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ato DAO (Minato Kanji) 是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该项目由持有治理代币
MNTO的Shibatoshi Nakamoto和世界各地的Minato Army管理。MNTO持有人在科
学治理系统上通过使用POC（PROOF OF COMMUNITY）来管理Minato协议，过程
涉及执行投票和治理投票。MNTO确保治理系统的稳定性、透明度、效率和可问

责性。

https://twitter.com/Minato_Kanji

https://t.me/MINATOKANJI www.minatodao.com

https://twitter.com/Minato_Kanji
https://t.me/MINATOKANJI
http://www.minatodao.com/


什么是Web 3.0?

语义网

在网络中应用语义学，帮助机器分析数据解码语句意义和情感。在增强的数
据连通驱动下互联网用户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

人工智能
Web 3.0计算机将人工智能与自然语言处理相结合，可以像人类一样理解信
息，从而更快地获取到更相关的结果。不断智能化的发展，以满足用户的需
求

三维图形
三维设计广泛应用于Web 3.0的网站和服务。计算机游戏、电子商务、地理
环境等都是使用三维图形实例。

连接性
随着Web 3.0的发展，信息通过语义元数据（语义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扩展信息圈，这将用户的连接性体验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无处不在
指可随时随地使用。换句话说，无所不在。通过Web 3.0可在多个应用程序
访问内容，每个设备都联网，而且可随时随地使用服务。

简介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可持续扩展的数据记录块。根据一个共识程序创建新区块，并使用加密程序附加到现
有的链上。各个区块之间通过随机散列(也称哈希算法)的加密程序实现链接，后一个区块包含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一个区块与一个区块相继接续，形成的结果就叫区块链。

区块链可记录和分发数字信息，但不能编辑。这样一来，区块链就是不可改变的账本的基础，或不能被改变、删
除或破坏的交易记录。这就是为什么区块链也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DLT）。

什么是区块链？

区块链技术的优点
• 消除人类的验证参与，提高准确性
• 消除第三方验证，减少成本
• 去中心化，不易个体被操控
• 交易安全、私密、高效
• 技术透明
• 为政府不稳定或不发达国家的公民提供了一个银行替代方案和保障个人信息的方法



什么是 VR/AR?

“虚拟现实”（VR）是一个数字化的人工世界，在
特殊软件和硬件的帮助下，创造出的有形世界，
通过VR头盔，用户可以360度体验虚拟世界，用
可以沉浸在人工世界中。

相比之下，"增强现实"（AR）意味着数字和模拟
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眼镜，
有时也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



什么是元宇宙（Metaverse）?
Web 3.0

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元宇宙

元宇宙（metaverse）是一个集体的虚拟空间，它是
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空间（虚拟
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和。

metaverse这个词是由前缀meta（意为 "超越"）和
universe组成；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互联网未来迭代
的概念，它由持久的、共享的、三维虚拟空间组成，
连接成一个可感知的虚拟宇宙。与此相反，大型多人
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由一个单一的世界组成。在元宇宙
中，用户也可以塑造这世界，并在那里 "生活、学习
、工作"。



你必须把它想象成一个完全独立的虚拟世界。每个参与这里的人都有一个数
字化的自我。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头像是什么样子。

然后各种虚拟房间：游戏、会议场所、音乐厅、大会、会议室、购物中心。
放飞想象力，这里应有尽有。

用户可以在这些虚拟房间里见面，交流沟通，倾听或观看活动。虚拟工作会
议也是可能的。

你也能购买和拥有虚拟的东西：土地、房屋、艺术品等。

所有这些都建好了，就像Fortnite或Roblox这样的游戏世界中，但在元宇宙中
都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真正的虚拟--而且所有东西
都是相互联系的。

