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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发生73天后

宣布“Pandemic”

2020年 3月 11日 (当地时间), 世界卫生组织 (以下 WHO)宣布对 COVID (Corona virus dise

ase)-19 进 行 流 行 性 感 冒 (Pandemic)。 这 是 新 馆 肺 炎 病 毒 报 告 73 天 后 的 事 情 。

在此期间，COVID-19在全世界66个国家发生了116,308名确诊这和4,548名死亡者。

韩国成功的COVID-19对应使大众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 但是COVID-19的再发可能会重新

夺走平凡的日常的紧张感依然在维持。 渐渐地，大众们认识到自身健康的重要性，开始关注。

I.

3 page

COVID-19引发
的保健危机

国内COVID-19传染率没有停止的迹象，在12月中旬一天内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值，

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保健危机。但是,韩国需要迅速检查、CCTV追踪、手机位置信息和信用卡结算信

息等平台,积极利用IT的主动追踪,还有强烈感染的社会保持距离的实践,通过大流行情况的突然灵活

发展,迅速应对,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严重的打击,迅速的找回稳定。

COVID-19事件后

大众的心理变化

根据大众心理变
化推出“Medic”平

台及发行
“Mecro Token”

由于COVID-19事件，医疗保健领域的需求持续增加，开发医疗保健综合诊断平台"Medic"

及与Chaum医院等大型医院保持联系。另外，引进区块链技术，开发了费用及信息透明公开、

个人诊断结果信息更安全保管的"MECRO"（MEC）。

1. Intro

疾病传播对健康的关注



引进的背景

韩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被评为全世界的典范，并得到了世界优秀新冠疫情的认可。但是由于不透明的信息公开及黑客

入侵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医院提供的服务并不能满足相应的名声。

引进"Medic"平台的目的在于将封闭的医院信息透明地公开给大众，减少大众的损失，建立透明的信赖体系。

"Mecro"的引进目的是引进区块链技术，安全保管患者的个人信息及诊疗记录。另外，通过"Mecro"可以预约想要的日

期和时间，也可以使用"Mecro"使用者独有的特别医疗优惠和服务。

与 MEC 集团亲自筛选的高级医院 Chaum 医院结成合作伙伴，在具备尖端医疗技术的医院接受患者希望的透明诊疗。

并且持续加强与其他医院的联系，最终目标是超越国内医院，通过全球医院让全世界的人使用。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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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cro Chain 引进的背景

药店
1714亿
8400万韩元

医疗机构
3688亿
6000万韩元

3000亿

5000亿

2016年2013年2009年

合计 5403亿 4400万韩元(279件)

医疗机构，药店不合理报销诊疗费的趋势

资料 : 国民健康保险公团

MECRO链



利用区块链将分散在多家医院的个人医疗信息储存在"Medic"平台上。将个人医疗信息引入区块链技术，使之成为完美的

保安，为能够以个人为主体管理医疗信息而开发。此外, MEC用于区块链基础保健平台"Medic"。该平台可用于预约医院诊

疗，也可用于诊疗费结算、医药品结算等各种结算手段。 "Medic"平台活动补偿支付 MEC 为获得多种医疗服务，正在持续

开发中。

网络和信息的发展开启了无国界之初的连接时代。因此，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医疗信息系统也应

该更加有效、安全。 要迅速和信赖的同时，透明地提供患者及用户的医疗信息数据。但是现在的区

块链医疗平台上只存在口传的平台。海外旅行、海外居住者或国内对健康出现异常时，可快速提交

个人保管的医疗记录数据，进行更快的诊断和诊疗。

目前医疗信息系统的管理者不是患者本人，而是医院等医疗供应者。医疗供应者发生数据外部泄

露时，可能会对患者个人造成损害。MEC 赋予患者对医疗信息的管理权限以预防此类问题的发生。

患者可通过这种方式自由设定医疗信息公开范围并进行管理。

MEC 将区块链技术引入医疗信息中，将其存储在分散化的数据存储平台"Medic"中。将非数据

原件的数据固有值储存在区块链内，可确保透明性和可靠性。通过多页查看数据的伪造、防腐、确

认信息的无性。另外，还可以将他人的医疗信息阅览明细记录在区块链上，确认个人的医疗信息

是如何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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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RO 概要

