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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项目

项目概述

WowPerson 直播服务允许明星与粉丝创建付费的直播并通过他们的观众获利。

粉丝提交他们的问题或话题，并为与明星聊天的机会付费。

任何参加的人都可以在直播期间被明星选中。选中的粉丝将显示在直播屏幕的后半部分，并且能

够亲自提出他们的问题或按照给定主题进行对话。

问题是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过去很有名的但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受欢迎的人。比如，歌手、音乐家、运动员、演

员、导演、教练等等。然而，他们还是有很多粉丝。他们广为人知、受人喜爱、受人钦佩，但他们

几乎不会被邀请参加一流的晚间表演和活动。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拥有数十万和数百万

粉丝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账户。

还有另一群明星——拥有数百万订阅者的年轻 抖音和 Instagram 的博主。所有这些人都想从中
受益，特别是如果他们可以同时玩得开心。

鉴于有很多粉丝想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偶像聊天，Wow Person!制作了一个在线节目，在此过程
中，他将粉丝与明星的交流转化为后者的金钱奖励。

项目如何解决该问题

一位明星在该平台中注册并邀请他的粉丝加入未来的直播。直播的主人会为每个问题或话题定一

个最低出价。那些想与明星交流的人需要通过支付不低于最低价格的任何费用就可以发送他们的

问题或话题。

其他用户可以对问题和对话主题进行投票。.如果他们也对这个问题或主题感兴趣，他们可以贡献
额外的金额。

明星可以在直播过程中选择任何问题，不一定是最昂贵的问题，问题的作者将会连上到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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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将按出价最高的问题进行排序，价格越高的问题就越有可能被选中。这将激励渴望与

偶像聊天的用户支付更多费用。在直播过程中，明星可以与任意数量的粉丝交流，直播时间和问

题数量不限。

用户为什么会感兴趣

与您的偶像交流会让你快乐，许多人认为与过去和现在的明星交流是一种荣幸，可以直接学习一

些东西，亲自征求意见，与对他的工作和其他事情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人度过愉快的时光.

这样，参加直播的用户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分享直播的录音，在朋友和其他订阅者之间创造一种

WOW的效果。

明星为什么需要该项目

许多明星经常会在 Instagram、Facebook 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如果他们想引起人们对某事的
关注，或者只是为了好玩。

他们还需要在社交媒体上保持与粉丝互动以建立他们的受众。

Wow Person!允许从这种在线互动的过程收益，将它变成一种演出并使与粉丝的交流变得有趣，
为明星带来额外的收入。

为什么此项目会盈利

该项目会从粉丝为参加直播而支付的金额中分得一杯羹。

明星可以通过 NFT 拍卖出售物品、照片等。在直播过程中，热情的氛围会增加粉丝亲自向偶像购
买此类物品的欲望。该项目从拍卖交易中收取佣金。

项目的主要特点

● 粉丝有机会与偶像现场聊天，提出有趣的问题和话题，并且他们有机会付钱后进入直播亲

自提问或讨论。

● 其他用户可以为有趣的问题和话题投票，增加明星奖励。

● 明星通过与观众愉快地度过时间来收益。

● 对于明星，可以在直播期间连上第二个人（朋友、亲戚、合作伙伴）或专业主持人。并通过

从列表中偶尔选择粉丝跟他们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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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直播的用户会自动收到一个文件，其中包含他们与明星交流的视频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一

键在他们的社交网络上分享它，这将为整个项目带来更快的传播。

● Wow Person！的团队还将偶尔举办由几位明星和一位专业主持人参与的在线节目，通常
会致力于重大事件 - 音乐专辑的发布，电影的首播，体育比赛的胜利等，连接最有趣的粉
丝。

●
整个项目将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代币化。这将允许开发自己的代币用于内部运营，并吸引

加密社区对项目开发和参与的关注。

● NFT 拍卖将增加节目的货币化，并允许粉丝直接从明星那里购买物品和数字产品

项目的现实意义

WowPerson 是一个与明星交流的在线平台，普通用户可以在这里与他的偶像或者他感兴趣的人
聊天。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发展导致在线娱乐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现在有机会订阅他们最喜欢的

