengedorj 于 2002 年从蒙古科技
大学毕业后，开始在蒙古汗银行开展银行业务。
目前，他是蒙古国家投资银行 IT 部门主管。

Jon Ho 在 2001 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学
位后， 开始担任系统分析师。 2007 年，他转到金融
行业，处理包括汇丰银行，星展银行和大华银行在
内的各种机构的财富创造，资产管理和财务规划。 
作为一名拥有超过 10 年经验的新加坡财富经理，
Jon Ho 专注于管理超高净值人士和私募股权投资组
合。 还经营一家为跨国公司，政府机构和国际品牌
提供服务
的活动公司。

CFO
Jon Ho



主要咨询（技术）

Tran Ngoc Son 

在学习了一年的日语后，Tran Ngoc Son 进入了
东京大学。2005 年毕业于工程系，他在 G-Next
工作。2008 年，Tran Ngoc Son 在越南参与建立
了一家子公司 V-NEXT。目前，他是 V-NEXT 的首
席执行长。

主要咨询（市场营销）

Jun Takigawa 

一位在外汇市场拥有超过十年经验的资深套利交
易员。Jun Takigawa 成功地在亚洲建立了 10 多
家外汇和安保公司。 自 2013 年以来，他一直活跃
在币圈，并希望将他的营销专业知识贡献给 AIS
项目。

主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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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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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顾问（中国）

Echo 

Echo 是 Timeline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和全球
著名大学区块链联盟主席。
　Echo 曾任爱黄业股权融资平台 FLV 风险投资副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她还担任海外人才创业项目
落地导师和上海梦青年创业导师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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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委员会 

咨询（加密货币研究）

Ryosuke Hagiwara

2010年毕业于索菲亚大学后，

Ryosuke Hagiwara担任 NTT Data

的系统工程师和项目经理。

目前担任 QUATTRO E 的首席

执行官，一直活跃在日本的

币圈。

咨询（软件开发）)

Edward Nakano

1990 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

年获得

密歇根大学日本文学硕士学位。 

Edward Nakano 在日本的娱乐业拥有

25年的经验。

目 前 担 任 Pyramid，Inc.，Aeria，

Inc

咨询（IT / 安全）

Baljinnyam Lkhagvaa

2003年毕业于Tsakhim学院。

目前在蒙古国家投资银行担

任高级工程师。

咨询 (IT/ 安全 )

Orgil Myagmarsuren

2011 年毕业于蒙古科技大学。

目前在蒙古国家投资银行担

任信息安全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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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委员会 

咨询

（AIS-X 项目经理）

Nguyen Son Tung
从 FPT 大学毕业后 -优秀的

软件工程师，

Nguyen Son Tung 开始了在

为 FPT Software 技术领导

者的职业生涯。

１年后，他成为日本主要客

户的项目经理。 目前，他在

V-NEXT 工作，担任许多不同

区块链项目的岗位例项目经

理和项目主管。

咨询

（AIS-X 项目经理）

Maxwell Nguyen
Maxwell Nguyen 的职业生涯

始于日本最大的移动游戏服

务提供商之一 DeNA 的服务

器端工程师。 在将重点转向

区块链之前，他为数百万

用户构建了可扩展系统。

目前，他是 V-NEXT 的技术

领导者，专门从事

区块链和ICO。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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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
2008 年 1 月

总裁 CEO：
Tran Ngoc Son

所在地：
18th Floor, C Tower, Central Point, 219
trung Kinh Street, Yen Hoa Ward, Cau Giay
District, Hanoi, Vietnam

网站：
https://vnext.vn/

关于公司：
V-Next是日本IT/解决方案公司G-Next的越南分公司。
V-Next 是被认为是越南最有效的 ODC（岸上开发中心）
之一，用于网络解决方案，智能手机，区块链和 AI（人
工智能）技术。他们被VINASA（越南软件和IT服务协会）
选为 TOP50IT 公司之一，并在 2018 年被评为十大工业
4.0 公司。V-Next 将与东芝和 FUJIXEROX 等日本大型
企业合作，拥有 10 年和 250 多个项目经验，将协助
AIS 项目在蒙古建立加密货币交易所。

V-Next Software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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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6 年 12 月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索多伊库哈坦巴托

地点：
蒙古国乌兰巴托钦格尔泰区 1号
Khoroo 301 室

网址：
http://www.nationalsecurities.mn

关于公司：
National Securities 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金融和
投资咨询公司，创始人在蒙古和美国的股票和金融行
业拥有超过 10 年的高资质经验。国家证券公司是蒙古
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持有金融监管委员会经纪和交易
服务的正式许可证。2011 年， 国家证券公司还获得了
承销服务许可证。
国家证券公司的目标是为蒙古的公司提供金融和投资
咨询服务，蒙古的这些公司希望扩大其业务，并从蒙
古和国际证券交易所资源筹集资金

