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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meLand团队的介绍

ANGELA GLOBAL Co., Ltd.

PRIME HOLDINGS Co., Ltd.

公司总部设在台湾，在房地产业务的基础上开发三种新的
网络业务。该公司深爱着日本的传统文化和新内容，并致

力于将其传播到全世界，保护日本艺术家的权利和
该公司将努力创造利润机会。

总部设在日本；web3业务规划，日本内容IP。
它负责制作向世界传播的作品。



2. PrimeLand

元宇宙

3

将精选的日本传统文化以及最新的內容
播放到全世界，將创造出盈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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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imeLand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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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imeLand内容

◼ 建立METALIVE，一个向世界推广日本娱乐和文化的数字媒体。
◼ 「Primez」NFT市场，提供独特的日本审美世界内容。
◼ 日本和东京的地标性建筑，如东京塔、涩谷109号、东京巨蛋和神奈川门。在附近，建立了一个 "剧院"。该

剧院将举办各种活动。
◼ 还为每个赞助客户建立了画廊和合作设施。
◼ 虚拟单位的销售。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房间里展示NFT的收藏。
◼ 还设置了广告牌广告。



5. PrimeLand内容



6.  PrimeLand内容



7.  PrimeLand内容



8.  PrimeLand内容



9.  PrimeLand内容 广告牌广告



10. PrimeLand 广告牌广告



兰（Lan）普里莫（Primo）

特征

⚫ 聪明的女孩，喜欢好闻的味道。
⚫ 我最近对蛋糕上了瘾。
⚫ 最喜欢的颜色是粉红色。
⚫ 她是一个很好的舞者，并以一颗纯

洁的心来享受它。
⚫ 良好的信息收集能力，可以提高事

情的准确性。

特征

⚫ 好奇和聪明。
⚫ 有点像猫一样变幻无常。
⚫ 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 她喜欢唱歌，并梦想着能出道。
⚫ 他们好奇心强，对许多事情表现出兴趣，

并积极尝试参与。

普里莫（Primo）和兰（Lan）出生于PrimeLand

PrimeLand最重要的是社区，它与以前的项目有很大不同，PrimeLand旨在消除创作者和用户之间的界限，共同创造和提升内容，而不是单向地向用
户提供游戏、节目和现场表演等内容。我们希望消除创造者和用户之间的界限，一起创造，一起使项目更加精彩。出于这个原因，PrimeLand是开放
的，每天都与社区成员进行沟通。

同样重要的是，用户有一个在这个空间里交流和操作的目的，以便留在元空间里。
我们希望人们通过与明亮和友好的普里莫斯和兰花的交流，感觉到他们想留在这个空间里。

11.  普里莫和兰

在PrimeLand，Primo和Lan带你到一个你还没有见过的世界。



12. Prime Meta Token

Prime Meta Token
PML



PrimeLand允许用户使用Prime Meta Token（PML Token）来参与生态系统的各种活动。

PML代币是一种可从'PrimeLand'获得的加密虚拟货币，可用于各种活动，包括进入元空间的门票，购买元空间中出售的NFT作品，以及访问内容。

土地：土地是元气空间中的一块土地，可以由玩家持有并作为NFT发行。最初的土地由160 x 160块土地组成，可以通过平整土地来扩大。土地所有者可以在他
们的土地上建造 "建筑物"，在其中举办 "活动"，并提供 "NFT展览和销售活动 "和 "游戏 "等服务。

持有者还可以赚取土地上产生的部分收入，如 "在土地上完成的谈话赚取 "或 "活动和销售"。如果你组织的活动在土地上吸引了很多玩家和兴奋点，你将得到
PML代币的奖励。