必要性及重要性

保安性

透明性及信赖性

2. Mecro Chain引进的背景

必要性及重要性

透明性及信赖性保安性

2.2 MEC & Medic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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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3. Mecro Chain的理想向

MEC链图式化

医疗

个人医院

国家医院

全球

民办医院

交易所 MECRO MEDIC

理想MEC块链的生态系统和示意图



第四产业革命时

代的医疗保健产

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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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疗（preventive medical services）是以医学为背景，涉及保护、维持、增进人类集体健

康的方法论（methodology）和应用（application）的医学领域，最近随着慢性病的扩散及老龄

化，其领域和重要性逐渐扩大。 最近医疗服务相关的复杂社会现象、基因研究、医疗信息学等多种

领域的发展，以及对预防有益的保健医疗服务的适当性和探索遗传-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gene e

nvironment interaction)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预防医疗是在疾病发生之前的时间段提供的医疗，因此对象不是疾病患者。 因此，医疗对象也

不是患者，而是普通人，根据医术内容，有可能是集体或个人，预防对象也有可能是综合状态或

疾病菌，也有可能是特定目标疾病或状态。 专家指出,患者的疾病危险降低、提高生活质量,在社会

医疗费用负担,要积极治疗和预防医疗水平上,对象的预防疾病和管理体系,加强有必要强调。

IV.

通过当前多种保健危机，很多人对自身健康很关心。为满足大众需求，医疗行业再次发展，与医疗领域接轨的各种服务正

在市场推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量身定做诊疗，预测疾病并防止疾病的技术正在出现。现在比起疾病出现时的治疗，提前查

出并预防疾病的医疗技术更受欢迎。另外，韩国人对美容整形的关心，也带来了美容技术的发展，这再次受到全世界人的关

注。MECRO链希望顺应不断变化的医疗行业趋势，成为满足大众需求的平台，并持续掌握医疗行业动向，成为不仅对韩

国人，对全世界人健康负责的平台。

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角度出发，提供正确的医疗信息，增进健康是医学界永远的目标。 迎接第

四次产业革命，医疗专家提出的未来保健医疗关键词是预防中心、针对性精密医疗、医疗信息高

度化等。

各国政府和医疗界因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疾病增加的影响，正在从以治疗为中心的医疗向预防和

管理的模式转变。对此,专家指出,患者的疾病患病率降低、提高生活质量,在社会医疗费用负担降低

的积极治疗和疾病的预防和管理体系,加强有必要强调。

预防医疗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Status of Healthcare Industry

4.1 医疗保健



据国际美容整形外科学会(ISAPS)透露，K-整形美容的市场估算是每年约5万亿韩元的规模，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强国，国

内整形服务市场是与国内K-POP一起在全世界发展的内容事业之一。通过"MEDIC"可以体验到很多选择幅度和多样的打折

优惠等。

国内最多的人接受整形手术依次是"眼睛-皱纹-鼻子-胸部"，外国人依次为"面部矫正术-面部轮廓术-胸部-吸脂-鼻子-

眼睛"。据调查，每10名患者中就有1名是男性，50岁以上的中年人接受整形手术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国内来接受整容手术的

外国人中，中国人最多，但上升幅度最大的是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去年平均每年来韩国做整容手术的外国人有5万人，

外国患者的整体诊疗费中整形外科的诊疗费占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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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整形美容市场规模

K-整形美容市场用户动向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2018年 韩国整容市场规模

全球整容市场

规模

约 20万亿韩元

其他国家

(75%)

国内整容市场

约 5万亿韩元
(25%)

2018年 国家别手术实行现状

人口(每1000名)换算

13.5
12.5

11.6

9.9

韩国 希腊 意大利 美国

2018年 国内外患者诊疗费比重

国内外患者

诊疗费比重

其他诊疗 整容外科

整形外科的外国患者数趋势

单位(名)

41,263

2016 20172015

47,881 48,849

4.2 医疗美容



再Chaum医院的高级健康检查，Poweraging特化中心，餐厅可以使用MEC。Chaum医院的口号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