National Securities



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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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07 年 4 月

首席执行官：
Byambadulam Demberelnyambuu

地点：
蒙古国乌兰巴托 Khan Uul 区 Khoroo 15 号圣雄甘地街
MSN 大厦 401 室

网址：
http://m.exchange.mn

关于公司：
Express Finance Service 是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
成立于 2007 年 4 月，旨在向蒙古市场提供小额和小额
贷
款。在获得蒙古金融监管委员会的 NBFI 许可后，快捷
金融服务公司快已向其客户提供中小型商业贷款、项
目贷款、家庭贷款、快递贷款以及货币兑换和信贷服
务等服务。
快速金融服务公司的主要重点是使小额和小额贷款更
具包容性和可获得性，并利用创新技术和方法迅速向
客户提供这些产品。

Express Fina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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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8 年 2 月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新崎岛

地点：
纳 瓦 MNT 5，10117
Harajumaa，Tallin，Eesti

网站：
https://ico.sky-hash.net/

关于公司：
Skyhash的创始人于2016年启动了加密货币采矿业务，
以研究更高效和最优的采矿协议。作为采矿专家的独
特技术和专有技术拥有 者，Skyhash 开发了一种名为
SKY-NET 的新型加密货币投资平台。Skyhash 旨在成为
下一代加密货币系统的标准，我们将是这个标准的第
三代。 Skyhash 是唯一一家将日本最好的技术传输到
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

Skyh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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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提供任何个人，法律或财务建议。

我们郑重建议您寻求自己的专业，法律和财

务建议。

AIS 代币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仅供

参考，不必要公众采取任何行动。 在 AIS 网站

上发布，分发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的所有信息和

材料仅供参考，仅可供您非商业和个人使用。

白皮书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在任何司

法管辖区内出售或购买股票，权利或任何其

他证券或虚拟货币的权利。暂且，AIS 不是投

资顾问，银行，经纪人或交易商， 因此不参

与证券交易，销售或分销，也不提供投资建

议或招揽投资。 AIS 网站上发布的任何信息

或材料均不构成招揽，购买或出售任何投资

工具的建议，任何交易，或缔结任何形式的

任何法律行为。在任何情况下，本白皮书的

内容不应被视为财务建议。您对自己的个人

财务负责。白皮书既不规范销售也不购买 AIS

代币（如白皮书中所述）。

AIS 代币的买卖受条款和条件的约束。白皮书

可能会更新或更改，最新版本的白皮书优先

于以前的版本。我们没有义务向您发出有关

这些变更的事实或内容的任何通知。可以在

网站 https://ais-x.io/ 上找到最新版的英

文

白皮书。虽然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白皮书中

提交的所有数据在相关版本传播的时间点都

是准确和最新的，但建议的文件无法替代咨

询独立的第三方意见。白皮书和相关文件可

能被翻译成英语以外的语言。如果英语版本

与外语版本之间出现冲突或不一致，则以白

皮书的英文版本应为准。

白皮书不构成将 AIS 合法地绑定到任何实体

的协议。AIS，其董事，执行人员，员工和员

工不保证或承担因白皮书中包含的任何材料

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而产生或与之相

关的任何法律责任。 在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任

何适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AIS 不对因白

皮书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间接，特殊，偶然，

后果性或其他损失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收入损失， 专业知识和数据。 有意购买 AIS

的人应在采取白皮书中规定的任何行动之前

征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与 AIS 相关的所有行为均可自行承担风险，

AIS 可按“原样”提供，不附带任何明示或暗

示的保证。 您有责任确定您是否在法律上允

许您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内购买 AIS，以及您是

否可以将 AIS 转售给任何特定司法管辖区的

其他购买者。 您自行负责确定或评估您在所

有

方面和任何相关司法管辖区内参与众募， 购

买，接收和持有 AIS 的税务影响。没有监管

机构审查或批准本白皮书中提供的任何信息。

52

其他杂项
（法律详情和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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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杂项 
(简化的代币协议 /SIMPLIFIED AGREEMENT FOR TOKENS / SAT)

对美国居民的通知
SAT 的要约和销售并未根据 1933 年美国证券
法，经修订（“证券法”）或根据某些国家的
证券法进行登记，并且只能出售给“经过认
证的投资者”。 除非有效的注册声明或其豁
免，否则不得提供，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承诺或予以豁免，
除非根据法案获得适用的国家证券法和适用
的国家证券法。