明星的帐户、阅读他们的帖子、查看照片和视频以及写评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不看电视了，而

看在线直播，成为明星的粉丝。反过来，明星会考虑如何在这方面赚钱。通常，参加任何电视节

目都不会转到很多钱，而只是作为某个活动的宣传。粉丝与自己喜欢的明星没有直接接触，只能

是旁观者。

演员、歌手、运动员、抖音 和 Instagram 上受欢迎的人以及各自领域的各种专业人士都知道他们
的价值和时间的价值，并且也在寻找将他们的人气货币化的方法。

由于与 COVID-19 相关的 2019-2021 年流行病危机，许多人无法上剧院舞台、音乐会和电影院，
许多项目被停止。人们无法完成工作，这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收入。这将粉丝带到了在线网络与他

们的偶像交流。虽然互联网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地方，但要在快速发展的在线技术领域通过您的

专业精神获利并不容易。

有人通过在社交网络的页面上做广告、进行在线课程、接受捐款来宣传自己和他们的活动。但这

一切都是暂时的，需要大量的工作来寻找新的想法和话题，这些想法和话题可能并不总是“吸引”
观众并带来收入。

WowPerson 是一个同时解决所有相关方的几个“痛点”的项目。它旨在增加明星的直接货币化，并
为粉丝带来难忘的情感。

对当红人的才华的粉丝和鉴赏家，WowPerson给他们带来以直播形式与观众直接向您的偶像询
问感兴趣的问题的机会，这意味着互动参与并会满足双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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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功能描述

WowPerson 计划吸引不同年龄和不同专业的用户，提供最大的受众覆盖。我们都喜欢听音乐或
看电影，喜欢看运动成绩或看书，喜欢参加各种课程，喜欢关注热门博主，喜欢看有趣的主持人的

节目。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与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教育或有用技能的人交流会很有趣。

在 WowPerson 项目的第一阶段，将创建一个网站，该网站也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用于я
直播。此外，将在 Android 和 IOS 平台上开发一个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具有直观和简单的界面
，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轻松使用。用户将需要通过社交网络中的现有个人资料进行简单的注册

或登录。用户将看到其他人对即将到来的明星的问题，并且还可以添加任何感兴趣的问题。对于

问题，用户将能够使用代币进行投票，代币将在使用信用卡或其他可用支付工具补充余额后记入

平台的个人账户。

该项目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用户能够为自己的问题投票，从而增加了登顶的机会。一个问题的投票

（代币）越多（1 票 = 1 个代币），名人就越有可能从列表中选择它并回答。

明星也需要进行简单的注册。明星宣布直播的日期和时间。

用户为所选问题支付的资金，不包括平台佣金，将转给名人。

如果问题在直播当中没有被选择，那么投票用户的资金将以代币的形式退还到他们的钱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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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星的直播之前，将创建用于 NFT 拍卖的特殊商品。例如，可以是偶像的亲笔签名婚纱照、个
性化的手链或吊坠、明星签名的帽子或其他有趣的纪念品。对于用户来说，这将是额外的兴趣，

对于名人 - 额外的收入。

持有一定数量代币的人将能够通过抽奖或随机选择获得独特的奖品，其中包括受邀参加特别的年

度名人派对、与明星的私人晚宴等等。

为了提高用户的兴趣和满意度，计划增加奖品、竞赛、彩票和拍卖的种类，取决于哪位明星来进

行直播。

明星选题所得收益将分配如下：

- 75% 将通过我们公司的银行转账明星账号，

- 25% 的收入是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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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概况

几年前，我们喜欢看电视、听广播、线下阅读报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转

向线上，并且在越来越多享受这里，因为互联网上的娱乐内容的使用没有限制。 YouTube、
Instagram 等大型市场对明星提供了通过网络研讨会和捐赠将他们的才能货币化的机制。