租用费：剧院可以出租给其他用户。在这种情况下，租赁费应是PML代币中规定的金额。

入场费：剧院拥有展示和举办艺术作品和现场表演的设施。组织者用PML代币设定入场费。
这可以从以下方面受益。

广告：广告可以放在剧院的外墙上，也可以放在内墙上。用户可以用PML代币向广告商收取费用，赚取广告利润，并且
是的。

奖励：用户可以通过在平台上展示和销售待售的NFT来获得奖励并参与激励计划。
有助于市场流动性的创造和生态系统的增长

推荐奖金：当新用户加入PrimeLand或用用户的推荐代码出售资产时，推荐人将获得销售金额的0.5%的奖金。
他们将得到报酬。

13.  PML生态系统



Team & Advisors
15%

Seed
2%

Private sale
8%

Public sale
1%

Ecosystem & 
Liquidity64%

Marketing & Partnership
10%

代币符号PML
供应总量 10,000,000,000
一般销售起价为0.005美元

分配比例 比率

团队和顾问 15%

种子 2%

战略性撤资 8%

一般销售 1%

生态系统&
流动性

64%

营销和伙伴关系 10%

总数 100%

14.  PML代币分配



种子/战略/公开销售

11%
总供应量

种子销售价格2% 200MIL代币
0.001美元（FDMC 1000万美元）。
1个月后交付，15个月的归属期

战略销售价格8% 800MIL代币
0.002美元（FDMC 2000万美元）。
2个月后交付，12个月的归属期

一般销售价格1% 100MIL代币
0.005美元（FDMC 5000万美元）。

代币供应总量

10B 

(*)FDMC: 市场资本化

15.  PML代币销售计划



分配比例 % 代币供应
TGE
解锁

克里夫 归属

团队和顾问 15%
1,500,000,000 

0% 6个月 15个月的归属期

种子 2% 200,000,000 0% 1个月 15个月的归属期

战略性撤资 8% 800,000,000 0% 2个月 12个月的归属期

一般销售 1% 100,000,000 100%.

生态系统和流动性 64% 6,400,000,000 5%.
5%用于TGE的流动资金，然后根据发展
计划在48个月内归属。

市场营销与合作伙伴 10% 1,000,000,000 0% 1个月 12个月内归属的

总数 100% 10,000,000,000

16. PML代币分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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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ML代币发行时间表



2022

⚫ 概念和想法
⚫ 发展的开始

• 艺术风格

• 用于为元空间设计区
块链。

• 区块链研究和开发。

1月/2月：代币销售
计划

⚫ 空投#1,2,3...
⚫ 种子轮
⚫ 战略回合

1-2月：IEO和。
在GATE.io上市

• 全球扩张

• 产品开发

• 社区发展。
• 全球事件

• 角色发展
• 游戏玩法

• 区块链用于游戏开发
和发布。

• 权力下放

• 全球区块链游戏生
态系统。

• 跨界游戏，。
• 物品交换，角色交

换...

2023.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2023.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24 2025

思想与艺术风格 代币销售和MVP 完整版 下一代的游戏玩法 区块链游戏
生态系统

o 社区对游戏性的贡献。

18.  2022-2025年路线图

• 对产品开发抵押品的
投资



19.  拥有PML的优势

1.根据PML代币的持有量和使用期限，以PML代币形式向持有人返还5%的Primez销售额，每6个月汇总一次；2.根据PML代币的持有量和使用期限，以
PML代币形式向持有人返还5%的Primez销售额，每6个月汇总一次

