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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2022年4⽉10⽇-4⽉11⽇，9am - �pm CST

线上（Zoom)

Bilibili（中国），Youtube（其他国家）

美国雅商顾问集团，Ehelp艺助,   美国凯旋联合律
师事务所，⻘年精英联盟，美国留学⽣协会联盟，
Blockchain China Connect

美国洛杉矶⼴西总商会，Easypet，易康，易咨
范，DA Media，倍泽⾦融，北美数字资产研究院，
美国亚洲动物保护协会，北美区块链产业协会

美西时间 2022年 4⽉9⽇-4⽉10⽇，6pm-��pm P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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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9:05 ----------------- 介绍

9:05 - 9:25 ----------- 嘉宾发⾔

9:25 - 9:55 ----------- 圆桌会议

9:55 - 10:00 --------- 抢答环节

10:00 - 10:05 -------- 环节休息

10:05 - 10:10 -------------- 介绍

10:10 - 10:30 -------- 嘉宾发⾔

10:30 - 11:00 -------- 圆桌会议

11:00 - 11:05 -------- 抢答环节

11:05 -11:10 --------- 环节休息

11:15 - 11:20 --------------- 介绍

11:20 - 11:40 --------- 嘉宾发⾔

11:40 - 12:20 --------- 圆桌会议

12:20 - 12:30 - 总结/提问/抽奖

12:30 - 13:00 --- 特别圆桌活动

 

 

18:00 - 18:05 ------------------------ Introduction

18:05 - 18:25 ---------------------- Guest Speech

18:25 - 18:55 ------------------------- Group Chat

18:55 - 19:00 ---------------------------- Pop-Quiz

19:00 - 19:05 ------------------------- Break Time

19:05 - 19:10 ----------------------- Introduction

19:10 - 19:30 ---------------------- Guest Speech

19:30 - 20:00 ------------------------- Group Chat

20:00 - 20:05 ---------------------------- Pop-Quiz

20:05 - 20:10 ------------------------- Break Time

20:15 - 20:20 ----------------------- Introduction

20:20 - 20:40 ---------------------- Guest Speech

20:40 - 21:20 ------------------------- Group Chat

21:20 - 21:30 --- Summary/Question/Lottery

21:30 - 22:00 ------------------------ Round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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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an Business Group, Inc.是⼀家以客⼾为中⼼的精品国际商业和⻛险管理咨询公司，专注于与⾦融和投资
公司合作，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银⾏、财富管理公司、私⼈股本公司、家族办公室、保险公司、区块链技术
供应商和其他公司通过战略合作、有效的沟通和⻛险管理以及⾼效的促进来实现他们的业务和营销⽬标，并
提供真实的结果。Artisan Business Group团队在美国、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地区为各种房地产、赌场、
酒店、餐厅、制造业、学校和特许经营项⽬提供了许多商业机会和替代性融资。

Artisan Business Group / 雅商顾问集团

艺助是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家国际数字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集数字艺术作品经济，数字资产代理， IP包装与
推⼴，衍⽣品开发与销售，以及技术⽀持等服务于⼀体。团队具备中英双语能⼒，且有着完善的影视、法
律,、⾏销等部⻔，为艺术家们提供⼀站式服务，让艺术家专⼼于艺术创作，免除后顾之忧。

Ehelp / 艺助

凯旋联合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已有三⼗多年。其秉持⽤法律服务⼴⼤美国华⼈为宗旨，将“为华⼈服
务”视为事务所存在的价值。在不断提升服务⽔平和能⼒的过程中积累了⼤量的经验和资源，使美国的⽂化
和法律变得简单易懂，帮助客⼾及其家⼈获得即时和⻓期签证，实现留居美国的⽬标。在区块链私募及上市
（包括STO、ICO、NFT产品代币化）的法律板块上有深⼊的研究，帮助企业转型，进军数字资产市场。

PR Law Center / 凯旋联合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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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精英联盟Chinese Elite Consortium (原中美精英⻘年联盟US Chinese Elite Consortium)成⽴于2019年，
由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45余所顶尖学府(如斯坦福、UCB、UCLA、USC
等)的137位中国留学⽣联合发起。联盟旨在为在世界各地就读的中国学⽣及⻘年精英创造⼴阔的求知、探索
和实践的平台，同时也为嘉宾、组织者、参会者构成富含创意、⾼度整合并且开放包容的交流渠道。

