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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Chain 是一种专门针对客户财务隐私的明确解决方案，同时

也是通向全球贷款的重要渠道。”

- LeadPoint 首席执行官 Marc Diana

特别感谢 LeadPoint 团队在确定宏观金融贷款市场的挑战以及确定客户和贷款人或投资者

面临的每日实际挑战方面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凸显当前商业模式中的缺陷（包括

自身缺陷）并提供见解方面提供了巨大帮助，以此 PrimeChain 可以制定其解决方案和市

场方法。

LeadPoint 成立于 2004 年，是美国一家市场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每年协助 700 多万次贷

款交易活动，包括抵押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 LeadPoint 拥有

一个导引销售交易平台 (leadpoint.com) 和一个面向用户的个人理财站点 (moneytips.com)，

旨在为企业和客户提供金融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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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今，客户和贷款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 我们用于收集、追踪、评估、存储并共

享个人身份信息 (PII) 的传统系统已严重受损。 若想修复该系统，需要付出的成本令人咂

舌。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现金和时间，还会带来极大的烦恼。

去年，Equifax 数据大量泄漏，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危险程度和紧迫性。 就

网络犯罪这一类行为而言，引发 1.5 亿美国人的信用档案和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现在，还

出现了多重身份窃取行为，这种现象将会持续数十年，或更长时间。

客户无法掌控自己的机密信息和财务生活，这也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同时借

款的难度和复杂性也给客户带来诸多困扰，就单个抵押贷款申请文件现在就可长达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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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人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未能避免传统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 Equifax 遭到黑客入侵

后的前六个月内，公司直接损失达 40 亿美元。与此同时，很多大型银行现在每年花费在

网络安全上的费用就高达 5 亿美元。 此外，随着全球经济日益繁荣2，即将出现数十亿的

潜在借款人，因此，处理客户贷款申请并确保其个人身份信息安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费

用也越来越高，这些都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刻阻碍产品创新和市场发展。 

本《白皮书》的作者正是 PrimeChain 的创始人，他们不会只对这些问题进行粗略地观

察。 Leadpoint 成立于 2004 年，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供借贷双方进行在线

交易的平台。 因此，公司能够清楚地预见数万亿美元消费金融市场3  长期存在的令人抓

狂的复杂性、低效率和不安全性。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拥有一套 称之为 PrimeChain 的

解决方案。它不仅能够解决这些慢性诟病，还能保护全球新加入的借款人和投资者的个人

身份信息(PII)不被泄露。

PrimeChain 是一个突破性的区块链平台，旨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客户贷款，同时有效地

将个人身份信息(PII)从财务数据中分离出来。 PrimeChain 的愿景由互为补充的两部分组

成：

1、为客户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借款选择，同时保护客户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并减少交

易摩擦；

2、为贷款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充裕的已调整风险的交易机会，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资本。

PrimeChain 将在推出公司业务时引入匿名化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以便实现第一部分的

愿景内容。 通用贷款档案 (ULP) 包括两个部分：可提交给多位贷款人的标准信用申请（

1 CNN Money, December 12, 2013 - “500-page Mortgage Applications are the New Normal”
2 Brookings, February 28, 2017 -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3 Urban Institute, Housing Finance Chartboo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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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可在多个国家使用）以及用于存储借款人当前信用报告和贷款文件（收入证明、银

行对账单、纳税申报表等）的数字保险箱。 这种匿名化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 采用专有

的区块链技术将个人身份信息 (PII) 从财务数据中分离出来，同时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因

此，可实现从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到信用卡审批等一系列广泛的贷款交易，而且其安全性

和效率远高于传统系统。

为了实现愿景中的第二部分内容，PrimeChain 将在公司业务的第 2 阶段建立全球借贷平

台 (GLP)，为全球的投资者提供已调整风险的客户贷款机会。 全球借贷平台 (GLP) 及其风

险评分算法均利用已构建技术为 Leadpoint 行业领先的市场平台服务。

在追求这一愿景的过程中，PrimeChain 可以体验到那些完全初创公司所没有的巨大优

势， 同时，它还是已成立的 Leadpoint, Inc. (LPI) 公司的扩展企业，是一家行业领先的盈

利公司。 在 PrimeChain 的帮助下，LPI 正在将其成熟的商业模式纳入区块链中。这种模

式带来约 700 万次客户的借款咨询以及 60 万次的信贷发行 。

Leadpoint 拥有专属的贷款流程以及最新的技术、人才、最佳实践和战略关系（即，笼络

了成千上万的贷款人）。因此，LPI 能够加速 PrimeChain 的发展和应用。

相比之下，大多数区块链解决方案需要努力地引入新的模式，同时应对新业务在运营、技

术、市场、销售、人力资源、法律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新公司

由于缺乏母公司提供的资源、专业知识和指导而陷入孤立无援，迷失方向的处境。

据我们所知，就竞争格局而言，PrimeChain 提供的集成式解决方案目前尚无直接竞争对

手可与之抗衡。 但存在很多间接的竞争者，他们或多或少地为我们的解决方案添砖加

瓦。 将在第 6 节中具体说明这些实体及其所专注的领域。

总而言之，与大多数重大突破一样，PrimeChain 将革命性概念或技术作为一个简单的前

提， 即，个人身份信息 (PII) 应始终与财务数据保持分离。这也是保护个人身份信息(PII)

最安全的方法。 我们将革命性概念和技术纳入启动区块链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在此，

将在复杂的第二层网络中对个人身份信息 (PII) 进行加密和隔离处理。

贯彻这一前提的同时，采用这一革命性的平台，再加之公司创始团队在客户财务、技术和

企业领域累积的优秀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PrimeChain 的时代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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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市场问题
当今，客户和贷款人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难题： 我们用于收集、追踪、评估、存储并共

享个人财务信息的传统系统已严重受损。 若想修复该系统，需要付出的成本令人咂舌。

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现金和时间，还会带来极大的烦恼。

去年，Equifax 数据大量泄漏，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问题的危险程度和紧迫性。 就

网络犯罪这一类行为而言，有 1.5 亿美国人的信用档案被盗，其中一半以上是成年人。这

些被盗的信息包括姓名、地址、出生日期、社会保障以及驾照号码。4 这些无辜客户的个

人身份信息 (PII) 被盗取，其中的核心身份信息在黑网上以低至 30 美元的价格出售，他们

如今面临身份盗用引发的各种问题，这种现象将会持续数十年，或更长时间。 全球客户

面临的威胁与此类似。攻击雅虎的黑客将 30 亿会员的档案曝光。

贷款人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未能避免传统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 Equifax 遭到黑客入侵

后的前六个月，公司直接损失达 40 亿美元，这一成本仍在持续上升。5 预防成本也不低。

现在，很多大型银行每年花费在网络安全上的费用就高达 5 亿美元。6  可悲的是，我们用

于收集、存储和共享个人身份信息 (PII) 的系统其本质已经过时，且不可持续，因此，这

些成本不菲的的对策往往徒劳无益。 单看 Target、雅虎和 Equifax 就知道了。

本《白皮书》的作者不会大意忽略这些问题。 Leadpoint 成立于 2004 年，是世界上第一

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供借贷双方进行在线交易的平台。交易内容包括抵押贷款、信用卡、

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和学生贷款。 因此，十多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数万亿美元市

场中存在的各种繁琐、低效率和安全问题。这些所带来的成本开销非常高昂，足以令人抓

狂。7  

正是基于这种直接的经验，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客户和贷款人在金融交易中使用个人身份

信息 (PII) 时传统系统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介绍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之前，让我们

先来回顾一下这些影响： 

客户影响:

• 身份盗窃普遍存在、代价高，引发恐慌 -  这就很容易明白客户对于保护家庭隐私和经

济安全深感无力的原因。 这里仅列出最近发生的几个示例:

4 CNN Money, September 11, 2017. (Original estimate of 143 million files stolen was later updated to 
 150 million.
5 Money, September 12, 2017
6 Forbes, December 23, 2015 -  “Chase, Bank of America, Citibank And Wells Fargo Spending $1.5 
 Billion To Battle Cyber Crime”
7 Urban Institute, Housing Finance Chartboo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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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3 年， Target中有 4300 万名客户的信贷记录遭到黑客入侵

 » 2013 年到 2014 年， Yahoo中有 30 亿条账户记录被盗

 » 2016 年，有 1540 万美国人的身份信息被盗，盗窃率达 16%8，损失高达 160 亿美

元。9 

 » 2017 年，身份信息盗窃率增长至 24%，对 167 万客户造成 168 亿美元的损失。10

 » 2017 年，全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 Equifax 中有 1.5 亿名客户整个信用档案遭

到黑客入侵。11 

 »  这些档案中被盗的 SS#、地址和 DL# 等个人身份信息 (PII) 以单条或分组的
方式泄漏，而其他内容则会每天出现在黑网上进行出售

• 传统信贷申请过程繁杂且非常分散 - 客户在申请抵押贷款或汽车贷款时，必须填写每

位贷款人专属的申请资料。这种申请资料既冗长，又乏味。因此，通常而言，从四家

不同银行申请抵押贷款的客户将会分别填写四份申请。 如果该客户在六个月后申请汽

车贷款，则必须重复这一过程。 更让人感到痛苦的是，在提交每份申请时，借款人通

常需要提供诸如纳税申报表、银行记录和 W2 等大量文件。 即使是办理信用卡，也需

要为每张新卡单独递交一份申请。 这样一来，对于大多数借款人而言，用在完成所有

这些文书工作的时间就足以让人异常抓狂。 

• 借款成本急剧飙升 - 贷款人用于收集、管理、处理、分析和存储不同客户所有数据的

成本，加之长期监管客户个人身份信息 (PII) 所要承担的法律、财务和声誉风险，都会

给贷款利率造成上行压力。 为此，无论是简单的信用卡，汽车贷款，亦或是 30 年期

的抵押贷款，客户的借款成本都会比较高昂。

• 贷款处理和管理成本过高 - 在美国，小型企业约有 3000 万家，超过 2500 万家是独资

企业。12 无论这些独资经营业主的财务稳定性如何，银行都很少会向他们放贷。 （举

例来说，在 2015 年，这些小型企业的年利润达 3318 亿美元，13 但银行在 2016 年对这

些企业的贷款批准率极低，仅为 21.6%，其中还包括了 SBA 支持的贷款申请。14）除

此以外，中国、印度、巴西、智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克罗埃西亚和土耳其等

8 CNBC  -  2/1/2017
9 2017 Identify Fraud Study  -  Javelin Strategy & Research
10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6, 2018 - “Identity Fraud Hits Record Number of People”
11 CNN Money, September 11, 2017. (Original estimate of 143 million files stolen was later updated to 
 150 million.
12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Report “Sole Proprietorship Returns, Tax Year 2015” 
 https://www.irs.gov/pub/irs-soi/soi-a-inpr-id1708.pdf
13 ibid
14 Biz2Credit Small Business Lending Index -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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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不断新增，他们拥有完成信贷的财务能力，但在当地确无法

实现。 目前，这一阶级的人数已超过 20 亿，并且一直在快速增长。15 在未来的几年

里，这对全球贷款人和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增长信贷的重大机会，只要他们能够找到安

全访问个人身份信息 (PII) 并作出合理的信贷决定的机制。

对贷款人的影响:

• 贷款处理和管理成本过高 - 虽然贷款人在收集、管理、处理、分析和存储客户贷款数

据和个人身份信息 (PII) 方面所支付的成本难以量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成本确

实很高。 2006 年，抵押贷款申请共计 100 页。现在，抵押贷款申请平均已长达 500 多

页。16 一方面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崩盘导致对收入和就业进行更严格的核实，另一方面

的原因是《爱国者法案》规定的身份检查程序。 无论如何，仅在 2016 年，已提交的

抵押贷款申请就高达 1390 万份。17 假定每位借款人只申请一家银行，则每年需要追踪

的抵押贷款申请就超过 70 亿页。 如果每位借款人平均申请两家银行，则这一数字就

会翻倍，即，超过 140 亿页。 现在，你明白了吧。 而且，这还只是贷款行业的一个小

项 —— 抵押贷款。 如果再加上汽车贷款、个人贷款、学生贷款和信用卡，显然贷款

人就会被大量的文书工作所淹没，而且，每年还需支付一笔庞大的费用用于处理、管

理、存储和保护所有这些信息，其中包括数千万潜在和实际借款人的超敏感个人身份

信息 (PII)。

• 数据安全成本暴涨 - 据伦敦劳埃德公司估计，在 2015 年，企业用于处理网络攻击的年

度成本总计约 4000 亿美元。18 根据福布斯 2016 年公布的数据，这一成本又增加了 5 

亿美元。19 朱尼普研究公司预测，到 2019 年，这一数据将惊人地达到 2 万亿美元。20 

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目前网络犯罪（以及消除网络犯罪）导致企业花费的成本都非

常高昂。 贷款人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来预防网络攻击，并

在遭受此类攻击后进行恢复工作。 例如，摩根大通在 2015 年用于网络安全的费用就

达 5000 亿美元，21其中包括美国银行划拨的 4 亿美元。22 在发生 Equifax 数据泄露事件

后，银行和其他贷款人在这方面的支出将持续上升，这种情况不仅会给贷款利率造成

上行压力，而且还会极大地威胁利润收益。

15 Brookings, February 28, 2017 -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16 CNN Money, December 12, 2013 - “500-page Mortgage Applications are the New Normal”
17 The Fed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xamination Council (FFIEC) Report: 2016 Data on Mortgage 
 Lending
18 Forbes, January 17, 2016 - “Cyber Crime Costs Projected to Reach $2 Trillion by 2019”
19 ibid
20 Juniper Research, May 12, 2015 
21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3, 2105 - “JP Morgan to Accelerate Timetable for Cybersecurity”
22 Forbes, December 15, 2015 - “Chase, Bank of America, Citibank And Wells Fargo Spending $1.5 
 Billion To Battle Cyber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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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款人在面临重大机遇的时刻缺乏创新能力 - 管理和网络安全这两大方面的费用暴

涨，会对贷款人的一个关键领域带来冲击：产品创新。 企业每天在对抗这头野兽时需

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执行带宽，因此，用于创造、测试和营销创新型贷款产品的资源

就所剩不多了。 此外，全球经济日益繁荣，即将出现数十亿潜在借款人，在这个时

候消耗资源也是极度不明智的。23 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展示新式财务相关工具的重要时

刻。此时，大多数贷款人无法勇敢前行，他们被官僚主义桎梏，深陷网络安全之战。  

• 标准化信用档案的缺乏，导致风险分析精确度不高 - 尽管大多数贷款人采用具有可比

性的信用风险分析标准，并对收入、就业状况和信用历史记录等常见财务数据进行分

析，但他们所使用的申请是一种专用申请，比较繁复，并且与其他贷款人的贷款处理

系统完全不兼容。 在这种情况下，当借款人申请单一抵押贷款或谋求另一种形式的下

游信贷时，就不得不填写多份贷款申请，提供多个文件包。 简而言之，这种加入新贷

款申请的流程太过封闭，且过时，不仅会给借款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而且还会给贷

款人带来不少冲突和复杂手续。 此外，由于贷款包比较庞大，还会让数据管理和保持

更新都更加困难，加之借款人和/或贷款方工作人员时不时出现的一些错误，都会给风

险分析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信用分析的准确性太低，就会让某些本应通过审批的贷款