“，超越了治疗目的，以预防为目的。为此，不仅动员西洋医学、东洋医学、综合医学，还动员运动处方、食品治疗等多种智

慧和技术力。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患者在疾病暴露时都去医院就诊，但大部分人不是健康也不是病的状态，即属于grey zone。

恰好在这个grey zone确认健康，在不健康的状态下填满牙齿，这就是Chaum医院的目的。 Chaum医院将通过尖端解决方

案，起到量身定做医学的先驱作用，成为未来医学的发展动力。Chaum医院设有12个特殊中心，通过针对顾客的医疗，早

期发现并预防疾病。另外，通过医疗团队之间的合作，提供客户量身定做的诊疗服务。

9 page

Chaum医院是签订MEC集团的第一个合作伙伴的高级医院，也是战略协作关系。 通过"Medic"平台可确认诊疗预约及诊

断书，拥有"Medic"使用者独有的特别优惠。Chaum医院通过最好的医疗团队、最尖端的医疗设备、尖端解决方案，起到了

量身定做医学的先驱作用。在Chaum医院可以享受高级健康诊断、生物保险、医疗美容服务。

Chaum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Chaum医院是具有医疗COIN特性的MECRO币的使用地之一。

4.3 Chaum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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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今后几年内多种细胞治疗剂使用了。现在医学界的新模式转换。Bio Insurance是ChaBioTech运营的韩国首家综合干细胞

银行，是Chaum医院集团拥有的所有干细胞技术所有的集合体。通过"干细胞治疗"这一新概念，现代医学至今未能解决的

许多疾病的希望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因此，健康时保管作为生命根源的干细胞，发生疾病时可用作治疗剂的Bio Insurance，

现在已不再是选择，而是必须。

在追求Chaum医院健康美丽的整形中心，医疗服务与尖端美容工程相结合，率先一步完成美学医学。 在创造优雅、年轻美

丽的地方，可以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服务。 Chaum整形诊所有通过皮肤美白/过敏管理、皮肤分析项目进行治疗的Cha-Cell

on项目、Petit整形项目。

Bio-Insurance

医疗美容

引领21世纪国家竞争力的新一代产业领域是生物产业的核心是Bio Insurance。

4.3 Chaum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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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um医院可以对下列项目进行基本检查

基本检查
A           (5

0岁以下)

预诊、精神健康问诊表、营养咨询、结果咨询、身体测量及体成分分析、血压、尿检、大便检查（潜血、

寄生虫）、视力检查、眼压测定、眼底摄影、听力检查、肺功能检查、心电图、胸部摄影、普通血液检

查（血液疾病、贫血、炎症）、普通化学检查（肝功能、酒精性肝功能、黄疸、肾功能、痛风）肝炎（A、

B、C型）、高脂血（中性脂肪、胆固醇）、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性检查、甲状腺功

能、电解质、炎症（ESR/CRP）、淀粉酶、风湿因子、钙、磷（骨代谢）、维生素D（钙吸收）、梅毒、

艾滋病、肿瘤标记物（胰脏/大肠/肝/前列腺）

预诊、精神健康问诊表、营养咨询、结果咨询、身体测量及体成分分析、血压、尿检、大便检查（潜血、

寄生虫）、视力检查、眼压测定、眼底摄影、听力检查、肺功能检查、心电图、胸部摄影、普通血液检

查（血液疾病、贫血、炎症）、普通化学检查（肝功能、酒精性肝功能、黄疸、肾功能、痛风），肝炎

（A、B、C型）、高脂血（中性脂肪、胆固醇）、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性检查、甲

状腺功能、电解质、炎症（ESR/CRP）、淀粉酶、风湿因子、钙、磷（骨代谢）、维生素D（钙吸收）、

梅毒、艾滋病、肿瘤标记物（胰脏/大肠/肝/前列腺）、骨密度、前列腺超声波

基本检查 B           
(50岁以下)

基本检查
A

(45岁 以下)

预诊、精神健康问诊表、营养咨询、结果咨询、身体测量及体成分分析、血压、尿检、大便检查（潜血、

寄生虫）、视力检查、眼压测定、眼底摄影、听力检查、肺功能检查、心电图、胸部摄影、普通血液检

查（血液疾病、贫血、炎症）、普通化学检查（肝功能、酒精性肝功能、黄疸、肾功能、痛风），肝炎

（A、B、C型）、高脂血（中性脂肪、胆固醇）、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性检查、甲