据统计，访问量最大的直播是：

53% 游戏

40%明星和著名博主

35% 电视节目和直播

最受欢迎的直播平台是 Instagram、YouTube、Tik-Tok、Twitch。他们还拥有录制视频、回复评
论、创建课程等流行媒体人士的账户。但 WowPerson 与这些服务的主要区别在于，粉丝与所选
明星之间可以通过付费参与直接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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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wPerson Bigo Live Cameo Twitch

Fans can pay to talk
with celebrity

+ - + -

Connect more than
two people

+ + - +

Viewers can watch
live

+ + + +

Live stream time is
not limited by amount
of payment

+ + + +

Receive a video file
split by participant

+ - - -

Sell/Buy Celebrity
merchandise

+ - - -

Sell/Buy NFTs + - - -

Virtual selfie + - - -

Quizzes and contests + - - -

Tokenize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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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分析

由于在 WowPerson 项目实施的第一阶段我们将使用直播网站，我们将考虑这个领域的全球趋
势。在最广泛意义上“直播”（streaming）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直播。直播是当今最受欢迎的娱乐活
动之一。

该领域的真正突破来自于疫情自我隔离的那一段时间。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数十亿人被隔离在

家中并寻找任何可用的娱乐方式 - 因此，在线直播和直播平台的普及迅速增加。全球 OTT 市场从
2019 年的 1041.1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613.7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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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直播平台订阅量增长 26%，达到 11 亿美元。2020 年直播市场总规模达到 688 亿美元，
增长 23%，2019 年这一数字为 472 亿美元。根据美国电影协会报告的数据，电影网站的日益普
及是明星自身日益普及的直接来源。这导致许多用户更渴望与他们的偶像交流，表达对他们的尊

重并感到快乐。

美国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到 2020 年底，直播网站订阅用户达到 3.086 亿，比 2019 年增长
32%。网络娱乐收入增长 21% 至 300 亿美元。

Allied Market Research 预测

根据 Allied Market Research 的一项研究，到 2025 年，全球 OTT 市场将达到 3325.2 亿美元，这
意味着在预测期内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为 16.7%。

市场增长因素包括发展中国家对 OTT 和 SVOD 服务的需求增加、内容种类的扩大、直播渠道的
日益普及以及 OTT 技术的发展。然而，市场增长受到缺乏数据网络基础设施和延迟问题的限制。

OTT 行业收入排名前五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和德国。

根据这些研究，我们公司正在美国市场和其他英语国家推出 WowPerson 项目。第二阶段将进入
东南亚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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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选领域缺乏具有相同商业模式的直接竞争对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用户数量的不断

增长以及进入世界主要市场等因素，我们预计 WowPerson 项目将迅速实施，传播，用户兴趣高，
因此，高利润和快速发展。

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该项目将盈利并进入直播平台前十？

如上所述，在现代条件下，对视频内容的需求和直播平台的消费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增

长。领导者是那些可以创建和发布有趣内容的服务，从而留住用户。

粉丝对明星的兴趣一直很自然。但是明星有和粉丝交流的动力吗？如上所述，继续在媒体上的存

在很重要，任何“火”的材料，包括帖子和视频，都有助于他们保持知名度。收入呢？

我们来看看 Cameo 视频明信片平台。明星给他们的粉丝录制个人短视频而获得 20 到 1000 美元
的报酬会不会很感兴趣？然而，4 年多来，该平台吸引了来自演艺界和体育界的 4 万名人，进而
吸引了数百万的平台订阅者。 “在疫情期间，对公司服务的需求猛增，不再提供常规的线下问候。
Cameo 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大约 80% 的视频是作为礼物送给其他人的。 2020 年，通过 Cameo
订购了 130 万条视频。这超过了公司四年的历史。”