2.可用于METALIVE上的小费，用PML代币可以获得奖金。

3.NFT工程，ETH贷款由PML代币担保，预计在2023年底。

4.穆盟象征性地给了活动中的投票权。如：拳击比赛、竞赛中的投票，等等。

5. 从PML代币到各种加密资产和法定货币的安全部署。

6.在海外主要加密资产交易所上市后，价格有望上涨。

7.客制元宇宙的发展。

8.可以在Metaverse开店。

它提供了其他代币所没有的独特好处。



20. METALIVE

让日本的娱乐和文化更容易被接受

面向世界的数字媒体



向世界实时传播日本娱乐文化

愿景

它将成为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日本娱乐

业的标准工具。

颠覆日本娱乐业

任务

传播日本亚文化
通过现场表演向世界展示日本的亚文化

METALIVE的强点

日本娱乐文化的主导地位
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信息的
能力

与Web 3.0整合的媒体，实现了用
加密资产（代币）进行积分购买。

通过限制人才和流派。
确保交付的质量

METALIVE在传播、投资和专业化方面的定位与传统

LIVE平台不同。

21.  METALIVE的前景



官方渠道
实况转播

官方渠道和
现场直播

服务

提供官方节目，如电视
由经销商用智能手机拍摄

两种播放方式 METALIVE提供了一个用于官方直播的 "官方频道 "和一个更私人的 "直播"。 此外，

为了提高盈利能力，我们计划举行观众参与的试镜和项目，让观众竞争扔给他们的钱的

数量。

22.  播放方法



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很受欢迎，cosplay、偶像和雕像是服务的主要重点。

用户
艺人

由于表演者的性质有限

高度的公共关系和盈
利能力

⚫ 多语言支持

⚫ 微博有8亿多用户

⚫ 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参与

⚫ 区块链应用

一个连接日本和世界的新平台，超越了传统的LIVE发行平台

注重生活。
提供高质量的媒体

⚫ 应用程序的使用

⚫ 通过限制交付权的质押来担保

⚫ 通过移动电话可以查看

⚫ 用加密资产（代币）购买积分

⚫ 确保品牌建设

⚫ 高达50%的付费积分返还

⚫ 该相机可以从手机上拍摄/发布

多功能/全球
用户体验。

23.   发展服务



官方频道
(播出原创节目）

网购
(直播商务)

粉丝俱乐部
(副刊)

多种多样的支付系统
(信用卡、电子和加密货币资产)

播出官方原创节目。 在发布
会上，流派和表演者将受到
限制，以确保节目的质量。

订阅为人才提供了
持续的盈利能力。

通过直播商务进行交
叉销售的目的是为了
增加商品和门票的促
销效果。

区块链技术的引入允许购买加
密货币资产，即prim币。 国
际支付也是可能的。

24.  各种功能（示意图）



通过举行试演
粉丝投票

莱伯的正常分娩。

粉丝俱乐部 网购

活动的组织

企业广告

把钱扔进现场分配。

定期举行试演。 可以预计，投球
和购买支票票的收入将会增加。

METALIVE还将引入一个订阅
计费系统。

包括实施电子商务系统和代表公司进
行推广。收取销售额的20%作为销售佣
金。

组织了现场活动和其他活动。
收入是通过票价和PPV产生的。

METALIVE将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能够
向亚洲地区传播信息的媒体。

这使得它成为希望在亚洲推广自己的公
司的理想地点。

作为一个媒体，可以预期会
有各种现金点。

25.  现金点



这个节目介绍了涩谷和原宿的潮流，同
时在街上看到了美丽的女孩。 其目
的是寻找在中国首次亮相的KOL。

■ 偶像老虎 想创业的偶像们谈起了
自己的梦想。 投资者的钱真的
会起作用吗？
*抛出链接到在线用户。

这里介绍了日本所有类别的竞赛皇
后，从顶级竞赛皇后到新秀。

寻找隐藏的温泉!略带闷骚的温泉之旅
种族女王和性感偶像报告温泉，加上
美味的饮料，心情得到了提升⤴ 最
后一部分是承诺的。

■ Yokocho NAVI
三个喜欢喝酒的女人，去合欢街、口
琴洋行等地方拼命喝酒。该级别处于
广播禁令的边缘。

26.  原创节目制作（示意图）



27. Primez

我们将独特的日本审美世界的内容，
从Primez NFT市场

向日本和世界传播出去。



JLOC（日本兰博基尼车主俱乐部），由Primez赞助的超级GT比赛团队。
Primez发行赛车女王NFT交易牌，以便向她们的粉丝传播公关，导致购买。

28.  Primez



日本的内容和相关产业总额为53万亿日元（3920亿美元），占GDP的10%，尽管人口减少，但国内市场将继续每年小幅增长，到2020年达到13万亿日元
（960亿美元），其中网络媒体约占34.2%，即44502亿日元（32.9亿美元）。特别是网络媒体，预计在2020年将扩大到44502亿日元（32.9%亿美元），或
约占总数的34.2%。

日本内容的海外市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在十年内增加了一倍以上，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2万亿日元（14.8亿美元）。
按行业划分，最大的海外市场是动画，其次是快速增长的智能手机应用的网络游戏，然后是漫画的印刷出版和发行。

2016年的海外市场规模依次为美国、中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其中美国约占45%，中国占13.5%，日本占11%，2016年来自16个国家的总额为
101.9万亿日元（754亿美元）。