状腺功能、电解质、炎症（ESR/CRP）、淀粉酶、风湿因子、钙、磷（骨代谢）、维生素D（钙吸收）、

梅毒、艾滋病、肿瘤标记物（胰脏/大肠/肝/卵巢）、储藏铁、铁、总铁结合能力、宫颈癌检查、乳房

摄影

预诊、精神健康问诊表、营养咨询、结果咨询、身体测量及体成分分析、血压、尿检、大便检查（潜血、

寄生虫）、视力检查、眼压测定、眼底摄影、听力检查、肺功能检查、心电图、胸部摄影、普通血液检

查（血液疾病、贫血、炎症）、普通化学检查（肝功能、酒精性肝功能、黄疸、肾功能、痛风）, 肝炎

（A、B、C型）、高脂血（中性脂肪、胆固醇）、糖尿病、糖化血色素、胰岛素、胰岛素抵抗性检查、甲

状腺功能、电解质、炎症（ESR/CRP）、淀粉酶、风湿因子、钙、磷（骨代谢）、维生素D（钙吸收）、

梅毒、艾滋病、肿瘤标记物（胰脏/大肠/肝/卵巢）、储藏铁、铁、总铁结合能力、宫颈癌检查、乳房

摄影、骨密度

基本检查
B

(45岁 以下)

女性

男性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4.3.1 高级健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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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去除外部入侵的病毒和内部生成的癌细胞、炎症、非正常细胞

适用范围: 癌症预防、癌症治疗、慢性疲劳及病毒性疾病

Bio Insurance是Chaum医院的核心技术。

通过Bio Insurance，选择性地保管自己的多种干细胞和免疫细胞，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疾病提供解决方案。

Bio Insurance

免疫细胞

作用: 修复及重建体内受损细胞及组织

适用范围: 心脏病、糖尿病、关节炎、痴呆等慢性退行性疾病

干细胞

用最好的

设施和过程

安全包管

构建全球医疗系统，

提供差别化的

医疗服务
拥有最好的培养 技

术和冻结技术

CHA Biotech

Bio Insurance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4.3.2  Bio-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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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Welfare System

老年人口在使用数字化福利和医疗设施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为此，MEC正在准备包括各种设施的康复诊所领域。

福利设施不足

目前，韩国正迅速进入世界各国的超老龄化社会。

管理老年人的健康和治疗退行性疾病需要专业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这是当今医疗保健行业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随着数字设备的普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也面临着数字化时代。 对使用各种技术的先进医疗和福利服务有需求

，MEC是一个执行整体项目的综合医疗平台。

30~90户住宅设施建设
贵宾房、情侣房、普通房3种类型

计划扩大作为年收入的一部分。

住宅设施

停车场、周边步道、户外庇护所、

户外表演厅、门球场、

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私家花园、

池塘、游泳池等。

其他设施

[ 第一层]

东方治疗室、西方治疗室、气功治疗室、特殊免疫治
疗室、诊断实验室、针灸治疗室、餐厅、桑拿、针灸

治疗室、东方医学治疗室、心理治疗室

[ 第二层 ]

理疗室、无菌病房、员工宿舍、访客休息室

主要中心

人口（0 - 14岁，万名）

人口（15 - 64岁，万名）

人口（65岁以上，万名）

构成比（0 - 14岁，%）

构成比（15 - 64岁，%）

构成比（65岁以上，%）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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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Welfare System