WowPerson 平台是一种全新的利用明星人气获利的方法。

商业模式

进入美国市场第一年的估计数据。

首年平台明星数：1000

平均而言，每位名人在其社交网络上拥有 1,000,000 名观众。

预计会有10%的人来我们平台，也就是1亿人。考虑到粉丝的非唯一性（几个明星可能有共
同的粉丝，预计平台注册人数为1/3，即3000万人。

假设一位名人每周会直播一次，持续 1 小时。一个小时内，他可以与10位粉丝面对面交流
，每人5分钟。

Cameo 上的一分钟视频的成本从 20 美元到 1000 美元不等，我们以 100 美元为例。但录
制的视频并不是与粉丝的直接互动，互动视频流的情感效果要强得多，因此，我们以一位粉
丝与明星交流的150美元来计算。

在一个 1 小时的直播中，资金周转率为 1500 美元，每月 6000 美元。

如果有 1000 位明星直播，那么每月的营业额将是 6,000,000 美元。

鉴于 Cameo的经历，仅在美国市场就吸引了 4万明星，以及我们扩展到人口更多、粉丝与
偶像交流的愿望甚至高于西方国家的中国，我们预计直播和付费用户的数量将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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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将通过 NFT 代币的创建和销售、直播中名人商品的交易获得额外收入。

该平台将通过 NFT 代币的创建和销售、直播中名人商品的交易获得额外收入。

13



技术部分

财务和技术部分

WowPerson 的财务部分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币安智能链或 BEP-20 网络。

提议的解决方案结合了两种技术（币安链和币安智能链）中的精华。快速出块时间和低交易成本

对于现在可以以更低费用更快地转移资产的用户来说是重要的好处。对于开发人员来说，好处是

与 EVM 的软件兼容性和原生跨链通信。

币安智能链的独特之处有以下几个原因：

1. 独立的区块链，保障用户和开发者的安全。

2. 与EVM兼容，将支持所有现有的以太坊工具，以及加速和降低交易成本。

3. 与两条链的内置互操作性将允许区块链之间的通信并扩展需要快速可靠的用户交互的 dApp
应用程序。

4. 具有共识的链上治理 权益证明权威，拥有 21 个交易验证者，确保去中心化并增加社区参与
度。

5. Binance Smart Chain 区块链专为可扩展性而设计，因此提供有竞争力的费用和其他好处。

因此，WowPerson 网站上的所有交易都是透明且安全的。

进行直播技术

对于视频传输过程中的缩放和负载均衡，我们使用了蚂蚁传媒提供的最先进的技术和标准的

WebRTC。该软件的优点：

● 0.5 秒端到端延迟

● 集群支持扩展

● 自适应比特率

● 硬件编码（GPU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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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MP & WebRTC 摄取

● WebRTC & HLS & RTMP 播放

为了实施视频服务和整个平台，我们使用来自公认的市场领导者 Hertzer 和 OHS 的服务器和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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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结构及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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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应量： 初始代币供

应量：

初始自筹资金 初始市值： 初始估值：

7亿 7000万 7,350,000 美元 1,225,000 美元 15,000,000 美元

Token price Initial Token Raised

种子： $0,35 3,500.000 $1,225,000

私人的： $0,50 7,000.000 $3,500.000

上市： $0,75 3,500.000 $2,625.000

WOWP代币

总共计划发行7亿个代币。

5%的种子投资。

10%的封闭投资回合。

5% IDO 投资，公开。

15% 留给创始人，冻结一年

15% 是由顾问、营销人员占。

50% 的生态系统和奖励。

生态系统代币旨直接在 WowPerson 平台内使用，任何想要参与与明星视频聊天的人都可以在他
们的个人账户中购买代币。

代币是作为当地货币创建的，将以 1 个代币 = 1 美元的价格出售。

代币将用作在线节目、NFT 彩票和其他促销活动（如年度明星派对和公司私人晚宴）的投票方式。

17



参与者将根据他们在 WowPerson 系统中钱包中的代币数量分为几组：

第一组参与者，钱包中的代币数量为 1 到 1000 个代币。

这是将积极参与视频聊天并为对明星的问题投票的主要社区。

第二组参与者 +

这是一类用户，他们将 1001 个代币存储在钱包中一段时间  ，这些代币将被智能合约冻结。此类
用户将有年度抽奖机会，获得与明星一起参加派对的权利，以及与明星共进晚餐的权利。此外，还