对澳大利亚居民的通知
没有 SATS，展示文件，招股说明书，产品披
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已经与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ASIC）联系，与提供有关。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 2001 年公司法（或公司法）以及
AUSTRAC 实施的 4 月 3 日新法律的前瞻性，产
品披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以及请勿将其
所包含的信息包括在内。澳大利亚 SATS 的任
何提名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只能由“精诚
的投资者”（在公司法第 708（8）条的意思
内），“专业投资者”（在第 708 条的意义内）
提供。（11）公司法案）或其他方面，根据公
司第 708 条所载的一项或多项豁免，因此，
根据公司第 6D 章的规定，在没有向投资者披
露的情况下提供与此相关的任何文件和任何
文件是合法的法案。在发布的分配日期之后
的 12 个月内，不得在澳大利亚销售所提供的
SATS 和任何文件，除非在某些情况下（I）根
据公司章程第 6D 条披露买方的行为根据“公
司法”第 708 条或其他方式豁免，或（II）
根据公司法第 6D 章的披露文件提供的要约，
不需要豁免。任何人都必须获得 SATS 和任何
与此相关的文件，因为这
些文件必须遵守这些澳大利亚的销售限制。

对加拿大居民的通知
SAT 可能仅出售给购买者作为主要购买者，并

且在国家仪器中定义为“经过认证的投资者”
45-106 招生和注册豁免和“允许的客户”在
国家仪器中的定义 31-103 注册要求，29 豁免
和豁免 注册义务。 任何证券的转售都必须
遵守豁免要求并且不符合适用证券法的注册
要求。

对中国居民的通知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或台湾），不得出售或出售任何权
利，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或出售，除非获
得该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及其他法
律和法规。

对欧洲经济区居民的通知
与欧洲经济区的每个相关成员国，该实施方
案已经实施了勘探指令（每个“相关成员国”），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仅分发给（仅限于）（以
及任何相关的购买活动）只会与以下人员一
起参与 :( A）法定实体，这是一个合理的投
资者，在前瞻性指令中定义，（B）少于 150
个自然人或法人（除了有资格的投资者在前
瞻性指令中定义），受以下约定：获得任何此
类要约的任何代表的事先同意 ; 或（C）在
PROSPECTUS 指令第 3 条第（2）款规定的任何
其他情况下销售的人员 ; 提供的任何交易均
不构成对我们根据前景指令第 3 条发布的招
股书的要求所产生的要求。表达“前景指令”
指的是指令 2003/71 / EC（经修订），包括指
令 2010/73 / EU，并包括相关成员国的任何
相关实施措施。此欧洲经济区域的销售限制
是对以下任何其他适用的销售限制的补充。

对香港居民的通知
S ATS 不得以（I）之外的任何文件的形式在
香 港 出 售 或 出 售 ， 而 该 等 文 件 并 
不 构 成 公 司 在 公 司 意 义 上 的 任 
何 要 约 （ 清 盘 及 杂 项 条 文 ）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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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2 章 OF） （香港法例）（“ C W U M P
条例”）或在“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
第 571 章）的涵义下不构成对公众的邀请（“证
券及期货条例”） ，或（II）“证券及期货条例”
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及其所作出的任何
规 则，或（ III ）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不 
会 导 致 文 件 属 于“CWUMP 条 例” 所 界 
定 的 “招 股 章 程” 并 且，任 何 与 S A T
有关 的广 告，邀 请或文 件均 不得发 布
或 可
能由任何人出于问题的目的（无论是在香港
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案例），这些内容都是
指向或者内容哪个。香港公众可以阅读或阅
读（除非根据香港证券法另有规定），但不包
括或仅打算出售给香港以外的人士的文书或
仅供参考香港的“专业投资者”在证券及期
货条例及其所作出的任何规则中的定义。

对印度居民的通知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要求销售或提供任何人以外的任何
人的利益，而该文件是由 AIS 发出的，或其
授权代理人。 所使用的 SATS 和任何文件不应
被视为一个前景。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
件均未出售或订购，但仅限于有限数量的优
秀投资者，并且前景 30 投资者必须获得法律
建议，他们有权为这些工具订购并且必须遵
守与此相关的所有相关印度法律。

对以色列居民的通知
AIS 不打算在 1968 年“以色列证券法”的意
义上向以色列公众提供 SAT，或在任何具体年
份提供 SATS，在以色列居住超过 35 岁。 每个
提供必须和 HEREBY 保证 AIS。 这是为了投资
目的而购买 SATS 而不是为了转售的目的。

对日本居民的通知
SAT 正在向有限数量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提供

（TEKIKAKUKIKAN TOSHIKA，在日本证券交易
法中定义（1948 年第 25 号法律，修订））和
/ 或少数投资者，全部根据证券交易法和日本
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注册要求，将在私人
配售中失效的情况下的情况。因此，SAT 尚未
注册，也不会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注册。 SAT
的买方同意不会将 SAT 重新转让或重新分配
给除日本以外的任何人以外的任何人，除非
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注册要求和其他方式豁免
私人配售。 日本的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

