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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arket background analysis is  

a very important marketing  
activity and the first step to  

develop regional market.

市场背景
YOUSYOUS + BLOCKCHAIN

The blockchain can promote free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 RELATED INDUSTRIES
旅游相关行业发展现状

旅游方式单一

景区旅游业的服务项目通常是以一般性观光为主，活动内容单调，缺乏可让旅 

客直接参与的活动，直接导致旅客不愿长时间停留、旅游质量也不高

不正当竞争

由于旅行社经营者没有长远的战略计划，市场定位不明确，同时受经济利益驱 

动，各种不正当竞争现象在旅游市场中普遍存在

基础设施薄弱

旅游服务的配套设施发展跟不上旅游消费者增速的步伐，基本上是贯彻“以旅

游养旅游”的方针，只能因陋就简，以致设施不全

宣传力度不够

搞好宣传，形成品牌特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由于投入运行的景点或配套 

环境设施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造成了旅游景点品位不突出，品牌不彰显



YOUSYOUS &
区块链+ GST-Blockchain
The active economy must be a well regulated economy. The blockchain can  
promote free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It is a major upgrade of  
the market economy and provides a solid trust foundation for the  
circul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开放性

区块链的系统是开放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 

所有人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  

因此在旅游市场的整个系统的信息高度透明

自治性

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使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能够在去信 

任的环境自由安全的交换数据，将对人的信任改成了对机器的信任。此应用能 

为旅游相关市场带来更多的信任感

不可篡改

区块链单个节点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的，所有的交易、评论、评分、评级数

据都是不可篡改、但可追溯的；所有生态内的角色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 

此区块链的数据稳定性和可靠性极高

区块链将作为支撑旅游生态的最佳平台，带动旅游市场更多的发展，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更多的可行性
Blockchain will be the best platform to support tourism ecology and drive mor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market. It will have more feasibility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去中心化

区块链体系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任意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 的，

系统中的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护。把此结合 在旅游

市场中，将带来更多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TWO
YOUSYOUS + BLOCKCHAIN

The blockchain can promote free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Project introduction is a  
statement of the idea of the  

project, which can help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ject.

项目介绍



有声有色（YousYous ）和苏州园林一样是江南文化的代表，不是单纯的文旅商业街区、不是单纯的文创产业园区，而是集文创开发、国际艺文产

业、特色旅游街区和人文社区融合发展的复合型城市中心区。以创建全国文创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为目标，做实做亮历史文化名城之核

国际艺文复合创新标杆



吴文化
Wu Culture

创新
Innovation

国际化
Globalization

YOUSYOUS &
YousYous Central Culture Innovation District

新时期姑苏文化表达式

通过引进国内外优秀文化设计研发机构和国际品牌设 
计创意及制造销售资源，形成IP创意产业和IP开发聚 

集地，不断活化开发姑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Explore Three Innovation Models & Seven Chain Ecology
探索三个创新模式 & 七个链上生态

中华文化新经济：姑苏模式

在中国文化新经济背景下的，首个以姑苏文化为主题的落地场景文商旅体验街区，打造 

极具地方与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姑苏·桃花坞”创新商旅新模式

文化要素开发与街区活化融合发展的模式

将“IP+共创育商能力”为核心的文化要素开发产业与古城街区的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更 

新思路相结合，探索国际艺文创新复合发展之路

存量资产盘活的创新模式

改变传统以商业运营物业租金为主要收益的盈利模式，探索以项目区域产值、税收、就 

业的持续增长为驱动的资产增值创新模式，形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发展的格局

打造“姑苏+GST区块链”的全新商业生态

通过区块链的融入，让经营推广、文化溯源、GST流通支付、地方经贸、IP视频推广、 

文创版权、文娱价值激励等七大链上生态应用充分落地于以姑苏为主体的文创产业基地

YOUSYOUS &



在业态规划组合中，将文化、艺术、创意与商业、旅游融为一体，弘扬本项目的姑苏文化主题，营造富于个性的不可复制的差异化优势，区别于 

老城区传统商业和新老城区现代化的shopping mall，通过与消费者的互动体验，将本项目的品牌故事和定位发扬光大

以姑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与国际知名文化商业品
牌 相融为特色，打造苏州不可复制的城市差异化核心竞争
力

历史非遗文化 

传承

姑苏文化与国 

际文化创新

休闲娱乐活动

艺术设计体验

社交商务

国际文化体验

文化阅读



.THREE
YOUSYOUS + BLOCKCHAIN

The blockchain can promote free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he key point of project  
development is whether it has  

investment value and the  
obvious degree of its value.