Chinese Elite Consortium / ⻘年精英联盟

美国留学⽣协会联盟成⽴于 2018 年，并在 2019 年成功在加州注册，成为⼀家⾮营利组织。⾄今，联盟已经
成⽴了19个省份的留学⽣协会和美国⻢来西亚留学⽣协会。美国留学⽣协会联盟致⼒于⿎励和加强在美国际
留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并尽所能的帮助他们解决在⽣活中或者更⼴泛领域⾥遇到的问题和疑虑，从⽽使
他们能够更快的适应新环境。同时，美国留学⽣协会联盟还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以此来协助留学⽣在毕业
后更好的和社会接轨，并促进他们在各⾃的领域中取得成功。让他们在联盟的帮助下，不仅享受到优质的资
源，更能得到个⼈能⼒的提升和全⽅⾯的锻炼。

US Oversea Students Union / 美国留学⽣协会联盟

Blockchain China Connect / 区块链中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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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棠 Jack Li

美国易咨范集团董事⻓

美国凯旋联合律师事务所全球市场总经理

美国留学⽣协会联盟总顾问

美国亚裔健美健⾝协会联合创始⼈

美国亚裔动物保护协会联合创始⼈

北美数字资产研究院联合创始⼈

美属波多黎各⾸位华裔“友好⼤使”

美国Vergelia 第31届美国亚洲⼩姐选美⽐赛-⾸
席评委

苏丰原 Brian B. Su

美国雅商顾问集团 创始⼈ 总裁

美国林肯国际交流教育中⼼ 创始⼈ 总裁

美国SANGAMON 表业公司 创始合伙⼈

美国HTI公司 创始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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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加州州⽴⼤学富尔顿分校

美国留学⽣协会创始⼈兼主席

易咨范集团运营总监

吴宇宙 Joe Wu 周朗 Allen

圣地亚哥州⽴⼤学中国学⽣学者联谊会 2021主
席

⻘年精英联盟执⾏副主席

宜信影响⼒私募股权投资基⾦ ⾏业研究实习⽣

普华永道 Digital Solution Consulting Intern

2021⻘年云峰会副主席

粤港澳浙交流⼤会暨酒会 总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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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好巧妙Jasmin

就读于圣地亚哥⼤学
2021-2022 USD CSSA 主席
⻘年精英联盟 市场副部⻓
腾讯新⽂创 市场实习⽣
SWIS（中国西南⽚区留学⽣资源整合平台）联合创始⼈

刘书雅 Angela 刘正鑫 Klaus 樊泽融 Chloe 于洋 Yang Yu

USC double major in
Applied Math and
Economics/ Data
Science 
Goldman Sachs
Possibilities Summit
2022

就读 East Los Angeles
College
策划与世界动物保护协
会PETA联合举办“第
⼀届素奶茶节”

就读于UCSB
UCSB CSSA 2021-2022
新⽣学术部部⻓

本科毕业于波⼠顿⼤
学，研究⽣毕业于西北
⼤学；
有娱乐管理以及公共关
系等专业背景、担任
Ehelp艺助公司公关负
责⼈

葛静怡 Sharon 栗图南 TUNAN 陈彦彤Kelly 吴婉莹 Wanying

本科毕业于UNC-
Chapel Hill
沐瞳国际创始⼈
Soca产品营销经理
EdwithU为友品牌增⻓

UCSD在读
天津留学⽣协会主席
欧莱雅商赛决赛圈

UBC英属哥伦⽐亚⼤学
UBC BizChina Events
Director
安永FIDS Intern

毕业于university of La
Verne 
美国留学⽣协会联盟外
联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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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中国波多黎各投资论坛（1st China Puerto Rico Investment Forum) 于2017年3⽉1⽇在美国波多黎各⾸
府圣胡安盛⼤举⾏。论坛上，重点对波多黎各经济现状、投资环境等相关内容进⾏了介绍。与会嘉宾们共同
探讨了中国企业在加勒⽐海地区和波多黎各投资与合作的新契机，谋求中国和加勒⽐海地区国家多边合作共
同发展。波多黎各⾃由邦总督Ricardo Rossello Nevares也表⽰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前往投资与旅
游观光，谋求共享共赢