对俄罗斯联邦的居民的通知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不是要约，或要求提供，
出售，购买，交换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证券或
外国金融工具或为任何人或实体居住，包含，
建立或拥有他们的利益俄罗斯联邦的实际居
住，除了“合格投资者”（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在俄罗斯证券法允许的范围内。 SAT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都不是与任何证券的
“放置”或“公共循环”（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的两个条款）相关的广告，并且 SAT 不
用于“放置” 除非俄罗斯证券法允许，否则
俄罗斯联邦的“或”公共流通“。 无论是 SAT
还是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有关的有关的信
息都已经注册或将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注
册。

对新加坡居民的通知
在新加坡证券交易委员会（“SFA”）第 289 期
证券和货法案中，SAT 和任何与新加坡货币当
局没有注册的文件有关。因此，SAT 以及
与要约或出售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对订
购或购买的邀请，不得进行循环或分发，也
不得提供或出售，或作为订购邀请的主题或
直接或间接购买新加坡以外的任何人（I）根
据 FA 第 274 条向机构投资者，（II）根据第
275（1）条向相关人员或根据第 275 条规定
的任何人购买（I）（1A），并根据 SFA 第 275

条指明的条件 31，或（III） 根据 SFA 的任何
其他适用条款的规定，并根据其条件。在 SFA
第 275 条下，由信托的相关人士（在受托人
不是经过认可的投资者（在 SFA 第 4A 部分中
定义）的情况下，SAT 被认可或购买的地方），
其唯一目的是持有投资和信托的每个受益人
都是经过认证的投资者，受益人的权利和利
益（如何描述）信托在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信托根据 SFA 第 275 条获得 SAT，但不得转让
给根据部门的机构投资者 SFA 的 274 或相关
人士（根据 SFA 第 275（2）条的规定），（2）
此类转让是 由于在考虑到这些权利或利益的
条件下提出的要约所引起的每次交易的金额
不超过 200,000 新元（或等值外币）（无论是
以现金还是通过证券或其他资产的交换支付
这些金额），（3）没有考虑或将会为此提供任
何代价转移，（4）WHERE 转让是通过法律的运
作，（5）在 SFA 第 276（7）条中指明的，

对瑞士居民的通知
SATS 可能不会在瑞士公开发售，也不会在六
瑞士交易所（“六”）或瑞士的任何其他股
票交易所或监管交易设施上市。已经准备好
了 SATS 和任何相关文件，而不考虑艺术品发
行前景的披露标准。 652A 或艺术。1156 年瑞
士法律规定的义务代码或披露标准的披露标
准。 27 FF。六份上市规则或瑞士任何其他证
券交易所或规管交易设施的上市规则。 SATS
或任何相关营销材料均不得在瑞士公开发布
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售。SATS 和任何相关的
营销材料并非由任何瑞士监管机构提供或批
准，特 别 包 括 瑞 士 金 融 市 场 监 管 机 构
（“FINMA”），并且未经 SWISS 联邦集体法案授
权投资计划（“CISA”）。 CISA 下的集体投资计
划中的利益获得者所受的保护并未扩展到
SATS 的收购者。

对英国居民的通知

在英国，SAT 仅被分发，并且仅被指导（以
及与之相关的任何购买活动）:( I）投资专
业人士（在第 19 条第（5）款的意义范围内） 
“2005 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令（金融推广）令”
（修订版为“FPO”））;
（II） FPO 第 49 条所述的个人或实体 ; 
（III）经证实的精诚投资者（在 FPO 第 50
（1）条的意义内）; （四）其他人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进行法律沟通（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
“相关人员”）。与相关人员不相关的人员不应
采取与 SAT 有关的任何行动或基于与此相关
的任何文件。这是您收购 SAT 的一个条件，
即您向 AIS，其董事及其官员保证您是相关人
员。 SAT 和任何未经授权人员批准的任何文件
均未经过授权人员的批准。

对其他司法辖区的居民的通知
在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司法管辖区内，任何
行动都不得采取行动，允许在 SAT 或任何相
关文件中提供，销售， 拥有或分发这些文件
或任何相关文件。 您需要自己提供信息，并
在您的司法辖区内遵守与 SAT 和任何相关文
件有关的任何限制。



对美国居民的通知
SAT 的要约和销售并未根据 1933 年美国证券
法，经修订（“证券法”）或根据某些国家的
证券法进行登记，并且只能出售给“经过认
证的投资者”。 除非有效的注册声明或其豁
免，否则不得提供，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承诺或予以豁免，
除非根据法案获得适用的国家证券法和适用
的国家证券法。

