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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nOne VIP数字资产投资服务

本手册的知识产权属于泰德阳光集团。本文件仅面对潜在的需要此服务的个
体索取的时候分发，仅适用于合法投资人，不属于面向公众募资产品。 http://vip.isun.one



iSunOne VIP服务菜单

最小期限 

 

风险评级   

 

极低 

较低

 

中等

 

7.3%

 

0% ~ 50%

 

5% ~ 25%

 

活期

 

一年

 

三年

 

年化收益*   

 

服务菜单 

 活 息 型

平 衡 型

 

成长型

 

*一个VIP账号的服务额度：不低于一百万枚USDC，不高于一亿枚USDC

*活息型产品：无需服务费用，活期随存随取，然收益可能因市场而变动，现在年化收益是7.3%



iSunOne VIP定投型资产组合回报



iSunOne VIP平衡型资产组合回报



iSunOne VIP成长型资产组合回报



iSunOne VIP服务菜单的上菜组合

DCA

 

Income  

100%

75%

 

40

 

0%

 

40%

 

25%

 

0%

 

0%

 

20%

 

CTA

 

服务菜单 

 活 息 型

平 衡 型

 

增 长 型

 

* CTA是依据量化和套利所优化的对冲算法

* DCA是按照周期和波段优化的趋势算法



双重保险

● 资产托管方为美国最合规最受

信任的上市公司Silvergate银行

和Circle公司

● 数字资产在智能合约24/7监控

之下，被借贷出的数字资产永

远有区块链资产超额抵押，且

智能合约根据价格实时变动会

对数字资产进行保护

iSunOne VIP服务的简介 

全球资产配置

● 投资标的为数字美元和数字

资产，助您轻松完成全球资

产配置

● 数字资产是多签地址管理，

托管方是上市合规金融公司

和数字美元发行方Circle 
● 美元资产托管在美国上市银

行Silvergate

专家一对一服务

● 根据您的风险偏好，为您量

身制定适合您的投资策略和

资产组合

● 投资组合使用最先进的区块

链技术安全托管的数字美元

资产和各种加密货币标的



实时支付、清算、交易、借贷

● 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美元的力量：

● 以更低的成本接入全球交易网络

● 实时结算

● 拥有区块链金融的强大生态系统

● 超级安全地管理全球帐户

何为数字美元USDC？ 

源于美元，高于美元

● USDC是货币的下一个进化形态

● 以数字美元构建的金融网络，令货

币和金流如互联网一样互联，让金

融交易像共享内容一样便利

● 数字美元的流动性比美元更强

数字时代，数字美元

● 数字美元USDC由美国受监管的金

融机构发行

● 以全额储备资产为后盾

● 可按 1:1 兑换美元

● 由美国上市公司Coinbase和Circle
主导的联盟制定国际标准



iSunOne VIP服务流程示意图

客户根据自身情

况自选方案

活息型 

平衡型 

成长型 

iSunOne App

 

身份验证 是

否

低

中

高

享受VIP服务 

*VIP服务协议：仅需客户自我指定为合法投资人即可、请仔细阅读深刻理解并且签署服务协议

投资组合风险倾向

客户签署VIP服

务协议



退出时的一次性费用：

● 1年以内：   1%
● 1年~3年：   0.5%
● 3年以上：   0%        无费用

我们鼓励您以长期投资的心态去参

与，当然也允许短期投资来尝试

iSunOne VIP服务的收费标准

只有您赚钱，我们才分润

● 活息型：无费用

风险极低，收益可预计，每日生

息，随存随取，灵活有流动性

● 平衡型和成长型：分润 25%
趋势量化算法和对冲机制穿越牛

熊，有可观收益，适合长期价值

投资

没有订阅费，没有管理费

● 和传统私募基金不同，iSunOne 
VIP服务不收取订阅费和管理

费，以最大化您的权益

● 您仅需支付铸币费(不超过

0.2%)和区块链转账费 (一笔不

超过10美元)