中国波多黎各投资论坛

中国⻘年云峰会Chinese-Youth Cloud Summit是⻘年精英联盟Chinese Elite Consortium于2020年起策划并
筹备的新型云峰会，将邀请商界、政界、⽂娱界等各界世界级精英⼈⼠，致⼒于为中美两地优秀留学⽣分享
经验、传授⼼得，⼀同交流观点、进⾏深度讨论。更会为中国和国际专家⼤咖牵线，搭建交流观点、促进各
界共同提升的平台。

中国⻘年云峰会

苏丰原



2022年全球数字资产峰会，即Global Digital Asset Summit（GDAS）将于

2022年4⽉9-10⽇全球线上举⾏。GDAS将是⾏业顶级专家与投资⼈⼀起探讨

数字资产核⼼话题的⾼峰论坛，也是国际最专业的以讨论数字资产应⽤项⽬

和投资资本对接的盛宴，旨在搭建数字资产⾏业互联互通，共享共赢的国际

商业与投资平台。参会者包括区块链底层技术供应商，⻛险基⾦，天使投

资，对冲基⾦，数字货币交易所，ICO创业创新项⽬，法律税务专家，矿机

⼚商，矿主和区块链⾏业媒体及推⼴服务商等 。

近年来，数字资产随着电⼦⽀付系统的崛起逐步⽽发展，截⽌⾄2019年，全

球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8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重达到41.5%），其

中美国以1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以5.2万亿美元，位

居世界第⼆。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程度加深，新的资产类型早

已诞⽣并参与到我们⽇常的经济⾦融活动中。就在⼀年前，数字⼈⺠币⾸次

⽤于上海商场的⼤型营销活动中；⽽到了近期，新推出的冰墩墩NFT盲盒更

是⼀夜之间⾝价暴涨近千倍。数字资产的潜⼒不可估量，这股崛起的新势⼒

将对全球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在数字资产的极速发展下，要如何先⼈⼀步

呢？锁定全球数字资产峰会，业界⼤咖将带你进⼊进⼊数字资产的新赛道。

GDASGDASGDAS

09



数字资产的起源与未来 

元宇宙未来发展趋势
全球去中⼼化发展趋势
区块链今⽇与未来的商业价值

区块链崛起后的实践与可能

区块链技术在不同领域的应⽤
与实践
区块链与传统互联⽹，⼤数
据，物联⽹，⼈⼯智能的融合
各领域如何数字化

新赛道的机遇与挑战

区块链领域的天使/⻛险投资机
遇
识别有价值和成⻓性的区块链
投资

新时代⻘年⾯对传统
与创新的抉择 

元宇宙和NFT对游戏、⾳乐、
电影产业的影响
⼤学⽣就业创业选择

进军元宇宙第⼀步

STO 相关介绍与流程
ICO 相关介绍与投资前景数字资产的⾰新

区块链技术与共享经济
新加密数码资产的储存安全
新型财富管理投资

开启元宇宙的钥匙“NFT”

“数字资产”新赛道权威指南

GDASGDASG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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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对话 - 特别的圆桌活动 

领袖对话 - 特别的圆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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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推特CEO Jack Dorsey把他2006年发布的⾸条推⽂“just setting up my twttr”作为⼀个⾮同质
化代币NFT以250万美元成功交易，因此NFT也借着⾃⾝拥有的特点正式出圈！随着电⼦⽀付系统的发展，数
字资产这个概念⾛进了⼈们的视野。然⽽数字资产并不特指电⼦货币等数字⾦融服务，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资
产应该是原⽣的、包含全量信息的、以数字形式展现和流转的资产。数字资产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数字
货币的应⽤场景，未来还可以为数字货币的发⾏奠定重要的基⽯，⼆者的协同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动
⼒和重要标志。如何将资产数字化也成为了⼀个中⼼话题。区块链技术去中⼼化、难以篡改、可溯源的特点
版主实现资产数字化，更为数字资产带来了新的机遇。此外，这些技术的结合推进了「元宇宙」概念的发
展，丰富了数字经济转型模式，融合 DeFi、IPFS、NFT 等数字⾦融成果。