投资价值



区块链技术的引入为有声有色的发展开启了全新的 
想象空间

作为一个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的区块链支付系统，  
GST逐步意识到区块链技术将深刻地影响景区旅 游
产业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文化、服务、 内
容价值等方面尤为突出

在有声有色景区生态中，GST亦可作为流通消费媒 
介，也可作为用户线上参与文创、园区项目方发 起
的视频活动等发放用户的奖励，从而提高客户 黏性

和参与度

同时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充分响应了国家大力发 展
区块链技术的现行政策

YOUSYOUS & GST BLOCKCHAIN
有声有色+GST 区块链

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革新和产 
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 
创新发展。由此可见，区块链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成为市场变革的主流方向



通过与区块链技术的结合，有声有色景区生态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次性 

消费景点。GST将通过链上DApp应用把有声有色生态中的文化标识、文化 

溯源、文化教育、文化娱乐、地区特色、景区服务、人文价值、特色景 点

等一系列景区生态模块逐一串联融合，以GST为价值流通枢纽，从而打 造

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韵味的GST有声有色生态乐园

园区将面向全球游客、GST将结合地方特色与本地市民一起，共同打造一 

个可循环、多方自主参与的景区生态。挖矿不仅局限于设备挖矿，园区 用

户的每次参与（线上线下各种形式）都将是一次“挖矿行为”，园区

结合GST区块链独特的共识机制奖励与运作方式将为园区高效地吸引流量，  

提高IP知名度，同时也将提升用户对历史的人文情怀、弘扬历史文化

THE COMBINATION
OF YOUSYOUS AND GST BLOCKCHAIN

有声有色与GST区块链的结合



国家文化新经济中心首个文化新经济白皮书示范标杆项目 政府重点招商引资标
杆项目政策支持

中国首个文商旅创新标杆体验项目
国际品牌与姑苏非遗文化融合聚集的创新产业链运营模式

中国唯一性文化IP活化项目 ——“唐伯虎故居”
不同于一般文旅项目的国际文化+商业融合体验标杆

国内首创店：梵高艺术主题花园+艺术酒店（艺术活化商业模式）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创活化+IP商业活化体验店等国际商业创新体验

以区块链技术赋能实体应用，响应科技政策支持 构建以姑苏为背景的全方位链
上文化新生态

政策高度 项
目标杆

商业消费
体验升级

文化IP 品
牌价值

国际品牌
创新落地

区块链+ 科
技赋能



推广经营
GST平台将通过引进国内外优秀的文化设计研发机构、国际品牌设计创意以及制造销售的相关资源，形成IP创意产业和IP开发聚集地，不断活化开发姑苏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在GST生态规划组合中，将文化、艺术、创意与商业、旅游融为一体，弘扬本项目的姑苏文化主题，营造富于个性的不可复制的差异化优势。并且  

GST将为大众提供一个信任、便捷、高效、稳定的社区平台，打造一个包含有声有色景区、历史文化、商业服务等全方位融合的国际化链上生态模式，以丰富的

应 用场景，推动有声有色文商旅的历史新发展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在利益驱动之下，文化产业成为了侵权盗版的重灾区。但区块链的到来为溯源防伪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它以去中心化的特殊优势，不依 

赖于某个组织和个人，利用可信的技术手段将所有信息公开记录在“公共账本”上，被认为可以解决传统溯源防伪业务中的“信任问题”。GST将响应国家维 

护桃花坞历史文化，让大众在文化阅读、名画赏析、纪念品收藏、园区浏览等方面了解到姑苏的历史文化。GST将以从源头到末端，从过程到细节的层层监控，

让扭曲事实、盗版伪劣的风气现象偃旗息鼓

文化溯源



支付行业的发展在近几年已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移动端的手机支付在为人们提供巨 

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难以预测的支付安全风险；银行交易的非实时性也阻碍着移 

动支付在各个行业应用中的普及。近年来，数字旅游消费已经成为全球投资者火热追 

捧的概念性话题。可以预见的是，在旅游消费领域，区块链技术的加持将有效促进景 

区支付数字化的创新历程

GST是一个包含数字资产、资产交易、DApp落地在内的区块链数字新生态；低门槛的 

使用、多语言的转换、更低的交易成本以及实时的支付服务让GST在有声有色景区生态

中 的流通更加安全、顺畅，能够帮助每一位游客快速地完成园区内的任意交易和奖励

兑 换。GST将构建数字货币与园区实体世界的无缝连接，让数字货币应用于桃花坞的

各种 消费场景，以7*24小时不间断的支付服务为园区游客提供更具高效便捷的链上生

态服 务，加速GST有声有色生态乐园一体化的建设进程

GST流通支付



地方经贸/信任经济
景区旅游业的发展往往能够带动并辐射其它地方领域的经贸发展。以姑苏文化为背景的有声有色景区生态毫无疑问将是地方服务经济的又一增长点。而信任经

济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是经贸往来的重要门槛，只有基于信任，任何经济的对接才能成为可能。GST将为园区经济构建一个共同维护的“信任”网