被拒，或者本该拒绝的贷款通过审批。 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降低贷款

组合的盈利能力，同时增加坏账。

• 新兴投资者被迫出局: 当今，正如新兴国家中那些具备财务能力却被传统信贷资源拒之

门外的数百万借款人一样，这些国家的很多投资者发现，他们想要在全球贷款市场上

获得已调整风险的投资机会同样困难重重。 造成这种隔离的主要促因之一是他们难以

通过传统系统对贷款风险进行评估。 第二个促因是他们无法安全、直接地与全球借款

人签订合同。 因此，他们当前的投资资金通过代价高昂的中间商进行流动，或是注入

其他投资项目，从而减少了全球借款人可获得的资金池，同时导致信贷成本更高。  

总的来说，显然我们用于收集、存储、分析和分发个人信用信息的传统系统对借贷双方都

会产生不利影响。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 PrimeChain 的愿景，通过一种变革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23 Brookings, February 28, 2017 -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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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市场解决方案：PrimeChain 通用借贷平台

2.1 愿景

PrimeChain 的愿景由互为补充的两部分组成:

1. 为客户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借款选择，同时保护客户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并减少

交易摩擦; 

2. 为贷款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充裕的已调整风险的机会，以在全球范围内部署资本。 

PrimeChain 将在推出公司业务时引入启动区块链的、且匿名化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以

便实现第一部分的内容。 通用贷款档案 (ULP) 包括两个部分：可提交给多位贷款人的标

准信用申请以及用于存储借款人当前信用报告和贷款文件（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投资

报表、纳税申报表、债务汇总表等）的区块链认证的数字保险箱。 此外，每个通用贷款

档案 (ULP) 都可通过采用 Leadpoint 当前评分技术来提高其价值，并吸引贷款人，从而实

现风险调整。

之后，通用贷款档案 (ULP) 将有机会提供来自许多国家的贷款文件。 但从一开始，个人

身份信息 (PII) 会被分离，加密存储在一个复杂的链下网络中。 这种匿名化的通用贷款档

案 (ULP) 可支持从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到信用卡审批等一系列广泛的客户贷款交易，而且

其安全性和效率远高于传统系统。 

为支持后者，PrimeChain 将在我们愿景的第 2 阶段推出其全球借贷平台 (GLP)。全球借贷

平台 (GLP) 将在全球范围内为传统贷款人和人数不断增长的投资者提供风险调整消费贷款

机会。PrimeChain 代币（称为 PRIMES）将用于提供将贷款捆绑到风险调整产品所需的代

币化费用（每笔贷款 1% 的终身利率将归 PRIMES 持有）。

2.2 使命

与大多数重大突破一样，PrimeChain 将革命性概念作为一个简单前提，贯彻到执行 

PrimeChain 的伟大目标中，即 创建一个供全球客户和贷款人接触，并通过更加安全、更

加有效的方式完成贷款交易的全球借贷平台 (GLP)。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PrimeChain 需要利用诸如数据准确性和不变性等区块链的主要优

势，并克服区块链的主要劣势，例如，区块链分类账本身具有公开性...，因此，不能链上

存储敏感数据。 这时，我们将 PrimeChain 平台引入，让世界各地的客户和贷款人可以更

加高效、更加合作无间地进行交易。

达成这一目标后将给我们带来惊人的结果： 客户身份和个人信息会变得更加安全；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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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快、更便捷、成本更低；隔离的边界会随着新兴市场中客户和投资者加入到贷款生态

系统后慢慢消失；金融机构可以释放更多的资源和带宽，来为不断扩展的全球市场创造创

新型产品。

2.3 PrimeChain 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

PrimeChain 基于一个简单的前提，即，个人身份信息 (PII) 应始终与财务数据分离。这

也是保护个人身份信息 (PII) 最安全的方法。 假如从 Equifax 窃取的 1.5 亿记条客户记录

已成功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也就是说，单独加密和存储财务数据和个人身份信息 (PII)

，则黑客最终窃取的将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大型数据库，客户就不会面临风险。 不幸的

是，Equifax 将所有这些数据进行统一保存，仅通过过时且易受攻击的安全协议进行保

护。

Equifax 为什么未对这些信用档案进行匿名化处理？ 原因是他们当前尚未具备这种能力和

技术。 痛心的是，当前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存在这种问题，即使这些机构正在花费数十

亿美元来阻止网络犯罪。 他们根本没有找到如何将生态系统中的个人身份信息 (PII) 和财

务数据安全分离的方法。在这种生态系统中，每年将接收和销毁数万亿页的客户贷款文

件。

但 PrimeChain 知道如何将其分离，

即，使用一个革命性的技术平台 PrimeChain 来实现个人身份信息 (PII) 和财务数据分离的

这一简单而强大的想法上来。 我们将采用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来推广我们的解决方案:

第 1 阶段 - 涉及在美国市场创建并推动广泛采用我们的匿名化风险评分通用贷款档

案。单这一阶段就能确保 PrimeChain 的经济可行性，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通过解决一个

巨大的棘手问题实现货币化：在消费贷款过程中保持个人身份信息安全。

第 2 阶段 - 涉及引入和推动采用全球借贷平台 (GLP)。在这个阶段，PrimeChain 平

台和通用贷款档案 (ULP) 的好处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

者。PrimeChain 代币（称为 PRIMES）将用于提供将贷款捆绑到风险调整产品所需的

代币化费用（每笔贷款 1% 的终身利率将归 PRIMES 持有）。

以下是第 1 阶段中解决方案的六个关键要素：

• 第一，PrimeChain 将基于区块链的突破性技术而建立，并利用多台分散式计算机之间

的算法和共识机制来确保所有交易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不变性。区块链上的智能

合约将记录所有报价、申请、贷款合同以及贷款合同款项支付。 

• 第二，为了将个人身份信息 (PII) 和财务数据完全分离，实现数据的完全匿名

化，PrimeChain 必须解决传统区块链架构中固有的一个关键问题： 区块链分类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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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开性。 为此，PrimeChain 在原有的区块链上新增了一个复杂的第二层，即可对

安全且分散的数据进行计算和交换的链下网络。 简单来说，就是将客户的个人身份信

息 (PII) 加密，并永久地与他或她的财务数据分离。现在，个人身份信息 (PII) 将被保

存放在链下网络中。

t认证层⾯面 

现⾦金金流

（债务收⼊入⽐比）

信⽤用评分

（Transunion、 Experian、 
Equifax、 FICO 体系）

资产

（房屋、汽⻋车、现⾦金金、
代币、证券） 

诚信

（个⼈人、朋友）

借款⼈人

通⽤用贷款档案 

认证层⾯面 

匿名化通用贷款档案 

• 第三，鼓励客户获取免费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以在申请信贷时使用。 每个通用

贷款档案 (ULP) 中都包含一个可用于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和其

他贷款类型的标准贷款申请。 此外，还包含一些借款人通常会提供的诸如收入证

明、银行对账单等支持文件。客户可随时更新其通用贷款档案 (ULP)。来自信用报

告机构的新数据也会自动填入到通用贷款档案 (ULP) 中，以此保持数据的更新。 之

后，通用贷款档案 (ULP) 将不断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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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推出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 可为申请客户贷款的借款人节省大量的时间，

减轻压力，并为其个人身份信息 (PII) 提供一种新的安全标准。 请记住，只有客

户才能授权贷款人将所得优惠与他们的加密个人身份信息 (PII) 结合起来。 此过

程将通过 PrimeChain 区块链生成的认证密钥来完成和进行验证。）

 » 在下游时，借款人可将通用贷款档案 (ULP) 提交给几乎所有贷款人，从而实现

真正的通用功能（见第 4.2 节“产品发展蓝图”）。

• 第四，激励客户创建并使用他们自己的通用信用档案 (UCP)。 这将通过一个具有吸

引力的奖励计划来实现。 PrimeChain 将为存在下列行为的用户提供奖励:  

 » » 创建自己的匿名化通用贷款档案 (ULP);

 » 完成自己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

 » » 第一次或第二次申请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个人贷款等贷款时与贷款人

共享自己的通用贷款档案 (ULP);

 » » 参考其他也创建有通用贷款档案 (ULP) 的客户;