*VIP客户可以选择一个菜单（活息、平衡、成长）类型后，免费转到另一个菜单，仅需要通知VIP经理即可



iSunOne VIP服务原理简介

数字资产

数字资产 利息和本金

数字资产的利息和本
金有完整的账本，您可
以每天监控您账号内
资产的变化

超额抵押物

智能合约

跨链借贷和交
易协议

数字资产
利息和本金

数字资产
 利息和本金

数字资产

抵押品

客户的数
字资产

Lender 
pledges 
crypto 
asset for 
liquidity 

区块链资产超额抵押

托管隔离的风控机制，使得
您的资产在iSunOne平台发
生不测的时候，仍然可以安
心获得

托管账户

iSunOne VIP服务

借贷
交易
量化
对冲

数字美元发行
方Circle

借贷合作伙伴
Genesis 
Trading

交易合作伙伴
 Coinbase 

众多有抵押
借贷需求的
Borrowers



资产组合

保护层 1：强大可靠的智能合约
我们和最有信誉的借贷平台和协议合作，这些平台协

议有公开透明的经过第三方审计的开源代码，保证借

方和贷方之间的链上运作全自动、低成本、高效透

明。

 

保护层 3：超额抵押自动清算
抵押品存储在隔离的托管地址中，当抵押品低于 贷款

价值的 120%时，向贷款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并负

责链上往来，当抵押品低于当抵押品低于 贷款价值的 
105%时，抵押品被自动清算，以保证双方利益。  

超额抵押物的权益

智能合约自动
加仓或清算

保护层 2：完全安全的超额抵押品 
所有资金在发起时都用区块链资产抵押品进行

了超额抵押，超额抵押率高达200%。

保护层 4：双重风险管理

有严格的监督和衡量整体贷款池，以确保借贷的信用

风险政策保持在适当的风险水平内。

 双重风险管理

iSunOne VIP服务风险控制原则



● 索尼集团 3.5英寸软盘的原始
设计制造商 (1992 – 2002)

● 最早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 全球占有率高达 50%以上 

● 在收购阳光卫视之后，我们出
于媒体保真的需求，开发了世
界上第一个 分布式云存储系统 
，且转型入区块链领域 (2008 – 
现在) 

● 区块链的三大基石：分布式系统
，密码学存证，通证经济学

iSunOne VIP服务所属集团历史

● 分众传媒 的独家广告显示屏幕供
应生产商 (2003 – 2008) 

● 超越时代的高清晰广告屏幕

● 商业级别的密码学证明算法 



TideBit，香港最大最安全的门户型
交易所，助用户购买第一个比特币。  
(2017 – 现在) 

https://www.tidebit.com 

随着自有和客户托管资产*的不断增
加，iSunVIP贵宾 服务诞生了。 (2021 
– 现在) 

http://vip.isun.one 

iSunOne，风靡日本的加密货币钱包，
内置信用卡买币，一键兑换和存币生息
功能。(2019 – 现在)   

https://www.isun.one 

iSunOne VIP服务的缘起

https://www.tidebit.com/
http://vip.isun.one/
https://www.isun.one/


Silvergate银行，美国银行和上市公
司 (NYSE: SI) 

https://www.silvergate.com/

Coinbase，数字美元USDC的参与发行
机构，美国上市公司 (Nasdaq: COIN) 
和合规交易所 

https://www.coinbase.com/

Circle，数字美元USDC的主导发行方
，美国合规金融公司和区块链科技公
司，即将成为上司公司 

https://www.circle.com/en/

iSunOne VIP服务的商业合作伙伴



24/7观测账号资产

注册：http://vip.isun.one/register
登陆：http://vip.isun.one/ 

线上联系

VIP经理会和您建立一对一私密联系

建议使用Whatsapp或者Telegram 

iSunOne VIP服务联系方式 

办公室地址二

7楼全楼

新华丰中心，

安业街1号，柴湾，香港

办公室地址一

32楼 3209 室
会展中心办公室，

港湾道1号，湾仔，香港

*欢迎您亲身造访办公室，请提前和VIP经理预约，或网上预约 https://www.isunvip.info/

http://vip.isun.one/register
https://vip.isun.one/
https://www.isunvip.inf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