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佐您做出最佳的区块链

投资决策 
 

 

 

 

 

 

 

 

 

 

 

 

NewsCrypto 

简书 

https://newscrypto.io/
https://newscrypto.io/
http://newscrypto.io/


关于NEWSCRYPTO 
 

 

Newscrypto是一款将一切与加密领域密切相关的

区块链事物结合起来的生态系统，并能够辅助用

户做出最佳的投资决策。 

 
 

我们的平台由市场指标，Newscrypto学院，社区

预测板块，独有的交易工具，以及价格分析板块

等各种定制化工具组成。 其丰富的平台工具，使

经验丰富的交易者以及初学者皆能受益并在加密

交易中获得先机。 

 
我们的平台正在积极开发中，通过不断地创新与

研发， 将加密领域中诸如加密情绪指示器， 

Newscrypto 价 格 预 警 ， 私 密 聊 天 集 成 ， 

Newscrypto交易机器人以及AI价格预测等强大工

具推向市场。 

 
作为为全球加密交易市场中的成员提供金融信息

的先行者，Newscrypto正为加密交易初学者以及

经验丰富的交易用户搭建一个功能强大的平台。 

 
Newscrypto平台是当今市场上的一款即用型产品

为加密交易用户获取一切所需之物而量身打造。 

 

介绍 
 

项目背景 

在我们平台提供的各种功能强大的工具的帮助下

平台用户能够更加安全和放心地的进行交易。 

Newscrypto是一个自给自足，并且能够从其业务

模型中获得造血功能的项目。它既没有通过ICO， 

也没有通过IEO进行外部融资。 

我们的使命 

 
Newscrypto能够帮助用户在合适的时机查找和分

析正确的信息及数据，并指导用户如何避免盲目

投资，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我们企业致力于为用户带来足够的知识和信心， 

辅助他们能够在高投资回报的区块链金融工具中

做出决策。Newscrypto致力于在未来成为加密领

域爱好者聚集的最佳平台。 

 
Newscrypto平台是当今市场上的一款即用型产品， 

可以说是同类结构产品中的最佳之作，是为加密

交易用户获取一切所需之物而量身打造。在我们

提供的各种功能强大的工具的帮助下，平台用户

能够更加安全和放心地的进行交易。 

 

与大多数新开发的加密项目不同，Newscrypto 

平台的诞生久经考验。早在2015年，创始团队

在加密交易的过程中便已萌发了关于这个平台

的概念。此后创始团队发现了存在加密货币交

易行业中的种种缺陷，例如缺乏可靠的市场信

息严重的影响着加密行业结构和生态系统的发 

展，这些问题都给加密货币交易行业带来了不

不 可 逆 的 破 坏 。 于 是 在 2019 年 10 月 ， 

Newscrypto平台终于诞生了。 

Newscrypto团队由世界头部交易用户和顾问组

成，他们所获得的一切收益及报酬都将通过

NWC代币的形式发放。 



解决方案 
 

Newscrypto的特别编译指示器能够为您识别并

指示任何不稳定的市场因素，从而让您对一切

都了如指掌。 该平台将监视主要法币通道的存

款和取款，交易所上的大笔资金变动等，以控

制鲸鱼行为等等。 

 

 

产品 

 

移动端应用程序 
 

移动端应用程序是NewsCrypto生态系统的关

键部分，它很方便的将新手和经验丰富的交

易者所需的一切都集成在了一起。 它包括最

新的市场和投资组合跟踪功能，使用户能够

完全自定义显示自己喜欢的代币及各种投资

组合（包括能够以不同的法币单位显示代币

及投资组合的价值）。 

 
其数据跟踪功能已经使其成为行业领先的应

用程序，远远超出了目前市场上任何其他加

密应用程序所提供的功能。该应用程序旨在

创建一个寓教于乐的综合生态系统。换而言

之，应用程序中有着社区交互和加密游戏板

块，用户能够通过APP内的各种活动获得积

分，并用来兑换NWC代币。 

 
 