• 第五，PrimeChain 平台贷款量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以及减少交易摩擦和客户个人身

份信息 (PII) 暴露等因素吸引贷款人加入进来。 

• • 第六，这也是 PrimeChain 解决方案的最后一个要素，即，我们为全球贷款人和投

资者提供已调整风险的贷款申请。 我们将针对以下各种数据对匿名化通用贷款档案 

(ULP) 进行评分，包括： 当前债务和历史债务；该债务的偿还情况；可证明收入；可

证明资产；未纳入信用局传统评分中的关键人口因素；以及其他数据等。 这种评分引

擎将使贷款人能够根据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产品组合筛选已提交的申请。 这一技术

通⽤用贷款档案 客户决定何时共享通⽤用
信⽤用档案

.客户汇集了了多⽤用途的贷款资料料

贷款⼈人

贷款⼈人评估以提供不不同类型的贷款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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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eanpoint 开发的第五代机器学习算法，每年可为数百万计的抵押贷款潜在客户

进行评分。 这项功能能够接收并筛选经过预先评分的申请，有助于贷款人在产品开发

过程中进行创新，同时又能做出更明智的信贷决策。 

经过风险评分的通用贷款档案 

通⽤用贷款档案 ⻛风险调整评分 

将信⽤用档案发送到⻛风险调整
评分机制 

1

将⻛风险调整贷款评分添加到
信⽤用档案 

2

第 2 阶段解决方案: 

在这个阶段，PrimeChain 平台和通用贷款档案 (ULP) 的好处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的

借款人、贷款人和投资者。这个阶段涉及两个关键步骤:

1. 全球借贷平台 - 将使用启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来促进全球消费借款。经过风险调整

的贷款档案将按贷款报价、承诺、资金和通过贷款到期的款项呈现。

全球投资者智能合约

借款⼈人向贷款⼈人发送匿匿名信贷档案1

贷款⼈人向借款⼈人发送报价和条款2

借款⼈人接受贷款⼈人的报价和合同3

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资⾦金金4

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款项5

借款⼈人 贷款⼈人

智能合约驱动的流程

区块链分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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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投资者通过智能合约为经过风险调整的贷款档案汇集资金 - PRIME 代币将用于提

供将贷款捆绑到风险调整产品所需的代币化费用（1% 的终身利息归 PRIMES 持

有）。

全球投资者智能合约

通⽤用贷款档案

贷款交易易

A 级贷款

B 级贷款

C 级贷款

D 级贷款

全球贷款⼈人 / 
 投资者

每笔贷款的代币化费⽤用归 PRIME 所有 — 持有贷款 1% 的终身利利息

2.4 广阔的潜在市场

值得肯定的是，美国境内外客户借款市场正在蓬勃发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

会在短时间内降温。 这一市场潜力巨大，加之在第 1 节详细列出的客户和贷款人问题

日益严重，无不表明 PrimChain 解决方案存在广阔的市场前景。 请考虑以下事实和趋

势:  

• 2017 年 11 月， 美国客户借款 创下 16 年来月度最大涨幅，增长了 8.83%，其中客

户信贷增长达 279.5 亿美元。24

• 2017 年第三季度末，仅美国抵押贷款市场，总额就达到 25.4 万亿美元，25 2016 年

新增抵押贷款高达 2.06 万亿美元。26

• 美国客户的汽车贷款 在 2016 年底达到 1.2 万亿美元。27

• ‧ 截止到 2016 年底，美国学生贷款 共计 1.36 万亿美元。28

• 2017 年 6 月，客户 信用卡贷款 达到历史新高，总额为 1.021 万亿美元。29

24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8, 2018 - “U.S. Consumer Credit Posts Largest Gain in 16 Years”
25 Housing Finance Policy Center
26 Urban Institute, Housing Finance Chartbook
27 NerdWallet - “2017 American Household Debt Study
28 ibid
29 MarketWatch, August 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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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借款 也创历史新高。据 Finaccord Research 预测，到 2019 年，全球客户贷款最高

可达 51.9 万亿美元。30

• 预计客户借贷 将在 2020 年后以 4.88％的复合年增长率 (CAGR) 继续增长。31

3.0 PrimeChain 优势
PrimeChain 创始人已准备好通过变革来确保财务交易中个人身份信息 (PII) 的安全，同

时，凭借各种全新而强效的手段促进全球借贷。 作为全球最大借贷双方在线交易平台 

Leadpoint 的创始人，13 年来，他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使用传统系统给这些利益相关者带来

的庞杂工作、成本以及痛苦。 

此外，作为 Commission Junction (CJ)和 Impact Radius 的创立者，PrimeChain 创始人在创

造和改进数十亿美元的联盟营销产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CJ 是全球第一家，也是最大

的联盟网络或平台，而 Impact Radius 则是全球领先的数字营销平台，交易货币涉及 80 多

种。

企业和运行专业知识在客户贷款和数字营销领域的这种独特组合，辅以数十年先进的技术

开发，为我们的创始人提供了将 PrimeChain 成功推向世界的战略愿景、专业经验和技术

深度。

3.1 创始人和团队

创始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rc Diana：20 年来，凭借对技术和市场机遇的深入理

解，Marc 已成功创建多家具有颠覆性的互联网公司和科技公司。 1999 年，Marc 与他

人共同创建了 LowerMyBills.com，在此，他将 Ameriquest 与在线简式潜在客户开发流

程相结合，成立了抵押贷款机制。 2006 年，LowerMyBills 以 4.4 亿美元的价格被出售给 

Experian。 Marc 与 Commission Junction 联合创始人 Per Petterson 携手合作，一起创立

了 Estalea。这是一家位于加州的私募股权公司，重点在于支持技术性初创公司。 Estalea 

最初创建的三家公司包括： 2006 年成立的 Leadpoint（全球首个在线抵押贷款潜在客户

交易平台）； 2004 年创立的 Savings.com（全球客户储蓄社区）；2008 年创立的 Impact 

Radius（创新的数字营销/联盟营销平台）。 所有这三家公司都成为开创性的公司，并且

相当成功。 Savings.com 于 2012 年被 Cox Communications (NYSE:COX) 以 1.25 亿美元收

购，而 Leadpoint 和 Impact Radius 仍由 Estalea 公司持有。 自 Leadpoint 成立以来，Marc 

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一职。 他曾在 Villanova 大学获得商业学士学位。

30 Finaccord report, May 3, 2016
31 Technavio Report - “Global Consumer Credit Market 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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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Pettersen - 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Per 是一位对科技领域富有远见的世界知名企业

家，在他的帮助下，众多市场领先的互联网和技术公司先后诞生。 1998 年，与他人共同

创立 Commission Junction (CJ)，并担任首席技术官一职，后来，该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联盟营销网络。 CJ 在 2003 年被 ValueClick (NASDAQ:VCLK) 以 5800 万美元的价格收

购。 之后，Per 与 LowerMyBills.com 的联合创始人 Marc Diana 一起携手合作，共同创立

了 Estalea。这是一家位于加州的私募股权公司，重点在于支持技术性初创公司。 Estalea 

最初创建的三家公司包括： 2004 年成立的 Leadpoint（全球首个在线抵押贷款潜在客户

交易平台）； 2006 年创立的 Savings.com（全球客户储蓄社区）；2008 年创立的 Impact 

Radius（创新的数字营销/联盟营销平台）。 所有这三家公司都成为开创性的公司，并且

相当成功。 Savings.com 于 2012 年被 Cox Communications (NYSE:COX) 以 1.25 亿美元收

购，而 Leadpoint 和 Impact Radius 仍由 Estalea 公司持有。 2008 年至 2017 年间，Per 一

直是 Impact Radius 的首席执行官。 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

计算机工程硕士学位。

联合创始人、首席战略官兼产品官 Jas Dhillon：  作为 PrimeChain 的联合创始人，Jas 在

技术执行和产品/业务战略方面拥有超过 25 年的经验。 他在企业和技术运营方面拥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能够更好地支持 PrimeChain 设计、创建并执行其在全球信贷交易方面的