对澳大利亚居民的通知
没有 SATS，展示文件，招股说明书，产品披
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已经与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ASIC）联系，与提供有关。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 2001 年公司法（或公司法）以及
AUSTRAC 实施的 4 月 3 日新法律的前瞻性，产
品披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以及请勿将其
所包含的信息包括在内。澳大利亚 SATS 的任
何提名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只能由“精诚
的投资者”（在公司法第 708（8）条的意思
内），“专业投资者”（在第 708 条的意义内）
提供。（11）公司法案）或其他方面，根据公
司第 708 条所载的一项或多项豁免，因此，
根据公司第 6D 章的规定，在没有向投资者披
露的情况下提供与此相关的任何文件和任何
文件是合法的法案。在发布的分配日期之后
的 12 个月内，不得在澳大利亚销售所提供的
SATS 和任何文件，除非在某些情况下（I）根
据公司章程第 6D 条披露买方的行为根据“公
司法”第 708 条或其他方式豁免，或（II）
根据公司法第 6D 章的披露文件提供的要约，
不需要豁免。任何人都必须获得 SATS 和任何
与此相关的文件，因为这
些文件必须遵守这些澳大利亚的销售限制。

对加拿大居民的通知
SAT 可能仅出售给购买者作为主要购买者，并

且在国家仪器中定义为“经过认证的投资者”
45-106 招生和注册豁免和“允许的客户”在
国家仪器中的定义 31-103 注册要求，29 豁免
和豁免 注册义务。 任何证券的转售都必须
遵守豁免要求并且不符合适用证券法的注册
要求。

对中国居民的通知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或台湾），不得出售或出售任何权
利，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或出售，除非获
得该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及其他法
律和法规。

对欧洲经济区居民的通知
与欧洲经济区的每个相关成员国，该实施方
案已经实施了勘探指令（每个“相关成员国”），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仅分发给（仅限于）（以
及任何相关的购买活动）只会与以下人员一
起参与 :( A）法定实体，这是一个合理的投
资者，在前瞻性指令中定义，（B）少于 150
个自然人或法人（除了有资格的投资者在前
瞻性指令中定义），受以下约定：获得任何此
类要约的任何代表的事先同意 ; 或（C）在
PROSPECTUS 指令第 3 条第（2）款规定的任何
其他情况下销售的人员 ; 提供的任何交易均
不构成对我们根据前景指令第 3 条发布的招
股书的要求所产生的要求。表达“前景指令”
指的是指令 2003/71 / EC（经修订），包括指
令 2010/73 / EU，并包括相关成员国的任何
相关实施措施。此欧洲经济区域的销售限制
是对以下任何其他适用的销售限制的补充。

对香港居民的通知
S ATS 不得以（I）之外的任何文件的形式在
香 港 出 售 或 出 售 ， 而 该 等 文 件 并 
不 构 成 公 司 在 公 司 意 义 上 的 任 
何 要 约 （ 清 盘 及 杂 项 条 文 ）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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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2 章 OF） （香港法例）（“ C W U M P
条例”）或在“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
第 571 章）的涵义下不构成对公众的邀请（“证
券及期货条例”） ，或（II）“证券及期货条例”
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及其所作出的任何
规 则，或（ III ）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不 
会 导 致 文 件 属 于“CWUMP 条 例” 所 界 
定 的 “招 股 章 程” 并 且，任 何 与 S A T
有关 的广 告，邀 请或文 件均 不得发 布
或 可
能由任何人出于问题的目的（无论是在香港
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案例），这些内容都是
指向或者内容哪个。香港公众可以阅读或阅
读（除非根据香港证券法另有规定），但不包
括或仅打算出售给香港以外的人士的文书或
仅供参考香港的“专业投资者”在证券及期
货条例及其所作出的任何规则中的定义。

对印度居民的通知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要求销售或提供任何人以外的任何
人的利益，而该文件是由 AIS 发出的，或其
授权代理人。 所使用的 SATS 和任何文件不应
被视为一个前景。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
件均未出售或订购，但仅限于有限数量的优
秀投资者，并且前景 30 投资者必须获得法律
建议，他们有权为这些工具订购并且必须遵
守与此相关的所有相关印度法律。

对以色列居民的通知
AIS 不打算在 1968 年“以色列证券法”的意
义上向以色列公众提供 SAT，或在任何具体年
份提供 SATS，在以色列居住超过 35 岁。 每个
提供必须和 HEREBY 保证 AIS。 这是为了投资
目的而购买 SATS 而不是为了转售的目的。

对日本居民的通知
SAT 正在向有限数量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提供

（TEKIKAKUKIKAN TOSHIKA，在日本证券交易
法中定义（1948 年第 25 号法律，修订））和
/ 或少数投资者，全部根据证券交易法和日本
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注册要求，将在私人
配售中失效的情况下的情况。因此，SAT 尚未
注册，也不会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注册。 SAT
的买方同意不会将 SAT 重新转让或重新分配
给除日本以外的任何人以外的任何人，除非
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注册要求和其他方式豁免
私人配售。 日本的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