除了社区版块，该应用程序另一个侧重点是

教育板块，这就是为什么它包含平台上所有

可用的交互式教育信息，因此每个用户都可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新会员的知识水平并带他们入

门。 

Newscrypto学院板块由最有经验的行业专家传授行

业必备知识。 整个学院板块旨在满足所有从初级

到专家级交易员的学习需求，为真实交易做准备。 

 

 

 

 

 

 

 

 
 

以不断了解最新代币资讯。 

 

未来，Newscrypto计划与主要交易所合作，从而

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全面应用程序。 

 
 

移动端钱包 

鉴于安全是NewsCrypto的主要侧重点，因此我们

团队还为NWC代币开发了一个本地移动端钱包应

用。使用户可以直接从手机端安全地存储，接收

和发送NWC代币，而不必依赖第三方钱包提供商

或交易所钱包。 该钱包并非托管式的，这意味着

只有用户才能访问其私钥，这使其成为持有和使

用NWC的最安全方法。Newscrypto钱包除了操作

流畅之外，还有着现代和用户友好型的界面。 

 
这款钱包同时为NWC代币持有者提供了一种更为

直观的方式查看其代币余额和交易历史记录，发

送，接收和持有代币，而无需依赖任何其他应用

程序。 

 
平台 

交易功能 
 

Newscrypto平台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和高

级， 它们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用户注册帐户后即可访问初级页面，它包含每个

加密货币交易者需要的基本工具和功能。中级页

面包括具有详细市场洞见的高级功能，而高级页

面则解锁了最先进的编程指标，让您能够超越加

密货币交易世界中的其他交易者。 这一系列的指

示器能够让您在加密世界中如鱼得水。 我们也会

在已有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并添加新工具和指标。

在我们的发展规划图中还包含了们对加密用户未

来所需功能的一系列规划。 

 

 

交易模拟器 

 
 

Newscrypto团队也为线上平台开发了一款交易模

拟器。 这款工具能够帮助初学交易用户通过交易

练习理解交易原理，并根据真实市场数据制定一

系列的交易策略，而无需将他们的资产暴露在风

险之中。另一方面，它也为经验丰富的交易者提

供了测试新交易策略的平台，对不同经验的交易

者都非常友好。 

 

 

Newscrypto 学院 
 
 

Newscrypto还开发了一个学院项目，适合初学者

和想扩展其加密货币交易知识的人使用。 

 

 
这个学院项目由世界上最好的交易员和加密

专家共同设计并且是完全免费的，因为该项

目的使命是教育尽可能多的人，使加密交易

被大众接受。Newscrypto学院已与库币交易所

达成合作，为超过了200万的用户提供了他们

的交易指引。 

 
 

社区预测 
 
 

在加密世界中，信息即力量。Newscrypto社区

预测版块，可以使成员查看其他加密交易员

做出的预测并进行互动。在社区预测板块

中，我们还嵌入实时聊天功能，使其可以有

效地充当迷你社交媒体。我们也为刚刚起步

的初学者收集那些有着丰富交易经验交易用

户的预测图表。 

 

 

预定义图表 

 
 