战略愿景。简单来说，这一愿景就是利用区块链和相关技术来把借贷交易中的客户和贷

款人安全地连接起来。 Jas 经验丰富，曾做过 14 年的企业首席执行官，18 年的运行执行

官，成功创建和发展大量盈利丰厚的软件即服务 (SaaS) 类公司，比如被 Sword Group. 收

购的 BlueLine OnLine、被 Interactive Corp. 收购的 Zero Degrees, Inc. 以及前身为 Taser, 

Intl. 的 Evidence.com。 他曾成功创建三家由风投支撑的软件即服务 (SaaS) 公司，随后退

出。这三家公司涉及的领域包括工程协作、商业社交网络和物联网视频。 作为首席执行

官，Jas 曾筹集了 1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建立并培养了长期的执行客户关系，并通过谈判

获得复杂的增长合作关系。 在此之前，Jas 曾是微软公司的高管，曾担任 Office 365 的业

务开发主管。 他曾获得洛杉矶南加利福利亚大学系统管理学院的理科硕士学位，专门研

究信息技术和创业。 他还从俄亥俄大学获得了电气工程学士学位。

首席营销官 Mark Fidelman： Mark 特别熟悉线上和线下销售生态系统。二十多年来，他

一直致力于研究能够推动线上和线下 优秀成果的突破性营销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影响

力营销、高级社会营销、公共关系以及激励同行包括影响力。 他曾担任  A.T.Kearney、 

EDS（现为 HP）、CT Space 和 Autodesk 的高级技术销售和营销职位，同时与甲骨文、微

软和 IBM 公司建立过咨询合作伙伴关系。 Mark 曾被《福布斯杂志》评为 2017 年 20 位最

具影响力首席营销官之一，被《企业杂志》评为 25 位最出名的社交媒体主要发言人之一

以及 被《赫芬顿邮报》评为 50 位最具社会责任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Mark 为《福布斯》

杂志的 Socialized and Mobilized 的专栏作家，并得到世界各地的社会商业、移动商务和移

动社交网络领域领导者的一致认可。 他曾访谈了数百名全球 3000 大企业的 CXO，并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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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演讲和文章，介绍他们如何影响如今的商业发展。 

首席营收官 Noah Staitman： Noah 在领先的金融、电信和互联网公司的销售经验超过 20 

年，可在战略和技术层面上为 PrimeChain 提供专业的知识意见。 在过去九年中，他一

直担任 Leadpoint 销售执行副总裁，同时兼任首席营收官。 加入 Leadpoint 之前，他曾是 

Experian Interactive Media 公司 LowerMyBills 的销售总监。 任职期间，他制定了商业模

式，并为新推出的 LowerMyBills.co.uk 平台确定产品和销售策略。 此外，他还为公司带来

强劲的同比收入增长。 在加入 LMB/Experian 之前，Noah 曾是 LoanWeb.com 的销售和市

场总监。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帮助公司实现收入增长近 900%。

首席业务发展官 Michael Dubrow： Michael 曾在多个行业联合创办了许多历久不衰的成功

企业。 2012 年，他加入 Estalea，为投资组合公司提供战略、营销和业务发展方面的咨询

服务。 在此之前，Michael 曾是 Dubrow Marketing Associate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

此，他曾为美国和欧洲众多领先的会员公司（包括 Vertrue 和 AEGON）建立了数百万美

元的线上和线下分发合作关系。 在这之前，Michael 曾是 Bargain Network, Inc. (Bargain.

com) 的联合创始人。这是一家直接面向客户的营销公司。起初是一家小型初创公司，8 年

后退市时，该公司的市值已达 6500 万美元。 与此同时，Michael 还联合他人创立了在线

服务网行业的前驱企业 inQ (现为 TouchCommerce.com)。 更早些时候，他还联合创办了

两家机构性投资公司：Chambers Dunhill Rubin & Co. 和 Vision Capital, Inc.。在第一家公

司时，他曾为员工福利计划和市政债券发行机构筹集超过 100 亿美元的稳定价值投资。在

第二家公司时，他是一名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证的投资顾问，期间为费城司法中心

达成债券收益再次投资 2.4 亿美元。

首席体验官 Henry Min： Henry 在创意方向和产品管理方面有 20 年的经验，侧重于创

造创新的数字用户体验。 他是加州私募股权公司 Estalea 的首席体验官，协助建立了 

Leadpoint、Impact Radius、Savings.com 和 MoneyTips。 Henry 监督公司在全球的工作，

推动全公司在设计和用户体验方面实现卓越创新。 此前，他曾在社交媒体营销软件公

司 Nestivity 担任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被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Adly 并购，后者是

受 Upfront 风险投资机构、Greycroft 合伙人机构和 Seimer 风险投资机构支持的洛杉矶公

司。 Henry 也是 Digitas 和 Razorfish 的创始人和创意总监。 他的作品曾荣获多项行业奖

项，包括： IAB 的 MIXX 奖（美国运通）、OMMA（面向小企业）、Cannes Lion（金融

时报）、CLIO（Casio G-Shock）和 Webby’s（Ford.com 和 HBO 的”兄弟乐队”系列）。 

Henry 毕业于帕森斯设计学院。

区块链策略分析师 Barnaby Andersun：Barnaby 是多家初创企业、品牌咨询公司和电子商

务项目的创始人。 其中包括 BlockAlchemy（为初创企业建立创新的 ICO），以及 Brand 

Aloud（为初创企业提供完整在线营销策略）。 这两家机构都完全专注于区块链项目。 

Barnaby 在数字设计和开发方面有 25 年的经验。 他也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国际讲师，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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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洲和澳大利亚为 2000 多人提供关于发展在线受众、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策略方

面的培训。

3.2 Leadpoint, Inc. 提供的竞争优势

Leadpoint, Inc. (LPI) 由 PrimeChain 创始人于 2004 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家，也是最大的

潜在客户在线交易平台。 这是一家私营公司，其运营顺利，发展稳健，多年来一直盈利

可观。 LPI 员工人数达 150 多名，在多地设有办公室，包括洛杉矶、底特律和南非开普

敦。 

值得注意的是，PrimeChain 不是一家独立的初创公司，这是它与其他大多数区块链公司

的不同之处。 相反，它是 LPI 的延伸、是一个独立的业务单元。PrimeChain 将共享 LPI 

的技术、人才、最佳实践和战略关系，以此加快发展和采用。 

LPI 旨在通过 Leadpoint 市场平台将每年总人数约 700 万的抵押贷款的借贷双方汇集在一

起。 此外，在个人理财目标 MoneyTips 的推动下，LPI 在促进信用卡、汽车贷款和个人贷

款交易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通过这种垂直整合，LPI 不仅创造先进的技术，同时与贷款

人和其他机构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关系，从而在客户贷款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专业知识。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leadpoint.com 和 www.moneytips.com。

LPI 具有以下竞争优势，可为 PrimeChain 平台和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采用作出贡献： 

• 团队合作，卓越领导 - PrimeChain 的几位创始人在创建和发展 Leadpoint 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几十年来，这一团队精诚合作，和谐相处，并打算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存续

下去，以便为客户提供高级解决方案，提高投资者的盈利能力。

• 可靠的技术团队，具有扩展潜力 - 就像 Leadpoint 和 PrimeChain 拥有共同合作的创始

人一样，他们也是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世界级的技术团队支持。 这将使 PrimeChain 能

够有条不紊地快速扩展其平台和业务量。 

• 庞大的现有借款人数据库 - Leadpoint 现有的客户借款人数据库中含有超过 2000 万条

美国人信息，而每个月的新增客户约 50 万条。 该数据库未来将是免费提供给客户的 

PrimeChain 通用信用档案 (UCP) 的主要来源。 大多数贷款人都更喜欢能够快速实现扩

展的合作伙伴关系，因此，很容易在最初发行时以及推行之后被 PrimeChain 借款人数

据库的巨大潜质所吸引。

• 一天的客户购买能力 -  通过与 Leadpoint 联盟，PrimeChain 可以一举成名，每日贷款

问询超过 2 万次。 PrimeChain 将这些当前感兴趣的借款人填充到 ULP 分发漏斗中，

进而能够在一天内开始收集大量的 ULP 注册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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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顶级出版商的联合和分发关系 -  多年来，Leadpoint 已通过《赫芬顿邮报》