康复诊所概况

运用及诊疗计划

진료계획• 把医疗变成公益法人

• 环保黄土房屋的运营

• 运营亲近自然的护理疗养小镇

• 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

• 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杂症的研究

• 心理咨询室运营

运用计划 诊疗计划

• 中西医合作治疗

• 通过自身免疫增强方法进行治疗

• 治愈系艺术中心

• 心理辅导治疗

MEC精心选择自然友好区域，建立康复诊所，克服现代医学的局限性，旨在通过自然治愈和增强免疫力恢复幸福生活和人

类尊严。 康复诊所旨在提高生活质量，为人口老龄化做好准备。 MEC通过康复诊所在韩国引进提供一站式医疗、福利和长期

护理服务的设施。

由于现代医学具有优质、先进的医疗服务特点，MEC通过西医和东医的合作提供融合医疗服务。

Healing Clinic项目旨在将现有的医疗产业、美容业务、福利服务相结合，转型为综合性医疗旅游产业，将其发展为面向

未来的增长型产业，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服务。

4. 医疗保健行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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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Medic’ 将在韩国最佳公共区块链公开的区块链平台 AOK Mainnet上实现。 AOK Block Chain白皮书被公开，主网推

出后数年间改善速度和品质，展现多数应用正常运转的成果，Block Chain网络正在运营。 多重节点系统可有效减少医院

和消费者的费用，脱中央化的集体智慧社区可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的医疗信息数据服务。

区块链的公开性可以有效地提高所有参与者的医疗保健、美容信息的扩散速度和透明性，虚拟货币的引进可以提高业界的

交付效率和保安以及参与流动性。 匿名机制有效保护健康、美容产业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Medic’ 平台由医院社区、钱包、健康诊断资料箱、活动及公告板组成，构建区块链健身、美容产业等参与型保的健区块链

生态系统。

‘Medic’ 平台的生态系统

5. ‘Medic’ 平台

‘MEDIC’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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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 的基本进程与上述表格相同。.

(1). 通过简单的预约开始快速的接收。

(2). 挂号后可迅速就诊。

(3). 可上传患者及用户所接受的诊疗内容及诊疗记录等数据。

(4). 上传后可加密我的数据，进一步加强安全。

(5). 可保存我的加密文件，用于今后的诊疗及诊断。

’Medic’ 平台的基本进程

5. ‘Medic’ 平台

‘Medic’ 平台的基本进程



通过每天进行的出席活动可随机获得 MEC 奖品，通

过赠品转盘提供美容护理及 MEC Token。 并且告知相

应日期的天气及微尘浓度。 可以一眼看出自己走路的步

数和生理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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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持有人可通过’Medic’专用月历简单预约诊

疗。 可以确认自己的存取款明细，通过活动获得

的 MEC Token可以用自带钱包支付。

此外，除了 MEC，还可以交换并保管Bitcoin、Et

hereum、Ripple、Tron。 以后将追加与其他主网

联动，在钱包内可立即交换（Swap）MEC的At

omixwap

‘Medic’ 平台钱包技能

5. ‘Medic’ 平台

‘Medic’ 平台活动及技能

5.3 ‘Medic’ 平台的技能



‘Medic’ 平台的用户可以和我们MEC结成合作伙伴，

找到保障透明性和稳定的医院位置。

‘Medic’ 平台上的所有用户都可以自己亲自填写有关

医院的后记及医院评价分数，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真

实的后记。 另外，接受用户建议事项，可改善医院的不

便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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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健康诊断书保管箱中过去自己的诊断书及处方并

阅览。 正在服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药物时，可搜索是否

对上述两种药物产生副作用，并可一目了然地了解预

约医院的现状。

5. ‘Medic’ 平台

‘Medic’ 平台内的健康诊断资料箱

‘Medic’ 平台医院社区



MEC Token可使用自己的平台Medic预约医院，个人医疗数据和MEC拥有者的数据可自动储

存在医院和平台上。

集团以研究及生态系统扩张为目的，用户可通过在市场购买及平台内的活动等获得低价商品。

营销将用于医疗服务平台Medic上市以后的营销活动和MEC交易所扩张及AirDrop等的活动。

User (67%) 400,000,000 MEC

Team (21%) 130,000,000 MEC

Marketing (7%) 40,000,000 MEC

Event (5%) 30,000,000 M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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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标明Token的
使用处及使用
计划

6. ‘Medic’ Token系统

明示Token的分配及分配百分比说明

虚拟货币
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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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Telegram

Twitter

Medium

Wechat

7. MEC的社区活动

SNS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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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Baidu

360SouSu

SouGou

8. 中国报道资料

新闻稿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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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EC’ 路线图

VIP医院预约服务平台出市

MEC Wallet 1.0v BETA 出市

前半期MEC回购及烧毁

1Q

MEC医疗平台服务及用处扩大

1.引进医院评价系统

2.在线简单诊断试验运行

3.世界大型交易所上市

2Q

企业伙伴扩大

Wallet技能升级

MEC Staking服务出市

3Q

后半期MEC回购及烧毁

举办在线AMA

举行离线 Meetup

为更多实用的MEC平台的系统优化

4Q

MEC 
路线图



X.