数字资产的起源与未来 / 过去与未来

区块链作为⼀种底层协议或技术⽅案可以有效地解决信任问题，实现价值的⾃由传递，在数字货币、⾦融资
产的交易结算、数字政务、存证防伪数据服务等领域具有⼴阔前景。除此之外，区块链正在与各种各样的技
术融合，包括传统互联⽹、⼤数据、物联⽹和⼈⼯智能，⽐如说，区块链正在和⼯业互联⽹在标识解析、供
应链⾦融、⾏业创新应⽤等多个领域实现融合发展。受到区块链技术融合的启发，⼈们都在探索各领域如何
数字化，这已成为⼀种不可阻挡的未来趋势。

区块链的崛起与各⾏业的数字化 / 实践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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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T（⾮同质化代币），是区块链的⼀种衍⽣概念，可以⽤于证明相关资产的唯⼀性和权属。随着NFT概念
的发展，娱乐产业也将⽬光投向了NFT技术融合。游戏⼚商将产品基于区块链开发，可以让玩家拥有真正可
在现实世界中交易的资产；NFT正在改变⾳乐的传统发现⽅式，⾳乐数字艺术品可以轻易卖到数万美元；在
电影产业，NFT正在促进作品产权确权，让盗播⾏为变得可追溯、可验证。那么在娱乐⾏业和NFT的融合
下，⼤学⽣的就业、创业选择是否发⽣了改变呢？越来越多的⻘年关注到NFT等数字资产的⻜速发展，他们
的职业发展道路⼜将会有哪些不同呢？

新时代⻘年的抉择 / 传统与创新

元宇宙，⼀个由美国作家NealStephenson于20世纪90年代在《雪崩》⼀书中提出的假设，却在今年成为全球
热⻔词汇。近⼏个⽉以来，Facebook（已更名Meta）、微软、英伟达等巨头纷纷进军元宇宙；腾讯、字节
跳动等企业积极争夺⼊场券。根据市场调查机构Chainalysis报告，2021年NFT市场规模已经⾄少达到269亿
美元，约合⼈⺠币1700亿元。全球最⼤的NFT交易平台Open Sea，其创办⼈兼执⾏⻓⽇前公布现在新⼀轮的
增资计画 ，新⼀波增资后，该平台市值可能会超过133亿美元。

新赛道的机遇与挑战 / 投资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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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特币开始⼴泛进⼊到⼈们的⽣活以来，区块链技术受到各界的⾼度关注。美国最先对区块链产
业展开研究，在中国，政府和⾦融界也对区块链给予了⾼度的重视。从2016年起，区块链就开始发展迅猛，
不断向各领域延伸。由于区块链技术通过在⽹络中建⽴点对点之间可靠的信任，有望⽀撑实现共享交通、共
享教育、共享住房、共享能源等多个共享经济场景，是实现共享经济的⼀种⾮常理想的解决⽅案。另⼀⽅
⾯，数字化时代的汹涌⽽来让财富管理机构⾯临前所未有的全⽅位变⾰。在此背景下，通过借助智能科技实
现财富管理的数字化运营，推动财富管理⾛向整体智能化、定制化，已成为整个财富管理⾏业的重点发⼒⽅
向。

数字资产的⾰新 / ⾦融与科技

这两年企业纷纷靠拢元宇宙。然⽽，数字化程度越⾼，安全挑战越⼤，未来对虚拟世界的攻击会伤害到现实
世界，因此元宇宙⾯临的安全⻛险。⽬前来看，互联⽹巨头们，和互联⽹相关的创业者和天使投资⼈成为了
元宇宙的忠实拥护者。元宇宙相关产业还不够成熟，很多公司⽬前还只有⼀个战略，距离真正的元宇宙产业
化还相当遥远。未来如何把元宇宙应⽤到更多领域，把相关技术进⼀步平台化、通⽤化、⼯程化，变成了企
业需要考虑的问题。

STO流程-企业转型 / 进军元宇宙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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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程博⼠William Tien

作为⾦融⾏业的资深⼈⼠，威廉极具创造精神，是对于⾏业发展颇有远⻅的商
业领袖。他有近30年的⾦融和科技⾏业创业与管理经验。在过去的18年⾥，他
担任了许多上市公司的董事。上世纪90年代，威廉也是最早开发⼿机钱包的先
驱者之⼀。他是TiENPAY商业愿景和使命的关键驱动者，在他的带领下，
TiENPAY和TiENCHAT取得伟⼤的成就。