会有许多有趣的活动和促销活动。

因此，该项目不仅鼓励积极使用代币，还鼓励将其存储起来，有机会以与名人真实交流的形式获

得有趣的奖励等等。

为了方便，用户不仅可以在平台上购买代币，还可以在 WowPerson 平台内自行决定转移代币。

Non-Fungible Tokens (NFT)

将在我们的平台上创建一个电子商店，用于在 BSC 上创建和管理 NFT。平台用户可以在这里购
买、出售、交换明星的独特的、实体的和电子的东西。

不可替代的代币——一种对财产专有所有权的保证，将用于接收明星的特殊礼物和奖品。例如明
星亲自签名的个人照片、个人物品、配饰和其他有价值的奖品。

BEP-721 (ERC-721) 标准的币安智能链将用于创建 NFT 代币。 NFT代币将记入WowPerson平
台用户的钱包；未来，NFT代币可以从平台里提取。

WowPerson 平台代币承载了实用代币的理念。

- 购买代币时，您了解它不是证券或投资工具，因此，您同意保护项目和团队免受因购买代币而可
能产生的任何损失和税费。

- 购买代币时，您了解项目团队“按原样”提供代币，并且没有义务提供除上述之外的支持。

- 代币销售将以 1 代币 = 1 美元的固定价格进行；

- 代币权利的转移发生在平台内；项目和团队不负责平台外代币发生的事情。

18



- WowPerson代币只能用于参与项目投票、竞标和参与NFT拍卖，获得平台明星奖品；

- 购买代币时，不能期望获得经济利益，因为这不是发行代币的目的；

- 发行代币是为了加快平台上的透明结算并为所有用户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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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团队介绍

Eugene Makarenko
Founder & CEO
IMDb LinkedIn

Nikolai Li
Co-founder & CAO

LinkedIn

Roman Zaharov
Co-founder & CTO

LinkedIn

Eugene Zakharov
Front End Developer

Alex Scherbakov
Program Developer

Michael Solodovnikov
Graphic Designer

Kate Zhebeleva
Marketer

Lucie Souille
Regional Marketing

Victor Oleksiovets
Video Effect Artist

Max Sorokin
Digital Event Organizer

Liam Shotwell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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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eugenemakar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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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roman-zaharov-b763b222b/


Gennadiy Kotlyarchuk
Hollywood Partner

Instagram
Producer and Celebrity photographer in Hollywood. Participant, consultant and organizer of reality shows

in the US. Organizer and author of the projects in the entertainment sphere and VIP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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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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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我们的世界正在迅速发展。技术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生活和几年前不一样了。而曾经对我们来

说似乎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正在成为现实。我们甚至无法梦想与我们最喜欢的演员、歌手、运动

员交谈，只能在电视屏幕和电影院观看他们。今天，WowPerson 项目给了人们这种机会。它为世
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了一个实时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钦佩并亲自询问他们的偶像，甚至可

以收到纪念品作为礼物或与明星共进晚餐。

在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中无法看到的明星现在只需在 WowPerson 平台上单击即可。

Instagram、Tiktok、Clubhouse、Only Fans 和 Cameo 等应用程序越来越受欢迎，这表明 Wow
Person 项目有着光明的未来。对于明星来说，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与他们的粉丝更亲近的机会，增
加他们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并通过他们的名气获利。

WowPerson 项目是一种将他们的名声货币化的全新形式。

与明星交流平台的想法在新现实中显得尤为重要，即：社交距离和对交流的需求增加。人们此时

此地需要一种实时的交流方式。尤其是当你的对话者是你的偶像时。多亏了这个项目，明星和粉

丝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平台用户可以看到他们的偶像就是宅在家里、回答问题、开玩笑、参与热

门挑战的同一个人。 WowPerson 项目是粉丝和偶像无缝交流的新方式。

项目目标受众：明星粉丝，全球亿万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财富的人群。

该项目的目标是把平台上最有才华和最受欢迎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像磁铁一样，将活跃的观