Primez NFT市场将关注那些日本内容的价值和NFT，保护和提高日本文化中创作者的价值，不仅在日本市场而且在美国和亚洲创造一个新的经济领域。

29.  市场

◆提高内容创作者的价值
◆扩展到日本和国际市场

兑换成134日元兑1美元



30.  世界的元宇宙市场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估计2021年元宇宙市场的规模约为389亿美元，
2022年将增长到475亿美元。

预计到2030年，它将增长到约678亿美元，大约是目前水平的17倍。全球信息公司
的一项研究预测，它将在2027年达到4269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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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市场规模估计在2020年为140亿日元（104百万美元），2024年约为1000亿日元（746百万美元）。

近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灾难的影响和5G通信等通信速度的加快，包括直播应用在内的数字直播娱乐市场持续快速扩张。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734 百万

534 百万

367百万

234 百万

104 百万

单位：百万美元

31.  关于日本的直播市场

兑换成134日元兑1美元



（1） 从日本传统文化到当代音乐、动画、艺术、偶像和体育，我们拥有精选
的内容IP之所有权。

（2）在拥有8亿账户的微博 的合作下，向中国社会广泛提供信息。

（3）与获得巨大粉丝的网红合作，从日本到亚洲可以开展营销活动。

（4）METALIVE是第一个提供用加密资产PML代币可以打赏（Tipping）的平台。
同时在早期阶段就与web3兼容。

32.  竞争力



向世界传播信息的能力

大V

全球

市场营销
面向世界的
营销战略

价值

日本文化和
WEB3.0的专题性

大V

知名国际人士
的出场

市场营销

在拥有8亿用户的日本微博的媒体合作下，将在海外开展大规模营销。 此外，计

划在节目中出现的巨型影响力人士将在各种社交网站上进行沟通，并在海外投放广

告，以便在推出时吸引用户。

价值

在国外知名的凹版偶像和COSPLAYER中出现了大规模流感。

恩索尔的出现使其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国际用户。

此外，由于强烈反映日本文化的流派已经有许多海外粉丝，如凹版画和cosplay，出

现在这种媒体上有助于吸引外国粉丝。

报道称，"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目标是，让所
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我们的服务。

这项服务介绍了区块链技术和

实现了用 加密资产（代币）购买积分的能力。

许多外国人也对日本的亚文化感兴趣，并对它们充满热情。

鉴于上述情况，它作为一种媒介的价值也得到了保证。

全球化的三个轴心

33. 在日本和国外传播和竞争的能力



森崎友美
Instagram：505万
Twitter： 34.4万

桥本理奈
Instagram: 79.3万
Twitter： 33.9万

青山光
Instagram：11.2万
Twitter： 32.9万

川治幸子
Instagram：2.4万
Twitter： 3万

34. 竞争力 粉絲营销

粉丝营销：对已经获得粉丝的大V进行营销。



35.  销售目标

从2023年起，营销工作将全面展开，目的是将知名度从日本扩大到整个亚洲。
从2024年至2025年将提高增长率。销售的目标营业利润率为20%。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7.1百万

17.9百万

23.9百万

28.4百万

33.6百万

单位：百万美元

兑换成134日元兑1美元



36.管理团队

周凡
首席运营官

周凡曾担任二十多家公司的顾问，
包括伊藤忠、三井工程与造船、三
井银行、三井物产与火灾保险、三
井O.S.K.航运、东芝、电通、索尼、
丰田、丸红、日本石油公司和日本
航空公司。Under-Z集团和Z控股的
主席。集团和Z控股。

周安琪
首席执行官

周安琪是一位从事贸易和咨询工作
的台湾女企业家。
自2017年起，她将业务重点转移到
区块链和加密资产交易上，自2019
年起，她开始做NFT的研究，并引
入PRIMZ对世界的影响。

克里斯-米勒
美国地区经理

率先将加密资产解决方案引入
该行业，负责该行业的市场开
发、销售和服务基础设施。在
该领域有10年以上的经验，多
个区块链合作伙伴构思用例并
帮助公司进入市场。

陈大伟
地区经理，台湾

他曾在美国、中国、香港和台湾
的许多国际上市公司担任过首席
执行官、首席运营官和总经理。
其中包括甲骨文、雅虎和腾讯，
它们都是世界500强企业。

工藤直和
评估师

Naokazu在珠宝和艺术品的包围中长大，
在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发展了自学的
珠宝知识。在他2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
宝石之乡Okachimachi接受了培训。 他
目前在日本经营一家宝石鉴定公司，还
参与了对宝石的评论和监督宝石计划。
宝石和监督宝石计划。