崔⼤祺 Mr. Daqi Cui

崔⼤祺，中美两国法学硕⼠，现任纽交所上市公司绿能控股集团⾼管，同时任
美国倍泽⾦融集团总裁。主要从事上市公司运营管理，企业并购重组，私募基
⾦和公开募集资⾦。近年来随着数字货币的兴起，开始介⼊数字货币交易所的
设⽴和运营，实体挖矿运营，并整合上市资源特别是特殊⽬的公司（SPAC），
为数字货币企业快速进⼊资本市场提供诸多⽅⾯的设计和服务。

J. Robert Collins Jr

该公司运营加密货币交易 ⸺ 所圣胡安商品交易所(San Juan Mercantile
exchange)，在2019年6⽉推出，SJMBT是其加密货币交易和托管服务的合作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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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hir Bhangley

Sangha Systems 及其运营公司通过将⾼密度计算机和室内农业环境定位在拥有
⼤规模电⼒基础设施和获得廉价可再⽣能源的地点，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
⾃2019年夏季以来，Sangha在伊利诺伊州⼭⾕的⼀家前钢铁⼚建设加密货币矿
池，这座82兆⽡的变电站，使挖矿所⽤电⼒低于4美分/千⽡时。

Spencer Marr

Sangha Systems 及其运营公司通过将⾼密度计算机和室内农业环境定位在拥有
⼤规模电⼒基础设施和获得廉价可再⽣能源的地点，帮助他们获得竞争优势。
⾃2019年夏季以来，Sangha在伊利诺伊州⼭⾕的⼀家前钢铁⼚建设加密货币矿
池，这座82兆⽡的变电站，使挖矿所⽤电⼒低于4美分/千⽡时。

张晓晨Xiaochen Zhang
张晓晨, FinTech�Good 创始⼈、总裁、全球区块链可持续发展联盟发起⼈。
FinTech for Good 是⼀个致⼒于改变全球⾦融服务的机构，主要针对区块链领
域的可持续性发展；让⾦融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获利，⽽是能为世界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提供环境与条件。张晓晨在⾦融市场的发展与变⾰中，积攒了超过20年
的卓越经验。作为区块链、央⾏数字货币、⾦融科技和⽓候融资等领域的先驱
⼈物，多年来，张xiaochen曾被100多个国际论坛邀请担任主演讲嘉宾。
Lattice��也将张晓晨列为区块链领取前100最具影响⼒⼈物之⼀。他领导的公
司，FinTech�Good也被《财富与⾦融国际》评选为2019年和2020年最佳⾦融
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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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泉 
明尼苏达州执照律师以及律师协会会员，获得过中央⾳乐学院⾳乐管理学⼠学
位、纽约伯克利⼤学国际商务学⼠学位以及纽约法律学院法学博⼠学位，精通
中英⽂。张律师主攻联邦法法律，主要执业范围包括：商业移⺠法（EB-�A、
EB-�C、L-�、H-�B、O-�A、O-�B visa 申请）、区块链私募及上市（包括
STO、ICO、NFT产品代币化），公司法，以及版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在
2020年到2021 年期间，张律师：成功协助纽约的⼀家企业完成代币铸造、发⾏
并在Waves Exchange区块链交易所上市的⼯作。
成功协助国内10位医疗专家，在全球成功出版发⾏两本医疗科研丛书，并被美
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成功协助国内数位艺术家在苹果、Tidal、Youtube、亚⻢
逊、腾讯等众多全球⾳乐平台发⾏50余⾸⾳乐作品，其中数⾸⾳乐作品全球听
众量超越50万⼈次。

⽜培彦

周⼩淇 Soulgood Kid
周⼩淇（艺名：Soulgood Kid）是⼀名⾳乐制作⼈，词曲作者，⾳频⼯程
师和表演艺术家。在不断的实验和尝试的过程中，她的⾳乐⻛格包含了另
类，独⽴，R&B，电⼦舞曲等。⽬前任职Easyfind Label的⾸席执⾏制作
⼈，同时是加密数字货币和Easyfind⾳乐NFTs的主要开发者。

⽜培彦会计师，⽅圆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中美会计师协会会⻓。 既有服
务上市公司的经验，⼜有服务中⼩公司的热情。在数字资产公司税务和区
块链领域产品投资⽅⾯，⽜培彦会计师具备丰富的实战经验。 公司的宗旨
是：双⽅都开⼼才是真正的开⼼。确信只有双⽅都开⼼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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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动 - 宇航员》⼀个具有收藏价值的NFT系列，专注于艺术家和数字资产社
区。每个《特别⾏动- 宇航员》是搭建在“Polygon区块链”上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同质化代币(NFT) 。