、NBC、AOL、福克斯商业频道、《读者文摘》、论坛公司（现为 TRONC）

、Scripps 和其他领先出版商在 Moneytips 目标上发布独家内容。 有了这种一级分发能

力，PrimeChain 能够快速且以极低的价格与数百万客户接触，进而推荐 ULP 免费注册

的好处。  

• 与主要贷款人建立的长久稳固关系 -  Leadpoint 与美国所有大型贷款人建立了一种长久

稳固的关系，就当前而言，每年可为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潜在客户。这些贷

款人包括：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第一资本、快速贷款以及其他 1000 多家

公司。 PrimeChain 可以利用这些关系建立自己的贷款人网络，这也是我们业务计划的

核心要素。

• 第五代机器学习算法 - Leadpoint 自 2006 年成立以来，已为 LeadClass 平台开发多代先

进的潜在客户评分软件。 我们当前使用的是第五代算法，并将其与 PrimeChain 平台

进行整合。 之后，PrimeChain 可以提供基于已调整风险的贷款申请，允许贷款人对产

品发展注入更多地创新，同时做出更明智的信贷决策。 

• 与信贷局和数据供应商已建立合作关系 - 数据是任何现代生态系统的力量，特别表现

在客户信贷领域。 Leadpoint 与 Transunion、Experian 和 Equifax 等所有大型客户信贷

机构以及住房数据供应商保持着重要的合作关系，以此为这一先进的潜在客户评分平

台提供支持。 LeadPoint 是这些机构正式授权的信贷数据用户，有权开发算法，对数

据进行进一步地分析，为 PrimeChain 创建额外的风险评估因素。 PrimeChain 可将这

种重要的合作关系和其提供的数据直接用于 ULP 的开发和分发。 

• 具有 MoneyTips 的测试版 ULP - PrimeChain 平台和商业模式的核心是通用贷款档案 

(ULP)，因此，需要注意的是，过去两年来，操作版 ULP 已经部署在 LPI 的客户财务

目标 MoneyTips 上。 ULP 的这种部署称之为债务优化器。 MoneyTips 用户可通过债务

优化器在一个直观的仪表板上查看和管理包括信贷报告在内的所有财务账户信息，以

便客户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 

• 专属呼叫中心 - Leadpoint 在密歇根地州底特律拥有并运营着 100 个代理呼叫中心。

4.0 PrimeChain 平台
在第 1 节中，我们曾披露了个人身份信息 (PII) 的易攻击性带来的级联式全球危机。 在

第 2 节和第 3 节中，我们对 PrimeChain 解决方案的关键要素和优势进行了概述。 在本节

中，我们将把重心转移到更深入了解 PrimeChain 的产品发展蓝图和平台基础技术。



21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该平台的目的： 建立一种能使客户和贷款人实现

轻松对接，并以一种比以往更加安全高效的方式完成贷款交易的全球借贷平台。

4.1 产品发展蓝图

以下是我们为发展 PrimeChain 核心平台而规划的发展蓝图：

1. v1.0 PRIMECHAIN ULP：该款软件是已存在的通用贷款档案的核心，可在商业环境

中顺利运行。 每天，Leadpoint 通过第五代 LeadClass 平台生成约 15000 份类似档案。 

Leadpoint 将这些档案用作经过风险评估的抵押贷款和其他类型贷款人的潜在用户，以

便成功实现盈利。 PrimeChain 将利用这项技术来扩展数据集，并进一步使软件符合我

们的平台要求。 为此，ULP 即可在 PrimeChain 平台上实现匿名共享。

2. v1.0 PRIMECHAIN 核心平台：这个阶段主要包括下列重要事件：

a. 开发安全的链下存储功能 - 这种功能可实现客户个人身份信息 (PII) 的提取、分

区、加密和分发操作，以便在链下网络中进行存储和未来重组。 它还包括 PII 实

时查询和重组功能，使客户能够按需与贷款人安全共享 PII。

b.  开发区块链信贷交易追踪分类账 - 这种分类账非常重要，通过使用零知识证明协议

（或等效算法）准确记录在 PrimeChain 上处理的每笔信贷请求和贷款交易。 

3. V1.5 PRIMECHAIN 匿名信贷报价和 PII 托管 - 在这一阶段，PrimeChain 的 PII 保护程

序将会扩展，纳入贷款人的 PII 认证。 为此，我们将采用零知识协议（或其他适用算

法）来确保最高级别的客户隐私。 为了提供初始信贷报价，贷款人需要在未接收到实

际 PII 的情况下对贷款申请的 PII 进行认证。然后，除非出现违约支付，否则，我们

将对加密的客户信息进行托管，通过贷款的借贷和还贷情况来扩展匿名性。 客户可以

选择通过 PrimeChain 平台匿名支付其贷款。该平台可对合同贷款条件中规定的支付情

况进行追踪。 

4. V2.0 PRIMECHAIN API 层 - PrimeChain 的商业目标之一是让大量的商业利益相关方

加入到我们全球借贷平台的开发中，进而实现其价值。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将创

建一个 API 层，测试后进行推广，目的是使经过批准的第三方能够整合、使用并扩展 

PrimeChain 的核心功能。 之后，将对这些预期整合进行仔细审查，确保其对其它用户

有利，能够支持 PrimeChain 大量的信用申请和贷款生态系统。

4.2 我们的平台管理软件

PrimeChain 平台是由统一技术团队设计和开发的专用软件管理引擎的无缝组合。 虽然接

下来将对每个引擎进行单独描述，但客户无法看见每个引擎的功能。 客户体验到的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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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通用贷款档案使用集成式 PrimeChain 平台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下面我们对这些引擎进

行详细说明：

通用贷款档案引擎 (ULPE)：UC 是一种 SW 专有引擎，可让客户创建一种通用贷款档案 

(ULP)，用于申请多个贷款人的信贷，例如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或信用卡。它通过信贷

局、薪资公司、客户银行和投资账户等已连接数据源的数据反馈进行自我更新，还允许用

户手动输入。 ULP 将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用户每次申请信贷时都要为每一个贷款人创

建一个新的信贷申请。 为此，通用贷款档案 (ULP) 是每位借款旅程中的一个简单而又安

全的起点。

匿名贷款档案生成引擎 (ALP)：ALP 允许客户以匿名的方式与潜在贷款人共享他们的信用

档案。 简而言之，它将 PII 与其通用贷款档案分离开来。 这样，客户就能在不共享 PII 

的情况下寻求多位贷款人的信贷报价。 客户申请信贷时，ALP 将会获取一份其最新的信

用档案快照，并通过一系列的转换操作来删除、加密、单独存储 PII。 然后，ALP 向每位

贷款人提供匿名信用档案，以便提供信贷报价。 客户在做出他或她的信贷选择后，其 PII 

仅分发给获选的贷款人，这样就能保护客户的信息。

信用申请流程引擎 (CAW)：我们的 CAW 自动化增强功能，允许客户和贷款人进行在线合

作。 通过该引擎，客户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完成在线信贷申请；

• 将支持文件附加到经过上述 ACP 引擎匿名化处理的申请中，例如收入证明、银行对账

单、投资报表、债务汇总表等。   

• 向多位贷款人实时提交申请；

• 获取这些贷款人的信贷报价；

• 在线选择其青睐的报价。 

此外，CAW 还具有通信模块，允许客户和贷款人在信贷申请过程中实现对接和沟通。 这

样，所有与特定申请相关的沟通都会保存在一个安全的位置，同时又可加快贷款流程。 

最后，CAW 具有强大的文件管理和电子签名功能，允许客户和贷款人安全存储、路由和

签署所有与贷款交易相关的文件。

PII 共享引擎 (PSE)：只有当贷款人向客户发送一份信贷报价，且客户接受该报价时才会

使用 PSE。 客户通过 PSE （与所有这些单独引擎一样，均为隐形操作）授权获选的贷款

人使用其 PII，该贷款人随后开始处理贷款文件。 由于借款人的 PII 仅暴露给获选贷款

人，因此借款人受益。 同时，贷款人也会受益，因为他们只需存储和管理会发生实际借

贷关系的客户 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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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交易记录引擎 (BTR)：PrimeChain 拥有并运营着一个私有区块链，可安全追踪下列