参与到这样一个虚拟世界需要什么？

首先需要创建这些虚拟空间。这不是一件小事，需要各方的努力。Facebook

小组已经有了：之后会有用于聊天和工作的虚拟会议场所。要参与，则需要
技术设备。

一般来说，用户需要戴上VR眼镜。戴上后，你就不能再听到或看到你周围的
真实环境，而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全方位的感官沉浸。如果你向左看，
你也会在虚拟空间中向左看。

你可以抓起和放下虚拟物体，有时甚至可以在虚拟空间中移动。用户不仅需
要VR眼镜，还需要一台相对强大的电脑和一个高网速链接。因此，需要大量
的技术努力，不仅需要Face-book（别名Meta）的努力，也需要用户的努力。



当今痛点

投资人 中心化网络 开发者 常规付款



解决方案

相关联的区块链 减少欺诈 新一代钱包 恢复节点

全透明 超低费用 去中心化网络 加密币支付



什么是Minato Dao协议?

社区证明（PROOF OF COMMUNITY）的概念，是可持续
发展驱动的，以实用性为重点，完全去中心化的。其目的
是增加经济活动，为全球文明提供发展机会，并缓解世界
边缘人口所面临的经济限制。

Minato旨在创建一个完全分散的钱包、交易所、DAPP和
多元宇宙。包括下注投资、养殖、游戏和更多。我们把社
区和实用性为主导加密货币空间作为事业。

道治（Dao Governance）

Minato由社区用户提供动力和治理，把控制决策交给充满
活力的社区。MNTO是DAO治理代币，代币持有人对
Minato的未来有投票权。社区使用民主框架管理，并不断
推动发展，民主框架指治理门户、论坛和社区言论。



实用示例

Minato代币
一个具有PURPOSE功能的代币可以作为许多去中心化应
用的重要交换媒介。MNTO的潜在市场的起始范围就是
区块链行业，未来无限可期，可延伸到了其他资本市场
。

Minato钱包
即将推出。用MNTO进行简单、安全、快速的交易，小费(gas fees)
低廉。钱包是参与DeFi生态系统的基础，是提供可用性和安全性
的重要工具。

Minato多元宇宙
Minato计划购买多个Metaverse土地和空间，以创建一个多元宇
宙，在这里，企业可以与社区和客户在各领域（游戏、电子商务
、娱乐、NFT等）进行合作。无尽的可能就在眼前。

Minato交易所
释放未来的潜力，在这里，商业可以无需金融中介机构的参与下
启航。我们不收集个人数据，保证隐私和安全。
支持350多种资产的存储和交易。
甚至可以在我们这里存储NFT。
用信用卡和银行账户买卖加密货币。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Minato NFTs
由专业的日本艺术家设计的NFT。我们有前所未闻的宏大NFT计划
! 即将揭晓更多信息，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原创的!

Minato商家服务
加密货币愈发流行，企业也从中看到了商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投资和交易这些数字加密币。加密币作为付款方式的需求也将增
加。我们提供快速、简单和可靠的商家服务，而不是老式的POS
系统。



• 审计和充分了解客户（KYC）
• 部署Minato DAO代币
• 部署DAPP
• 发放NFT

• 第一版网站发布
• 第一版路线图发布
• 创建一个国际名称
• 社会媒体渠道
• 在Telegram上开设国际小组
• 建立社区
• 宣传视频
• 开始Metaverse的规划阶段
• 与潜在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商讨
代币预售事宜

• 网站/DAPP UI/UX更新
• 多重元宇宙开发和Beta测试

• 在DEX和CEX上市
• 收购更多的元宇宙土地
• 更多合作伙伴/名人合作NFT空投

• 启动多重元宇宙主网
• MNTO钱包
• Minato交易所
• 商家服务
• 支持Solana,Tezos 以及OKX

2022

第一季
度

2022

第二季
度

2022

第三季
度

2022

第四季
度

2023

发展路线图

路线图可能会有变化。我们秉承说得少，做得多的原则。



信息

代币信息/联系方式

• 标志: MNTO
• 初始供应量: 1,000,000
• ICO预售: April 8th – May 8th

• 代币发布日期: 待定
• 起始市值: $10m

• Email: joinus@minatodao.com
• Link Tree: https://linktr.ee/MinatoKanji

代币地址

• Pre-Migration Shiba22 Contract: 0x768b88c10e24b8947398734aee37f376c6ecce97
• BSC Token Contract: TBC
• Polygon Token Contract: 0x4c9f66b2806538cf00ef596e09fb05bcb0d17dc8

