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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 经 济 大 趋 势

第四模式
区块链+生态体系

第一模式 
电 商

第三模式

社交+短视频（网红经济）

第二模式

电商+社交（微商崛起）



助力购

电商 + 社交 + 区块链 = 助力购



公司简介

            长沙涨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帮助

地方优质产品宣传推广销售的创新型科技公

司。以公司互联网科技团队研发搭建的助力

购APP平台，推动区块链技术在大农业、精

准扶贫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

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以技术和服务为社会创造价值



什么是 助力购？
助力购是由长沙涨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打

造的一款全民皆可免费参与，帮助农产业链上

的优质产品及品牌，进行宣传推广的购物服务

类APP，用区块链技术打造去中心化宣传和销

售方式，致力于解决农产品在传统渠道宣传成

本大，竞争激烈，销售难等问题，打造一个全

境覆盖的“大农业生态链”平台。
作为一款综合性的电商购物服务平台，助力购采

用区块链技术，建立去中心化、分布式的助力生态体

系，为平台上每次助力购物追根溯源，并以平台上无

障碍使用的助力果作为奖励，打造宣传与销售的生态

收益体系。                                                   
（文化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系统×区块链技术

                          =助力购



如何参与

助力果

用户 助力 
购

公司
 助力购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一款产品发起助力，

在完成每天的助力任务后（每天助力三次他人发布的

任务产品以及助力圈点赞三次即可完成每日任务），会获

得一定量的助力果奖励，发起助力的用户还有

机会超低价甚至免费获得所助力的产品。

    助力购买、以买代帮、自买省钱、助力赚钱



基本功能

助力购物 激励机制 社区交流 新媒体系 生态建设



任务介绍：会员认证后可在

任务中心助力三次他人发布

的不同任务产品 以及助力

圈点赞三次即可完成每  日
任务，获取对应助力果奖励。

产品限时助力，助力购的会

员可以发起产品助力，当任

务产品助力完成度100%时，

发布该产品助力的会员可以

免费或低价获得该助力产品。

当任务产品助力倒计时结束时，

未完成100% 助力进度，发布该

产品助力的会员，可根据产品助

力已完成进度的实时价格自由选

择是否购买。

助力进度越高，产品价格越低。

玩法简介



助力果介绍
       助力果为平台发行的虚拟积分，总量限定8000万个，

发行助力果的目的主要在于快速构建起全球化的生态社群，

获取应用开发所需的大数据，进而推动助力购大农业生态

链的战略实施与落地。

助力果可用于：

          兑换任务产品包      兑换平台产品    

            生态板块应用    会员之间转赠交换

助力果主要获取方式:       任务产出，分享奖励



         是平台对参与与分享会员的奖励，助力金
可转换成助力果，转换部分只能用于兑换任务产品包。

    助力金获取方式:

1.每一位实名认证的会员都会获得 10助力金

2.直推会员奖励 0.6助力金/人

3.达到对应团队级别的会员奖励相应级别的助力金



任务产品包奖励规则

任务级别 兑换所需
（助力果）

总奖励
总收益比例 每日奖励 活跃度 周期天数 最大持有量任务周期

奖励
寄售奖励

新手产品包 10 11 5 60% 0.366 1 30 1

初级产品包 11 9.33 5.5 35% 0.311 1 30 12

中级产品包 100 90 50 40% 3 10 30 8

高级产品包 800 760 400 45% 21.71 80 35 6

超级产品包 2000 2000 1000 50% 50 200 40 2

特级产品包 5000 5250 2500 55% 105 500 50 1

*会员可以选择已兑换产品包寄售或提货，提货即可获得对应产品包的产品
*平台根据合作商产品入驻情况结合市场发展所需，任务产品包每日限量发售。



会员等级 手续费 助力值

LV1 50% 完成实名认证

LV2 35% ≥100
LV3 30% ≥500
LV4 28% ≥1500
LV5 25% ≥3000

手续费说明

*每直推一名实名认证的会员，增加50助力值
*在转增中心，每获取1个助力果，增加2助力值

     



分享奖励

分享奖励：

1、奖励直推任务产出助力果的 3%
2、奖励间推任务产出助力果的 2%
3、直推兑换(任务产品包)奖励2%的助力果

4、直推会员奖励 0.6助力金/人



团队等级

升级条件
升级奖励
（助力金）

手续费分红
（助力果）小区活跃度 团队活跃度 直推人数 直推团队等级

实名认证 0 0 0 0 10 0

小达人 40 200 20 0 10 12%

一星达人 300 2000 20            直推1个小达人 100 15%

二星达人 3000 8000 30 直推2个一星达人 800 10%

三星达人 20000 40000 35 直推2个二星达人 2000 8%

四星达人 60000 120000 50 直推或间推2个三星达人 5000 5%

五星达人 150000 350000 50 直推或间推2个四星达人 7500 5%

团队奖励

*活跃度来源：兑换任务产品包10:1增加个人活跃度



生态价值

助力购采用区块链运营社 群的网络营销模式，并且借助

助力机制产生粉丝裂变效 果，在推广工作中，借助助力

来裂变更多的用户，可以 增强用户粘性，节约用户检索

成本，扩大营收。任何销 售都需要宣传成本，只有提高

销售量，才是降低成本最佳的方式，助力购的最理想化

应用是，引导销售，在用户助力到一个产品后，能够把

产品体验/配套产品/过往浏览产品推 荐给更多用户，让

用户得到相应参考，挖掘更多用户的需求，给与用户精

准产品推荐，避免了重新计算的时间，确保用户的粘性，

也能够提高营销收益，这种模式应用对任何一方都有利。



真实的评价机制 AI为您精准回复

千万助力可溯源， 智能识别语音文字， 赋能产业，赋予实

体让各个用户互利 
共享

区块链底层技术 AI人工智能 开源数据基于5G数据传输

创新型革命产品让 
等待不再等待

智能分发

建立流量池数据模 
块，让最真实的价 
值呈现在你面前

千人千面

根据用户行为的大 
数据智能分析，为 
每一个人呈上最喜 

爱的一面



今天的助力购，当市值过千 
亿的时候，年收入过千万的 

参与者有你吗？



把握趋势 创造价值
Thank You

打造一个全境覆盖的大农业生态链平台
    Create a larg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chain platform covering the  entire terri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