Cho Su-pyeong

- 淸華大學 Global marketing

- 前)Baidu Marketing Team Leader

- 前)阿里巴巴 市场部经理

- 現)MECRO marketing director

Liu Hua

- California EMBA

- 前)CDCA Taiwan blockchain office cooperator

- 前)Financial Construction Society founding member

- 前)光大(Everbright)grup adviser on foreign financial investment

- 現)MECRO financial adviser

Liu Hai-tao

- 南京大學 贸易专业

- 前)淘宝网采购经理

- 現)MECRO 采购经理

Kim Jong-deok

-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olitical diplomacy

- 前)Samsung Electronics Staff Training Officer

- 前)Sirius CEO

- 現)辽宁晟世贸有限公司

- 現)MECRO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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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组员

组员



现)

- Jeong东方医学诊所长

前)

- Odang医院诊疗部长

- Dankook大学融合医疗中心中心主任

- Adjunct Professor of Bioconvergence at Dankook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 OlBareun护理医院院长

- Jangdeok东方医院免疫肿瘤中心院长

-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Jeong oriental hospital.

经历)

-毕业于庆熙大学东方医学院

- 中央血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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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组员

顾问

Hyun-sik Jung

Gwan-hong An

现)

- 胃肠病学家

前)

- 韩国天主教大学圣玛丽医院外科医生

- 韩国天主教大学圣玛丽医院外科兼职教授

- 韩国干细胞协会终身会员

- Dankook大学东方医学临床中心外科学教授

经历)

-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

- 在韩国天主教大学完成外科住院医师

- 收购外科医生资格证书

-获得超声技师资格证书

X.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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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11.1.

This white paper is intended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MEC business. Investors
are encouraged to purchase through
exchanges or open sales channels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本白皮书为帮助理解MEC项目，请投资者根据
各自判断，通过交易所或公开的销售渠道购买。

11.2.

MEC, we do not guarantee return on 
investment to the buyer.

MEC不保证对购买者的投资收益。

11.3.

MEC, we do not guarantee the price after 
listing.

MEC不保证上市后的价格。

11.4.

MEC, we do not promise repurchase at the 
specified price

MEC不承若以指定价格再购买。

11.5.

MEC, we do not operate branAOKs or 
sales agents.

MEC 不经营分店或营业代理。

11.6.

MEC investors should make their own judg
ment that they are not in violation of the
blockchain policy of each country.

MEC投资者应自行判断，不违反各国区块链政
策。

11.7.

Despite technical efforts, MEC may incur in
vestment losses depending on market cond
itions.

尽管技术努力， MEC 由于市场情况不同，投
资损失也会随之增加。

11.8.

Despite our efforts, market instability or ris
k of market collapse is possible.

尽管我们努力，市场仍存在不稳定或市场崩溃
的危险。

11.9.

MEC main notice is to prioritize the pres
entation of the homepage.

MEC 主要公告优先于主页的预览。

11.10.

MEC Other policies are announced on the 
official website.

MEC其他政策将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11.免责事项

免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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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MEC is not a stock or any way of value 
guarantee.

MEC不是股票或价值保障方法。

11.12.

MEC business model may change slightly
depending on the agreement with the part
ner company.

MEC事业模式根据与合作伙伴公司签订协议的
内容可能会发生部分变更。

11.13.

Purchase of MEC Token must be done
by the buyer himself according to local law,
AOK does not make any legal guarantee f
or purchase.

MEC Token的购买须由购买者依照当地法律
自行进行, AOK不作任何购买的法律保证。

11.14.

Among the contents mentioned in this whi
te paper, the business model may change
its brand or target in the process.

本白皮书所提及的内容中，事业模式在进行过
程中可能会变更品牌或对象等。

XI.

11. 免责事项

免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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