众吸引到平台上。

风险因素：许多名人从根本上反对在网络中干扰他们的生活和与公众的交流。世界级的明星参与

一个新项目并不是那么容易吸引的。而且，直播期间总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有权与明星一起

播出的粉丝有可能会做出不当或咄咄逼人的行为。这肯定会受到监管，但有时这样的时刻会渗透

到媒体和社交网络中。但在很多情况下，丑闻会使该项目更加受欢迎，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访问

WowPerson 网站。

该项目具有创新性和可扩展性，我们期望 WowPerson 平台的快速分发并吸引用户兴趣，并因此
获得高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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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请仔细阅读此免责声明和风险部分。如果您对应采取之行动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法律、财务

或专业顾问。

本白皮书列出了 WowPerson 平台和 WOWP 代币的当前和未来发展计划。本白皮书仅提供信息
，并非未来意图的声明。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信息未经任何监管机构批准。本白皮书可随时修改、更

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本文中列出的产品和创新目前正在开发中，目前

尚未部署。在发布本白皮书时，核心贡献者和任何其他人不作任何的保证或陈述，包括关于成功

实现本白皮书中提到的技术、创新或任何其他活动的开发或实施，以及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

，特此否认法律或其他暗示的任何保证。

任何人都不得依赖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信息，以及从中得出的任何推论或与核心贡献者、承包商、

代表或本白皮书中描述的技术的任何交互。核心贡献者、承包商和代表在此不承担对侵权、合同

或其他方面的任何间接、后果性、特殊、附带或其他任何类型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收入、利润、

收入或数据）的任何责任，无论是否可预见，可能来自任何人根据与本白皮书、WowPerson 平台
中包含的内容相关的任何信息和意见，或与任何进一步查询相关的任何信息，尽管有任何疏忽、

默认或不小心的行为。

虽然已尽一切努力确保本白皮书中包含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所有陈述、意见、预测，无论是明

示的还是暗示的）的准确性，但我们不保证本白皮书中的信息是准确、完整或最新。白皮书还包含

外部资源的链接和引用，这些都是为了方便而提供的。访问任何链接网站的风险完全由您自行承

担，我们不认可或推荐任何链接网站上的任何材料或可从任何链接网站访问的任何材料。

由于多种风险因素，例如（但不限于）立法或法规的变化、技术发展的缺陷、公司行为、市场或行

业波动，本文中提到的计划和预测可能无法部分或全部实现，或无法获得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如

果立法或法规的变化使其在特定司法管辖区运营成为非法或商业上不可行，则本白皮书中描述的

部分或全部计划和/或技术可能无法交付或可能停止提供给某些司法管辖区的用户。

WOWP 将是一种多链代币，将在币安智能链上发行。因此，这些协议的功能由第三方控制，运行
这些协议的各方应对这些协议的任何故障或可能对 WOWP 产生负面影响的不利变化负责。其他
风险，例如多数算力攻击、双花攻击或量子计算的进步，可能会危及这些协议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进而危及 WOWP 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本白皮书不针对，也不打算分发给任何位于此类分发、发布、可用性或使用将违反适用的法律或

法规的任何州、国家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公民或居民。本白皮书不是任何形式的招股说明书或要

约文件，也不旨在构成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证券要约或证券投资招揽。本白皮书中包含的内容不应

被解释为专业的财务、税务、法律或商业建议，也不应被解释为任何类型的建议的规定。

合格性

i) 您至少年满 18 岁，并具有接受本协议的全部能力和权力。

ii) 您参与代币购买不构成违反任何适用法律；

iii) 您不是美国、英国政府或欧盟维护的任何制裁名单或同等名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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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您不位于代币购买的任何受限地点，也不是其公民或居民。

受限地点

日本、美国、中国、加拿大、古巴、伊朗、朝鲜、苏丹、叙利亚、巴基斯坦、委内瑞拉政府、克里米

亚或美国、和任何英国或欧盟对其实施货物禁运或实施类似规定的制裁的其他国家。

通过访问本文档，收件人承认他们已阅读并理解本免责声明并同意受本免责声明中规定的限制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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