络， 网络中发生的每笔交易，都将公开发布给系统中其他参与节点，所有节点都共同参与校验，并确认交易的真实性，同时将通过校验的交易记录写入区块

链。为 此贸易双方共同参与验证、共同维护交易信息的“信任”网络便能够大大降低贸易中双方之间支付结算的风险，从而有效促进有声有色景区生态的经贸

发展



.VIDEOS BLOCKCHAIN
视频推广/IP流量推广/文创版权

视频推广/IP流量推广

GST提取有声有色IP文化元素，基于区块链技术充分挖掘媒体价值和流量价值，通过拍摄姑苏文化历史纪录片、制作姑苏文化宣传短视频、以地方IP形象在各个

流量 APP中发布宣传内容、不定期组织社区姑苏文化展览会等形式进行文化传播。GST也鼓励各广告商业、团队或个人拍摄创作视频，构建“人人皆媒体，分享

即价 值”的后互联网时代，助力“区块链+有声有色文化+广告媒体”的GST有声有色生态应用的发展

GST文创版权

目前，人们的版权保护意识已有所增强，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作品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低成本，这使得数字盗版现象严重泛滥，很多作品在未经授权的 

情况下就被传播。与此同时，数字版权贸易日益频繁，版权授权需求量激增，传统版权交易方式具有过程复杂、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低等特点，无法适应互联 

网时代数字版权贸易的需求。有声有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者极为独特的文化优势，基于区块链隐匿安全、不可篡改等天然优势，GST将为有声有色文化的版

权保护提 供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在GST有声有色生态平台上，用户可线上进行作品交易，平台将作品所有使用、传播等过程全部记录在区块链，有效对原创作品的版权进行保护，使其获得合法

权 益。除传统的作品版权外，GST还可将有声有色文化 IP 数字化，对 IP 的收益根据设定进行自动化分配，维护景区有关的文化作品、肖像等内容的版权安全，

同时增 加景区内容价值，促进GST生态版权交易市场的流通发展



文化娱乐/文化内容/价值激励

.VALUE BLOCKCHAIN

GST将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一套合理的内容价值分配机制，同时构建一个基于用户内容贡献度的价值网络。无论是文本、视频、图片、音频甚至直播类为主题的 

内容都可以在GST平台获得相应的的内容价值。GST使用统一的内容贡献算法对内容进行互动贡献。内容生产者、内容支持者、内容筛选者等都将围绕GST平台，  

基于用户对内容的有效贡献来获得相应的合理的回报

GST致力于形成一套从灵感孵化到自组织协同创作，再到组建创作工作室、版权交易、机构方联动协作等文创领域全生态网络。为作者、作品、机构等创造更大 

的价值，使其快速有效对接，缩短传统工作流程中繁杂的沟通环节以及加快缓慢的工作效率。GST将让每一次行为都可获得奖励，在有关有声有色景区生态方面的 

文字内容，阅读、点赞、分享、评价等将不再是无意义的行为。GST 生态中的经济激励系统，将有效奖励用户的每一次生态行为，并通过用户行为反向激励文 娱

内容创作者，从而提高文化作品价值

文娱价值激励



.FOUR
YOUSYOUS + BLOCKCHAIN

The blockchain can promote free exchange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he future planning of the  
project is very important,  

which is the overall control of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未来规划



I. 设计定位为面向桃花坞文旅商园区的区块链 3.0 基础设施。技术特性设计先进，能够有效支撑实用化的GST有声有色生态园区建设

II. GST团队搭配及分工合理，技术研发能力强，市场推广能力强，场景落地能力强，能够确保GST实现园区设计的各种特性

III. 基于GST构建的区块链链上应用能够迅速在有声有色园区推进落地团队将进一步策划和开发基于GST的分布式园区文化分享平台

IV. GST团队作为技术提供方，目前已和多个具有区块链技术优化和提升现有业务流程的公司合作

V. GST团队正积极构建合作伙伴联盟，力争将GST有声有色生态应用辐射到尽可能多的实际场景中去

VI. GST团队正积极构建开发者社区，在技术层面确保更多技术人才加入到园区支付的基础设施改进和基于GST的DApp开发中来

VII. GST团队正积极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区块链有声有色生态圈，为更多用户进入有声有色所衍生的人文复合世界提供窗口和保障，为园区提供完善的园区运

营工 具和全面的园区发展支持，为区块链有声有色生态圈的丰富应用场景提供底层技术支持和社区服务

GST



入阊门河而东，循能仁寺、章家河而北，过石塘桥出齐门，古皆称桃花河。河西北，皆桃坞地，广袤所至，赅大云乡全
境

——徐大焯《烬余录》

 YOUSYOUS+ GST BLOCKCHAIN
GST期望以多⾓度呈现有声有色⽂化，让更多⼈认识有声有色，共同参与世界⽂化的传承。同时利⽤营销推⼴⼿段，让有声有色文化飞出中
国，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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