Newscrypto开发了一款日常更新的预定义图

表。 图表上已经绘制了超过八对的支撑线和

阻力线，同时系统性的嵌入了趋势线。 这些

图表虽然是由世界顶级交易用户专业绘制

的，但是可以完全自定义，因此您也可以在

它们之上绘制图形并进行移动。平台的制图

功能经过市场验证并体现出了重要的历史价

值。这些资产动向证明了Newscrypto预定义图

表是加密世界中最值得依赖的信息来源之

一。 



NEWSCRYPTO 代币 

 
Newscrypto 代 币 （ NWC 代 币 ） 是 整 个

Newscrypto生态系统的支柱。 它的核心功能

便是能够让用户获取平台提供的用于交易的

各种市场信息的访问权。 此外代币还具有烧

毁系统，这使其总供应量会有机的减少。 

 
由独特的智能合约赋能的社区生态系统能够

让投资者获得既能当做交易工具又具有资产

吸引力的NWC代币。 该代币发行在恒星链

上，从而能够让用户以较低的手续费进行快

速可靠的交易它的核心功能便是能够解锁

Newscrypto平台中对智能资产流动分析功能

的访问权。Newscrypto智能合约主要依赖于

其烧毁系统。 除了烧毁外，通过订阅累积资

金还会用于吸引新用户，奖励活跃用户以及

开发新的解决方案，从而能使参与到其中的

每个人相互受益。 

 

 
 

跨链 

 
由于不同的区块链提供不同的功能，因此

我们的项目决定启用跨链交换， 以促进

NWC在DeFi协议和去中心化交易所中的采

用，并使其可用于更广泛的用户群。 这一

功能通过将NWC代币锁定在一条链上的智

能合约中，同时在目标链上铸造相应的代

币来完成。 

 

 

 

 

 

 

想要获得并使用Newscrypto平台提供的信息，用户

性需要按月或者按年支付会员费用。 

 
另一方面，平台以及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将收到

NWC代币的形式的费用支付其相应款项或收益。

这意味着为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以及使NWC代币

的价值最大化符合公司的核心利益。 

 

代币烧毁 

代币烧毁使代币开发系统的核心。 通过代币烧毁

系统，平台通过整个生态系统收到的NWC代币形

式的会员费用的20%会被永久的烧毁。 通过代币

烧毁流程，NWC代币的总供应量会下降，这能够

让代币的价值有机的成长，并使每一位投资人以

及持币用户受益。当我们的会员总量达到100万

时，公司会处置所有的剩余代币。 

 

 

 

 

 

 

 

 
 

由于不同版本的代币是通过智能合约链接的，因

此可以随时将一个版本互换为另一个版本。 

 
因为恒星链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低的交易手续费

用，因此我们选择了恒星链来作为我们的原生区

块链。 

 
以太坊，在另一方面，它也是绝大多数DeFi 项目

的根基，并且它在这一领域还在不断变得更加流

行。币安智能链相对较新，它致力于为各种去中

心化金融项目提供交易快速，费用低廉并且可靠

的区块链。 通过与以太坊的可交互性，它能够随

着DeFi协议的增长获得越来越多的采用。 

 
NWC代币的最大供应量为2.8亿枚，其总供应量

会通过烧毁机制不断减少。 总供应分布在三条

不同的区块链上：恒星链，以太坊，币安智能

链。 

 
 

优势 

 
相比其他加密平台，Newscrypto提供了相对成熟

的产品，这款产品具备更加高级的系统，使用费

用更加低廉，并且为用户免费提供许多重要的工

具以及教育课程。 对于投资者及交易用户而

言，Newscrypto的全天候在线操作系统是他们获

取信息的首选。 

 

 

平台优势 

- 具备所有加密市场相关信息的即用型解决方案 

- 能够访问由世界顶级交易用户制作的预定义图

表 

- 包含了加密市场中的实时指示器 

- 一个让您能够获取免费代币并且与全球用户进

行交互的地方 

- 远比其他竞品更加便宜 

- 由加密领域中具备最佳结构的生态系统运行 

 

5千万枚代币铸造在以太坊链上以及5百万枚

代币铸造在币安智能链上。因此，Newscrypto 

团队将在恒星链上烧毁55,000,000个代币来维

持最大供应。代币可以随时以1：1：1的比例

在不同的链之间互换，随着这三种协议的发

布，此功能将在官方Newscrypto网站上提供。

绝大多数公司的资金都在恒星链上，而代币烧

毁也会在恒星链上进行。 

 

 

 

 

 

 

 

 

 

 

 

 