内容：

• 所有客户的信贷申请；

• 贷款人做出的相应决策；

• ULP 匿名共享；

• 通过分发式，但已加密的分类账实现 PII 共享。 这种分类账的副本存储在区块链的每

台计算机上，以支持将来的审计和追踪。 

请务必注意，由于私有区块链分类账为了确保准确性和不变性，其本身具有公开性，因

此，客户 PII 决不能存储在私有区块链中。 所以，在 PrimeChain 平台上，PII 保存在一个

复杂的第二层网络上，从而实现安全、分散的数据计算和交换。 

PII 保护引擎 (PPE)：客户加入 PrimeChain 并提供 PII 后，PPE 随即进行加密，并将其分

发至由我们控制的一种复杂的链下网络上。 随后，该客户经过加密的 PII 将被拆解，然

后分发至大量的第二层服务器上。 当客户授权分发该 PII 时，例如，将其发送给获选贷

款人，PPE 则会收集该客户 PII 中已分发的部分，将其重组到一个连贯包内。 贷款人在

接收到这种经过重组的 PII 后，可随即开始创建正式的贷款文件。 所有这些操作都能及

时地在后台完成。 这样，就不会存在交易摩擦，并且又能确保借款流程中客户 PII 的安

全。

PRIME 安全令牌管理引擎(TME)：PrimeChain 令牌 (PRIMES) 可为 ICO 参与者和 PRIMES 

后期拥有者在 LPI-PrimeChain 中提供不变且通过区块链启动的股权所有权记录。 我们的

令牌管理引擎可验证并追踪 PRIME 令牌所有使用情况，同时实时更新所有平台用户的令

牌账户余额。（见第 6 节。）

信用评分引擎 (CSE)：CSE 基于 Leaspoint 的第五代 LeadClass 评分引擎。 所使用的算法

为自定义算法，可与匿名 ULP 集成，允许 PrimeChain 呈现已调整风险的贷款申请。为

此，贷款人能创造出更多的创新产品，同时做出更明智的信贷决策。 

投资决策引擎 (IDE)：随着交易量的上升以及 PrimeChain 信用评分引擎带来的信心，可

将投资资本流入 IDE 中。在此，PrimeChain 可自动将资金分配到经过风险评分的客户贷

款机会中。

加之我们的软件管理引擎在后台的操作，可确保 PrimeChain 平台的无缝执行。 此外，

还能确保每笔交易中使用的每位数据（包括文件）的记录都经过加密，且无法更改。 这

样，就可以轻松地验证、追踪和报告 PrimeChain 网络上发生过的任何事件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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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PrimeChain 平台的完整性又可在为平台所有用户提供公共问责性和可扩展性的同

时防止他们遭受欺诈。 更进一步地说，据我们预计，我们的分布式私有区块链功能将激

励平台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不断增长。

PrimeChain

客户

客户（即信贷申请人）信贷申请请求和信贷报价流程 

风险评分引擎

贷款人 

投资决策引擎

PRIMECHAIN 区块链网络 （由 PrimeChain 成员的计算机组成的对等式网络)

私有区块链上的匿名通用信用档案 (ACP)

通用信用档案

贷款人 客户 贷款人

客户 贷款人 客户 贷款人

1 2 3 4

5 6 7 8

税务申报

PII

PII Storage

银行账户薪资公司信贷局 手动输入 社群分数信用卡

H

E
D

F

A

B

C

客户搜索选定的
贷款人

贷款人提供非正
式报价

客户选择报价并共享
匿名信用档案 

 贷款人提供初始
信贷报价

客户接受初始信
贷报价

贷款人请求贷款
身份

客户提供贷款身
份

贷款人提供贷款

私有区块链匿名 ULP 
信贷申请和保险交易

分类账︒

共享和交易追踪引
擎，后来演变成 8. 

PII 托管引擎 

共享和交易追踪引
擎，后来演变成 8. 

PII 托管引擎

G

PrimeChain 平台

4.3 智能合同

究其本质而言，PrimeChain 是一个允许最终用户（借贷双方）在一个安全且受支持的生

态系统中为贷款交易构建“智能合同”的一台分布式虚拟机。 这些“合同”包括 ULP 本身，

还包括在借贷流程中发生的每一个贷款申请、报价、承兑和相关互动。 

平台所有互动均通过已加密的智能合同在 PrimeChain 区块链上实现，并记录在案。 这些

智能合同可通过能够带动平台使用的市场奖励信贷对平台上所有互动进行验证，并强制执

行，范围从初始贷款申请到具有约束力的信贷报价、到匿名借款人承兑最终贷款、到激励

生态系统中的利益相关者。 

现在，我们已对 PrimeChain 平台的基础技术进行了概述，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该技术在 

PrimeChain 商业模式中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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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PrimeChain 商业模式

5.1 绝不只是初创公司

几乎所有的区块链企业都将大部分收益用于创建一个完全的初创公司。这种公司会面临重

重风险。 由于刚刚起步，存在新的商业模式、新技术、销售和营销需求、运营、人员配

置、法律和人力资源方面的障碍，面临的挑战也数之不尽。 所以 Ethereum 创始人 Vitalik 

Buteri 预计，在这些公司中，90% 都注定会失败。32 而据比特币新闻网报道，在 2017 

年，46% 的区块链公司都已经倒闭。33

通过设计，PrimeChain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家完全初创的企业， 而是 Leadpoint, Inc. 

(LPI) 的扩展。这是一家成熟且多元化的行业领先的盈利公司。PrimeChain 可以共享其

现有的技术、人才、最佳实践和战略关系，进而加快 PrimeChain 的发展和使用。 因为 

PrimeChain 不是一家孤立的初创公司，而是 LPI 新的业务单元，因此，未来获得成功的

几率就会大大提高。

5.2 盈利模式

据估计，PrimeChain 会为 LPI 提供直接和间接的收入流： 

直接收入流可能包括：

• 向贷款人出售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个人贷款、信用卡等潜在借款人的收入；

• 向贷款人出售借款人匿名 ULP 中完整贷款申请的收入；

• 向贷款人出售匿名 ULP 经过风险调整的完整贷款申请的收入；

• 向贷款人出售可将借款人 ULP 与他或她的 PII 进行重组的身份验证密钥（借款人只能

通过区块链进行明确授权）的收入；

• 来自 PrimeChain 生态系统中其他商业利益相关者共享的手续费收入和/或收益，例

如： 诸如托管和房地产公司之类的专业服务提供商；PrimeChain Marketplace 中的商

家；广告商等。 

• 将全球投资者与已调整风险的贷款机会联系起来； 

• 管理贷款交易；

• 获得风险调整评分算法的手续费收入； 

32 Futurism article, October 26, 2017 - “Ethereum Founder Says 90% of Token Startups Will Fail”
33 Bitcoin.com, February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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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贷款人在借款人开发程序和/或 PII 安全实践方面构建技术解决方案所得收入。

间接收入流可能包括：

• 向 LPI 个人财务目标 MoneyTips 提供免费和付费客户会员（PrimeChain 客户将自动成

为 MoneyTips 会员）；

• 向 LPI 房屋服务应用 HomeKick 提供免费客户会员和付费 Pro 会员，即诸如管道工、

油漆工和装修工之类的服务提供商（PrimeChain 客户将自动成为 HomeKick 会员）；

5.3 推动平台的采用和使用

PrimeChain 商业模式的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在推动贷款人采用平台以及提高客户使用率