对俄罗斯联邦的居民的通知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不是要约，或要求提供，
出售，购买，交换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证券或
外国金融工具或为任何人或实体居住，包含，
建立或拥有他们的利益俄罗斯联邦的实际居
住，除了“合格投资者”（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在俄罗斯证券法允许的范围内。 SAT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都不是与任何证券的
“放置”或“公共循环”（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的两个条款）相关的广告，并且 SAT 不
用于“放置” 除非俄罗斯证券法允许，否则
俄罗斯联邦的“或”公共流通“。 无论是 SAT
还是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有关的有关的信
息都已经注册或将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注
册。

对新加坡居民的通知
在新加坡证券交易委员会（“SFA”）第 289 期
证券和货法案中，SAT 和任何与新加坡货币当
局没有注册的文件有关。因此，SAT 以及
与要约或出售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对订
购或购买的邀请，不得进行循环或分发，也
不得提供或出售，或作为订购邀请的主题或
直接或间接购买新加坡以外的任何人（I）根
据 FA 第 274 条向机构投资者，（II）根据第
275（1）条向相关人员或根据第 275 条规定
的任何人购买（I）（1A），并根据 SFA 第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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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指明的条件 31，或（III） 根据 SFA 的任何
其他适用条款的规定，并根据其条件。在 SFA
第 275 条下，由信托的相关人士（在受托人
不是经过认可的投资者（在 SFA 第 4A 部分中
定义）的情况下，SAT 被认可或购买的地方），
其唯一目的是持有投资和信托的每个受益人
都是经过认证的投资者，受益人的权利和利
益（如何描述）信托在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信托根据 SFA 第 275 条获得 SAT，但不得转让
给根据部门的机构投资者 SFA 的 274 或相关
人士（根据 SFA 第 275（2）条的规定），（2）
此类转让是 由于在考虑到这些权利或利益的
条件下提出的要约所引起的每次交易的金额
不超过 200,000 新元（或等值外币）（无论是
以现金还是通过证券或其他资产的交换支付
这些金额），（3）没有考虑或将会为此提供任
何代价转移，（4）WHERE 转让是通过法律的运
作，（5）在 SFA 第 276（7）条中指明的，

对瑞士居民的通知
SATS 可能不会在瑞士公开发售，也不会在六
瑞士交易所（“六”）或瑞士的任何其他股
票交易所或监管交易设施上市。已经准备好
了 SATS 和任何相关文件，而不考虑艺术品发
行前景的披露标准。 652A 或艺术。1156 年瑞
士法律规定的义务代码或披露标准的披露标
准。 27 FF。六份上市规则或瑞士任何其他证
券交易所或规管交易设施的上市规则。 SATS
或任何相关营销材料均不得在瑞士公开发布
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售。SATS 和任何相关的
营销材料并非由任何瑞士监管机构提供或批
准，特 别 包 括 瑞 士 金 融 市 场 监 管 机 构
（“FINMA”），并且未经 SWISS 联邦集体法案授
权投资计划（“CISA”）。 CISA 下的集体投资计
划中的利益获得者所受的保护并未扩展到
SATS 的收购者。

对英国居民的通知

在英国，SAT 仅被分发，并且仅被指导（以
及与之相关的任何购买活动）:( I）投资专
业人士（在第 19 条第（5）款的意义范围内） 
“2005 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令（金融推广）令”
（修订版为“FPO”））;
（II） FPO 第 49 条所述的个人或实体 ; 
（III）经证实的精诚投资者（在 FPO 第 50
（1）条的意义内）; （四）其他人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进行法律沟通（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
“相关人员”）。与相关人员不相关的人员不应
采取与 SAT 有关的任何行动或基于与此相关
的任何文件。这是您收购 SAT 的一个条件，
即您向 AIS，其董事及其官员保证您是相关人
员。 SAT 和任何未经授权人员批准的任何文件
均未经过授权人员的批准。

对其他司法辖区的居民的通知
在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司法管辖区内，任何
行动都不得采取行动，允许在 SAT 或任何相
关文件中提供，销售， 拥有或分发这些文件
或任何相关文件。 您需要自己提供信息，并
在您的司法辖区内遵守与 SAT 和任何相关文
件有关的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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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居民的通知
SAT 的要约和销售并未根据 1933 年美国证券
法，经修订（“证券法”）或根据某些国家的
证券法进行登记，并且只能出售给“经过认
证的投资者”。 除非有效的注册声明或其豁
免，否则不得提供，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
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承诺或予以豁免，
除非根据法案获得适用的国家证券法和适用
的国家证券法。