代币优势 
 

- 没有外部资金 

- 能够支持实现平台的各项功能 

- 自动烧毁系统 

- 已上线值得信赖的交易所 

- 极快的交易速度，极低的交易费用 

- 搭建在安全的区块链之上 

- 能够通过通缩机制有机增长 



NEW生态系统 
路线图 

 
 

 

 

NWC代币是整个Newscrypto生态系统的基

础。 如果用户想要使用平台的高级服务以及

指示器（能够提供重要的市场信息），那么

他们需要支付Newscrypto唯一的指定货币

NWC代币才能访问这些功能。 不过NWC代

币只发行了2.8亿枚。 

 
20%的平台会员费的代币会被烧毁，从而能

够让代币有机的生长。 10%的代币将会通过

不同的社区活动奖励给社区用户，例如预测

奖励以及社交媒体任务等。40%的会员费用

用于平台的发展，因此平台能够不断成长，

并且整个团队能够为Newscrypto成员提供更

多的知识，市场洞见。 30%的会员费用比例

用于市场推广，获取新用户并建立社区，从

而使NWC代币实现有机增长。 

 
Newscrypto.io是目前最先进的加密平台，能

够为交易用户提供包括，信息，知识和信心

在内的一切所需之物。 

我们的平台为那些想要掌握加密货币市场以及达到

新的财务高度的用户而创建。 

 
Newscrypto的特别编译指示器能够为您识别并指示

任何不稳定的市场因素，从而让您对一切都了如指

掌。 该平台将监视主要法币通道的存款和取款， 

交易所上的大笔资金变动等，以控制鲸鱼行为等等。 

 
首先，我们需要提高新会员的知识水平并带他们

入门。 Newscrypto学院板块由最有经验的行业专

家传授行业必备知识。整个学院板块旨在满足所

有从初级到专家级交易员的学习需求，为真实交

易做准备。 

 
Newscrypto的内容及信息涵盖范围比目前任何其

他平台都要广泛。 Newscrypto提供更加便宜的服

务价格，使所有人都能够访问我们的服务。 

 

 

谢谢您 
 

 

 

 

加入NewsCrypto社区 

www.newscrypto.io 

Newscrypto，规划加密交易的未来。

我们与您同行 

Q2/2018 概念发布 

Q4/2018 深度市场调研 

Q1/2019 MVP发布 

Q2/2019 加密社区建立 

Q4/2019 交易所上市 

Q1/2020 用户奖励系统发布新的平台工具和指标 

Q2/2020 NWC代币发布支付模块平台钱包集成 

Q3/2020 Newscrypto广告服务Newscrypto视频教学发布，指标功能更新 

Q4/2020 移动端APP发布Newscrypto情绪指示器 

Q1/2021 交易展示平台质押选项发布新的平台工具和指标 

Q2/2021 私聊集成 

Q3/2021 Newscrypto及交易机器人。 与顶尖教育机构展开合作 

Q4/2021 AI价格预测 

Q1/2022 平台用户交互选项发布新的平台工具和指标 

Q2/2022 交易课程实时视频升级鲸鱼警告指示器 

Q3/2022 影子交易Messenger价格预警 

Q4/2022 虚拟交易支持社区预测板块2.0 

Q1/2023 为加密项目提供金融服务新的平台工具以及指示器发布 

http://www.newscrypto.io/


 

 

 

 

 

 

 

 

 

 

 

 
 

    

 

 

 

 

 

 

 

 

 

 

 

 

 

 

 

 

 

 

 

 

 

 

 

 

 

 

 

 

 

 

 

 

推特 Instagram 
 

电报 领英 
 

脸书 YouTube 

https://twitter.com/NwcPublic
https://www.instagram.com/newscrypto.io/
https://t.me/NWC_Public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ewscrypto-io/
https://www.facebook.com/Newscrypto.io/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abd_t4bGdt8DCyzk9UDdw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