杰森-林
地区经理，新加坡

杰森是加密货币应用的营销专家。他
在投资银行和战略咨询方面有超过7
年的经验，曾在他目前在新加坡经营
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同时也是该公司
的首席战略家和顾问。他有超过7年
的投资银行和战略咨询经验，在银行
业为本地和外国银行工作。

爱德华-洪
地区经理，香港

拥有超过30年的经验，在在私募股权
和房地产领域，Edward为他在香港的
区块链和NFT项目的工作带来了丰富
的香港、中国和日本经验。

石崎隆博毕业于日本广岛大学汉语言文学系，
并于1980年作为日本政府在中国的第一个公
派留学生到北京大学学习。 1984年，他曾
分别在广岛市政府、日本驻重庆总领事馆和
台湾的日本基金会工作，2016年回国后加入
Z控股和微博JAPAN，并在公司成立时期就
加入了公司。
PRIME管理公司的总裁。
代表董事，PRIME控股有限公司。

石崎隆博
CMO



37.  支援单位



6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4月5月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推出直播服务

在海外主要交易所上市

NFT工程启动元宇宙开发和实施

扩大在海外主要交易所的上市 国际市场伙伴关系

10月

12月

发行PML代币
市场启动

发放信用卡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

2022 2023

元宇宙实施
元宇宙直播开始

38.  路线图

元宇宙剧院完工
元宇宙，阿凡达服务启动

元宇宙社交网络服务启动 元宇宙启动贸易服务 元宇宙艺术馆开幕



在拥有和使用PML之前，请确保你准确认识并承认以下风险。本公司不对用户因以下任何风险而造成的任何损失负责。

1 与PML本身的财产价值有关的风险
PML不是作为证券、金融工具或任何其他投资产品或金融工具交易中的预付支付工具发行的，而是作为加密资产。然而，这并不是由PML发行人认可或保证的。PML用户被要求在
自己的责任和授权下使用外部服务进行自己的操作。

2 因丢失私钥而丢失PML的风险
签约人自己的PML等的交换需要私人钥匙本身或私人钥匙的组合，签约人在自己的授权和责任下负责管理其私人钥匙。由于对签约人的网络钓鱼攻击、对签约人终端的恶意软件攻击、
DoS攻击、基于协议的攻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攻击，PML可能会丢失或受到其他损害。

3 与Ethereum协议相关的风险
由于PML是基于ERC20，即以太坊协议，以太坊协议的任何故障、失效或失败都可能对PML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并可能导致PML的暂时不可用。此外，使用PML需要在以太坊网络
上转移资金时收取转移费（GAS费），该费用可能由于与PML发行者无关的原因而上升，如以太坊网络的拥堵。

4 采矿攻击的风险
PML和其他基于公有链协议的去中心化加密代币一样，在区块链上验证代币交易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挖矿攻击。这些攻击可能对记录交易和其他与PML有关的信息构成风险。

5 立法和税收变化的风险
任何与PML有关的法律、法令、法规、命令、通知、条例、准则或其他法规或税收制度在未来可能会有变化。此外，用户必须根据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就是否报税和其他与PML有
关的税务事宜作出决定。

6 由于用户的输入错误和其他因素造成的风险，等等。
由于输入错误或用户的其他行为，第三方通信或系统设备的故障、失灵或运行状况，自然灾害或网络攻击或其他原因，可能存在非预期交易结果的风险。

7 用户之间的关系
用户与其他用户或第三方之间的交易、沟通和纠纷应由用户自行处理和解决，本公司对此类事项不承担任何责任。

8 由于PML的发行或暂停流通等而产生的风险。
本公司对用户因暂停、终止或改变聚美优品的发布和传播、删除或丢失用户的信息或资料、取消用户的注册、因使用本服务而丢失数据、设备故障或损坏或其他事项而遭受的任何损
失不承担责任。

39.  免责声明



ANGELA GLOBAL Co. Ltd.

http://prime-meta.io
邮件：info@prime-met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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