对澳大利亚居民的通知
没有 SATS，展示文件，招股说明书，产品披
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已经与澳大利亚证券
和投资委员会（ASIC）联系，与提供有关。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 2001 年公司法（或公司法）以及
AUSTRAC 实施的 4 月 3 日新法律的前瞻性，产
品披露声明或其他披露文件，以及请勿将其
所包含的信息包括在内。澳大利亚 SATS 的任
何提名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只能由“精诚
的投资者”（在公司法第 708（8）条的意思
内），“专业投资者”（在第 708 条的意义内）
提供。（11）公司法案）或其他方面，根据公
司第 708 条所载的一项或多项豁免，因此，
根据公司第 6D 章的规定，在没有向投资者披
露的情况下提供与此相关的任何文件和任何
文件是合法的法案。在发布的分配日期之后
的 12 个月内，不得在澳大利亚销售所提供的
SATS 和任何文件，除非在某些情况下（I）根
据公司章程第 6D 条披露买方的行为根据“公
司法”第 708 条或其他方式豁免，或（II）
根据公司法第 6D 章的披露文件提供的要约，
不需要豁免。任何人都必须获得 SATS 和任何
与此相关的文件，因为这
些文件必须遵守这些澳大利亚的销售限制。

对加拿大居民的通知
SAT 可能仅出售给购买者作为主要购买者，并

且在国家仪器中定义为“经过认证的投资者”
45-106 招生和注册豁免和“允许的客户”在
国家仪器中的定义 31-103 注册要求，29 豁免
和豁免 注册义务。 任何证券的转售都必须
遵守豁免要求并且不符合适用证券法的注册
要求。

对中国居民的通知
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或台湾），不得出售或出售任何权
利，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或出售，除非获
得该等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及其他法
律和法规。

对欧洲经济区居民的通知
与欧洲经济区的每个相关成员国，该实施方
案已经实施了勘探指令（每个“相关成员国”），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仅分发给（仅限于）（以
及任何相关的购买活动）只会与以下人员一
起参与 :( A）法定实体，这是一个合理的投
资者，在前瞻性指令中定义，（B）少于 150
个自然人或法人（除了有资格的投资者在前
瞻性指令中定义），受以下约定：获得任何此
类要约的任何代表的事先同意 ; 或（C）在
PROSPECTUS 指令第 3 条第（2）款规定的任何
其他情况下销售的人员 ; 提供的任何交易均
不构成对我们根据前景指令第 3 条发布的招
股书的要求所产生的要求。表达“前景指令”
指的是指令 2003/71 / EC（经修订），包括指
令 2010/73 / EU，并包括相关成员国的任何
相关实施措施。此欧洲经济区域的销售限制
是对以下任何其他适用的销售限制的补充。

对香港居民的通知
S ATS 不得以（I）之外的任何文件的形式在
香 港 出 售 或 出 售 ， 而 该 等 文 件 并 
不 构 成 公 司 在 公 司 意 义 上 的 任 
何 要 约 （ 清 盘 及 杂 项 条 文 ） 条 例 

（ 第 3 2 章 OF） （香港法例）（“ C W U M P
条例”）或在“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
第 571 章）的涵义下不构成对公众的邀请（“证
券及期货条例”） ，或（II）“证券及期货条例”
所界定的“专业投资者”及其所作出的任何
规 则，或（ III ） 在 其 他 情 况 下 不 
会 导 致 文 件 属 于“CWUMP 条 例” 所 界 
定 的 “招 股 章 程” 并 且，任 何 与 S A T
有关 的广 告，邀 请或文 件均 不得发 布
或 可
能由任何人出于问题的目的（无论是在香港
或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案例），这些内容都是
指向或者内容哪个。香港公众可以阅读或阅
读（除非根据香港证券法另有规定），但不包
括或仅打算出售给香港以外的人士的文书或
仅供参考香港的“专业投资者”在证券及期
货条例及其所作出的任何规则中的定义。

对印度居民的通知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和任何相关文件
均不构成要求销售或提供任何人以外的任何
人的利益，而该文件是由 AIS 发出的，或其
授权代理人。 所使用的 SATS 和任何文件不应
被视为一个前景。 SATS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
件均未出售或订购，但仅限于有限数量的优
秀投资者，并且前景 30 投资者必须获得法律
建议，他们有权为这些工具订购并且必须遵
守与此相关的所有相关印度法律。

对以色列居民的通知
AIS 不打算在 1968 年“以色列证券法”的意
义上向以色列公众提供 SAT，或在任何具体年
份提供 SATS，在以色列居住超过 35 岁。 每个
提供必须和 HEREBY 保证 AIS。 这是为了投资
目的而购买 SATS 而不是为了转售的目的。