• ETH Token Contract: 0x97a9bac06f90940bCe9CAeC2b880ff17707519e4
• Creator/Owner: 0x4a7016c0B1edb6e3A28038b361cB59F1f0592D02
• LP wallet: 0x292C22615d231a4a812Df78fdB8701b354781Aed
• Pre-Sale Wallet: 0xC8D7B847F4F75CfEe8C4cFdd84B076D91644cB59
• Airdrop Wallet: 0x3109205af5123681aAb502413B4AeAD3AA13B335
• Team Wallet: 0x7531A7024CDd4cA1E6064Df6E9d51770C71381DC
• Research & Development: 0xFa7061b085767D132C275cFC5e46595B21517a08
• Product Development Wallet: 0x3e2e9daF0444f09d0e6B72e3f543809b34624361
• Marketing Wallet: 0x3A2c7011f55cc4E1D588B34Bc4CB9182c85dA02e

mailto:joinus@minatodao.com
https://linktr.ee/MinatoKanji


代币发售

MINATO代币将在Ethereum, BNB链和Polygon链上跨链发售

预售开始：2022年4月8日（ GMT 上午9:00）
预售结束：2022年5月8日( GMT 上午11:00)
出售数量：100,000 MNTO （10%）
起售价格：最低$10
交易金额：$100

可接受货币
1500多种货币资产
包括：ETH, BNB, MATIC, BTC, LTC, USDC, USDT

30%
研究和发展

10%
预售

5%
市场营销

30%
LP 钱包
（60%Eth，30%BSC，10%Matic）

15%
团队

10%
空投

购买税 销售税

0% 0%

※合理供应团队发展，保证路线图中其他产业链的发展
可能会因多种因素而发生变化



价值观

透明度

由社区驱动的强大的、可
长期存在的项目。我们鼓

励公开交流，并相信在我
们为所有人建立这个新世
界的过程中，引导各位成

员进入透明状态。

信任

信任是社区中最有价值的
东西，而透明度意味着每
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包括第三方审计的可信
度--Minato将为其担保！

社区

努力让加密货币世界成为
一个更受欢迎的地方。将

各地的社区聚集在一起，
为值得期待的光明未来贡
献我们的技能和想法! 携手

才能更强大。
社区就是一切!

可持续性

Minato将一直存在。本团队
为生态系统和基础制定了长
期发展战略，将推动真实案
例，增加回报，绝非临时起
意，我们致力于持久积极的
变化，实现Minatos对更美

好未来的愿景!



团队成员

首席执行官

Shibatoshi Nakamoto

首席运营官

Yom Sengor

业务主管

Don Hoang

法律事务官员

David Cohen

首席财务官

Irene Li

社区经理

Riena May

首席市场营销官

Matt Minato

办公室主任

Noel

首席技术官

Doki Minato

数字NFT艺术家

Yuri Miyoshi



Phunware

Pancakeswap

Fairmarket

Exchange
MC Capital 

Ventures

SubVegan

Rubic DEX

Prestige MarketingMedaware

Solutions

The Sandbox Bandai Namco

T.Club USA

BSC/BinanceMetaMask Trust Wallet Coinbase Wallet

合作伙伴

Aether City

Crypto Voxels

Light Gaming PCs



品牌大使

Kazuki TakahashiItsuki UrataMitsuo Yamada Karim Rossi

Jessie Vargas Mark Mugen Jelena Mrdjenovich

Ryan Williams

Yuki Aizu 



https://twitter.com/Minato_Kanji

https://t.me/MINATOKANJ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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