方面的能力。 以下是我们用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方法：

推动贷款人采用平台：

LPI 富有经验的机构性业务开发团队将负责通过扩大服务范围推动贷款人采用平台。 该团

队已代表 Leadpoint 与美国大多数顶级贷款人和信用卡发行方建立了持久的关系，这些贷

款人和发行方包括： 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第一资本和快速贷款。 我们经验

丰富的 E/D 专家将强有力地把 PrimeChain 价值主张的四大重要内容传递给这些以及其他

贷款人：

1. 获得更多的贷款申请 - 贷款人需要持续获得新的信贷申请，以维持和发展其贷款投资

组合。 这是他们业务运行的动力。 当前，LPI 每年可获得 700 多万潜在借款人信息，

加上 PrimeChain 自带的有机和付费营销方案，可为贷款人提供大量完整的信贷申请。  

2. 获得更好的贷款申请 - 申请质量远比申请数量更加重要，对于这一点，贷款人尤其清

楚。 原因在于用于追踪在收入、就业、信用评分、债务股本比或其他可变因素方面不

符合要求的借款人需要花费高昂的成本，且工作繁琐。 我们的 ULP 已包括借款人当

前的信用报告、就业和收入证明、资产账户报表、债务汇总表和支持文件，因此，贷

款人可以采用 UCP 来审核借款人的资格，进而进行新的贷款审查。这种方法既快速编

辑，成本又不高 

3. 获得已调整风险的贷款申请 - PrimeChain 将传统信用计量指标（Transunion、 

Experian 和/或 Equifax 提供的 FICO 评分和正式信用报告等）与能够提供借款人地址

和其他人口和财务要素等信息的 Leadpoint 第五代风险评分算法相结合，允许贷款人

在放贷前根据信用质量对贷款申请进行预先过滤。 通过重点关注最有可能关闭和借款

人与信贷产品匹配（即信贷产品完美满足借款人需求并且借款人信用档案符合资格）

的贷款申请上的贷款担保资源和人员情况，可让借贷双方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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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得匿名贷款申请 - 如第 1 节所述，如今的借贷双方都深受越来越疯狂的身份盗用的

威胁。 贷款人每年在传统过时的防御上花费数十亿美元，目的是为了遏制这种趋势。

而借款人永远都在担心自己的个人数据会被人盗用。 PrimeChain 平台可为贷款人提供

匿名信用申请，进而减少用于保护借款人 PII 所产生的直接成本和长期责任。 

推动客户使用率：

可通过两种方式推动客户的 ULP 使用率： 

1. 告知客户 PrimeChain 匿名 ULP 的关键优势，例如，提高客户 PII 的安全性、节约大把

的时间、减轻压力、能够快速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最佳信贷产品。 

2. 通过有吸引力的奖励计划来推动预期行为。

我们将通过内外部渠道推动 ULP 优势的宣传：  

对内 - 我们将立即向 LPI 当前每天产生的约 15000 名新的潜在借款人进行宣传。 方法很简

单，直接向客户发送一封邮件，其中包含 PrimeChain 价值主张简介以及创建自己的 ULP 

的快捷链接。 我们还会通过 MoneyTips 专属个人财务目标 (moneytips.com) 上的文章和视

频广泛宣传 PrimeChain。在 MoneyTips，每年有超过 100 万名客户访问独家财务内容和

工具。 最后，我们将 PrimeChain 的 ULP 插入到 MoneyTips 现有的“抵押贷款规划师”工具

中，以便所有使用该工具的用户都能自动过渡到 PrimeChain 平台。

对外，我们将采用诸如公共管理和影响力营销等有机消息驱动程序，以及诸如社交和联盟

营销等有效的商业手段在（地面和卫星）电视和广播上直接作出回应。

为了推动客户采用和使用 ULP，PrimeChain 将通过我们的奖励计划对做出下列行为的用

户予以奖励： 

• 创建免费 ULP，即，客户注册为 PrimeChain 会员；

• 客户将自己当前的财务账号与 ULP 相连接（银行、投资等），这使 ULP 更稳健、更

有价值；

• 客户将匿名 ULP 中自己的信贷申请提交给潜在贷款人； 

• 将其他客户引荐到 PrimeChain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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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竞争格局

6.1 通用贷款档案的竞争

如本文件所述，创建通用贷款档案的道路复杂无比。 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 监

管框架；货币流动；个人身份发起确认-共享-保护；信贷申请和贷款决策流程；以及很多

司法管辖区（州、省和国家）适用的 KYC/AML 法律。 

PrimeChain 的使命是创建并成功运营能使借款更安全、更高效的全球借贷平台。为此，

我们创建了下列表格，帮助你比较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和功能与该领域的其他提供商在关

键功能区域（之前没有提及，将在下面列出）方面有何不同。 X 代表公司的重点领域，

但解决方案尚未就绪：

全球借贷平台组成部分
C

iv
ic

D
el

oi
tt

e

C
el

si
us

B
lo

om

PA
V

E

M
ic

ro
M

on
ey

P
R

IM
E

C
H

A
IN

1
个人身份证明、验证、分享和保护（
同行+  公司+政府）

X X X

2 通用、生活、信用档案（同行+公司） X X X X

3
信用值评分（来自同行+同行网络+贷
款人+债权人）

X X X

4
信用跟踪和报告（来自同行+贷款人+
债权人）

X X

5
发起信贷申请、审查和贷款决定（来
自同行+贷款人+债权人）

X X

6
信贷准备（来自同行或贷款人或债权
人）

X X

7 通用贷款加密货币有助于： X

• 个人对个人贷款（包括抵押贷款） X X

• 贷款机构提供消费贷款 X X

• 其他信贷来源提供消费贷款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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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Deloitte外，ID2020 项目、PrimeChain 以及一定程度上的 MicroMoney，在这个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每家公司都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 通过对其白皮书的详细查看，我们发

现，他们大多数都希望能掀起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性浪潮来发展业务。这样做将面临非常

大的挑战，需要实力强劲的传统公司（政府型和公司型）有所改革，并要求客户做出巨大

的行为改变。

此外，金融信贷市场比较保守，监管严密，且变化缓慢。 若要大规模地创建全球解决方

案，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深厚的知识以及稳健的关系。 从整体来看，这些初创企业在实

现其愿景和执行其业务计划时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微软、埃森哲、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五大主要国家创立 www.ID2020.

ORG 项目，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通用身份项目来加快全球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 在用

于创建全球身份的 ID2020 项目的推动下，全球约 20 亿无银行账户的中产阶级人士都

能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好处。 由于这些无银行账户人士中许多人的信誉较好，能够进入 

PrimeChain 生态系统，因此，这种名义上的竞争对手可为 PrimeChain 提供大量的市场拓

展机会。

下图展示的是我们对完整愿景的整体分析，以及实现该愿景所需的能力。我们所熟知的每

家公司都在其目标领域开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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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LeadPoint 核心业务竞争对手

LeadPoint 核心业务可巩固其在个人财务行业与抵押贷款、信用卡、个人贷款、学生贷款

和汽车贷款供应商开展业务的地位。 2017 年，核心业务被划入房屋服务类别。 

Lending Tree (TREE) 和 Quinstreet (QNST) 是在个人财务领域能够与 LeadPoint 争夺广告

商市场份额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其他外围竞争对手包括 Bankrate、Credit Karma 和 

Nerd Wallet。

实施⽅方 领导挑战⽅方

⾼高

低

愿景的完整性 

身份认证。

安全与共享 

信⽤用档案
和评分 

信⽤用追踪
和报告 

现有信⽤用集合标
准和⽣生态系统 

执
⾏行行
能
⼒力力

 

全球借贷平台解决方案提供商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