对日本居民的通知
SAT 正在向有限数量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提供

（TEKIKAKUKIKAN TOSHIKA，在日本证券交易
法中定义（1948 年第 25 号法律，修订））和
/ 或少数投资者，全部根据证券交易法和日本
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的注册要求，将在私人
配售中失效的情况下的情况。因此，SAT 尚未
注册，也不会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注册。 SAT
的买方同意不会将 SAT 重新转让或重新分配
给除日本以外的任何人以外的任何人，除非
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注册要求和其他方式豁免
私人配售。 日本的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

对俄罗斯联邦的居民的通知
SAT 和任何相关文件不是要约，或要求提供，
出售，购买，交换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证券或
外国金融工具或为任何人或实体居住，包含，
建立或拥有他们的利益俄罗斯联邦的实际居
住，除了“合格投资者”（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在俄罗斯证券法允许的范围内。 SAT
和任何与此相关的文件都不是与任何证券的
“放置”或“公共循环”（根据俄罗斯证券法
定义的两个条款）相关的广告，并且 SAT 不
用于“放置” 除非俄罗斯证券法允许，否则
俄罗斯联邦的“或”公共流通“。 无论是 SAT
还是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有关的有关的信
息都已经注册或将在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注
册。

对新加坡居民的通知
在新加坡证券交易委员会（“SFA”）第 289 期
证券和货法案中，SAT 和任何与新加坡货币当
局没有注册的文件有关。因此，SAT 以及
与要约或出售相关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对订
购或购买的邀请，不得进行循环或分发，也
不得提供或出售，或作为订购邀请的主题或
直接或间接购买新加坡以外的任何人（I）根
据 FA 第 274 条向机构投资者，（II）根据第
275（1）条向相关人员或根据第 275 条规定
的任何人购买（I）（1A），并根据 SFA 第 275

其他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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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指明的条件 31，或（III） 根据 SFA 的任何
其他适用条款的规定，并根据其条件。在 SFA
第 275 条下，由信托的相关人士（在受托人
不是经过认可的投资者（在 SFA 第 4A 部分中
定义）的情况下，SAT 被认可或购买的地方），
其唯一目的是持有投资和信托的每个受益人
都是经过认证的投资者，受益人的权利和利
益（如何描述）信托在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信托根据 SFA 第 275 条获得 SAT，但不得转让
给根据部门的机构投资者 SFA 的 274 或相关
人士（根据 SFA 第 275（2）条的规定），（2）
此类转让是 由于在考虑到这些权利或利益的
条件下提出的要约所引起的每次交易的金额
不超过 200,000 新元（或等值外币）（无论是
以现金还是通过证券或其他资产的交换支付
这些金额），（3）没有考虑或将会为此提供任
何代价转移，（4）WHERE 转让是通过法律的运
作，（5）在 SFA 第 276（7）条中指明的，

对瑞士居民的通知
SATS 可能不会在瑞士公开发售，也不会在六
瑞士交易所（“六”）或瑞士的任何其他股
票交易所或监管交易设施上市。已经准备好
了 SATS 和任何相关文件，而不考虑艺术品发
行前景的披露标准。 652A 或艺术。1156 年瑞
士法律规定的义务代码或披露标准的披露标
准。 27 FF。六份上市规则或瑞士任何其他证
券交易所或规管交易设施的上市规则。 SATS
或任何相关营销材料均不得在瑞士公开发布
或以其他方式公开发售。SATS 和任何相关的
营销材料并非由任何瑞士监管机构提供或批
准，特 别 包 括 瑞 士 金 融 市 场 监 管 机 构
（“FINMA”），并且未经 SWISS 联邦集体法案授
权投资计划（“CISA”）。 CISA 下的集体投资计
划中的利益获得者所受的保护并未扩展到
SATS 的收购者。

对英国居民的通知

在英国，SAT 仅被分发，并且仅被指导（以
及与之相关的任何购买活动）:( I）投资专
业人士（在第 19 条第（5）款的意义范围内） 
“2005 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令（金融推广）令”
（修订版为“FPO”））;
（II） FPO 第 49 条所述的个人或实体 ; 
（III）经证实的精诚投资者（在 FPO 第 50
（1）条的意义内）; （四）其他人可以通过其
他方式进行法律沟通（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
“相关人员”）。与相关人员不相关的人员不应
采取与 SAT 有关的任何行动或基于与此相关
的任何文件。这是您收购 SAT 的一个条件，
即您向 AIS，其董事及其官员保证您是相关人
员。 SAT 和任何未经授权人员批准的任何文件
均未经过授权人员的批准。

对其他司法辖区的居民的通知
在任何需要采取行动的司法管辖区内，任何
行动都不得采取行动，允许在 SAT 或任何相
关文件中提供，销售， 拥有或分发这些文件
或任何相关文件。 您需要自己提供信息，并
在您的司法辖区内遵守与 SAT 和任何相关文
件有关的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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