持有《特别⾏动 - 宇航员》NFT 让您成为“宇航员”中的⼀名，通过活动和合作，
共同打造⼀个有意义的、⻓期联系稳定的社区。每位系列中的宇航员成员都可以获
得系列专属福利。

  

  

VIP NFT Regular NFT

永久免费全球数字资产
峰会（GDAS）观众⻔票

永久免费艺助公司主办
其他活动观众⻔票 

限量艺助币奖励（持有
时⻓决定奖励数量）

加⼊艺助独家打造的艺
术和数字资产社区

定期推送区块链⾏业最
新资讯

9折购买艺助商城NFT周
边⽤品（不与其他折扣
叠加）

优先参与后期发布的
《特别⾏动：宇航员》
系列作品预售

《特别⾏动：宇航员》
赋能的投票权

永久半价全球数字资产
峰会（GDAS）观众⻔票

永久半价艺助公司主办
其他活动观众⻔票

限量艺助币奖励（持有
时⻓决定奖励数量）

加⼊艺助独家打造的艺
术和数字资产社区

定期推送区块链⾏业最
新资讯

95折购买艺助商城NFT周
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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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动 - 宇航员》NFT奖励机制: 此次发⾏限量《特别⾏动 - 宇航员》系列NFT
 

25个VIP NFT奖励赞助商
作为第⼀届峰会赞助商，持有VIP NFT的赞助商都将优先获得后续的数字
资产峰会信息，并且拥有的VIP NFT可被当作⾝份和⻔票的象征。

125个Regular NFT 奖励嘉宾、合作⽅、主办⽅⼯作⼈员
这个对我们的后续峰会，参与嘉宾、合作⽅、主办⽅⼯作⼈员，是⼀种
情怀和加冕。如后续嘉宾认为此活动具有时代的意义，愿意凭借此券，
持续为⼴⼤学⽣和愿意学习的⼈⼠，进⾏持续输出。此NFT就成为⼀直和
我们活动⻓期强绑定的机会。

⼀定数量NFT将⽤于现场抢答环节与盲盒抽奖，赠予到现场观众。

主要内容结束后提供“特别圆桌活动”，设置不同的Zoom⼩房间，提供机
会让观众与嘉宾进⼀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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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help官⽹进⾏购票: ehelp.fans/����summit 
美国⽤⼾官⽹可选择 Paypal、Visa、MasterCard 进⾏购票
中国⽤⼾官⽹仅可⽀付宝进⾏购票

免费订阅 学⽣票 VIP套餐票 峰会NFT盲盒 

早⻦套餐票 - $59.99
普通套餐票 - $79.99

（3⽉28号起变成普通套
餐票价）

两⽇峰会使⽤

限制 150 张 - $19.99
4⽉9号单⽇峰会使⽤

OpenSea
平台购买

获得两⽇峰会内部邀请
⻔票

有机会获得NFT盲盒

可参与特别圆桌活动与
嘉宾深度讨论

获得峰会内部Discord链
接提前获得⾏内信息

获得单⽇峰会内部邀请
⻔票

有机会获得NFT盲盒

可参与特别圆桌活动与
嘉宾深度讨论

获得峰会内部Discord链
接提前获得⾏内信息

可通过转播平台参与讨
论峰会

订阅峰会后可及时获得
峰会信息，以及衍⽣活
动

在转播平台免费观看峰
会内容（国内Bilibili，国
外Youtube）

普通版
峰会NFT盲盒

0.05 ETH/USD
 
 

特别版 
峰会NFT盲盒
0.1 ETH/USD

 

扫码进⼊官⽹购票



GDASGDASGDAS

20

DA Media

北美数字资产研究院 美国亚洲动物保护协会

美国洛杉矶⼴西总商会

Easypet

易康

倍泽⾦融

易咨范

北美区块链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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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gamon Watch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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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Guest Relations：gdasguest@outlook.com
外联Business Bevelopment: gdasbd@outlook.com

扫码加⼊峰会观众微信群

 ⻘年精英联盟CEC
（Chinese Elite Consortium）

美国留学⽣协会联盟
USOSU

艺助Ehelp Discord链接
https://discord.gg/qKSfhDz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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