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经钻    CZ

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发展和进步，价值型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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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将带给您惊喜

（简要介绍）



这场变革由真正的价值币驱动，财经钻CZ目前正在引

领币圈变革！（币圈未来属于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推

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

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

一：币圈大变革进行中，空气币、传销币落幕阶段。



 

作为价值型投资，而不是赌博，币种对社会的良性推动价值就很重要。数字币无国界，

如果真有好的价值，对社会和人民有利的价值，那么这种币就比较值得关注（财经钻CZ

就属于这类币种）、值得入手；因为这种币种，只要稍加推动，就能扩展到全球大部分

国家，这些国家也会接受这种对他们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币种，那么他未来的价值就非常

大。这是比特币和空气币、传销币做不到的，比特币和空气币、传销币在全球大部分国

家不受欢迎、未来也不可能受欢迎。

 

二：财经钻CZ价值型投资首选



三：财经钻CZ为何比“比特币”更优越：

 

2、财经钻：

财经钻推动的是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这些也是全球大部分国家领导人大力

倡导和推动的，而这些财经钻正在做，并且已经有一定成果，符合全球大部分国家以及国家领

导人力推的价值方向，也是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欢迎和期待的，财经钻将顺利扩展到全球大部分

国家。

1、比特币：

比特币主要是炒作和支付交易、所谓“挖矿”巨额能源浪费、以及交易所操纵和一系列犯罪行

为，这是比特币在全球大部分国家不受欢迎的原因。财经钻和比特币，有本质区别。
 

“

”



财经钻CZ，属于真正的价值币。从某个角度说，财经钻CZ后续将收割整个区块链和币圈的空气币/传销币，

这是作为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财经钻CZ的底蕴，这也仅仅是财经钻CZ诸多优势其中的一项。

四：现在整个区块链行业和币圈99%以上属于空气币/传销币；

真正的价值币没有几个，十个手指头也能数过来。



 

币圈未来与方向是能创造和提供正能量价值的真正价值币。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

财经钻CZ，八年老牌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极具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

行业第一！财经钻官网 www.cjz.vip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数年时间持续性做出贡献，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

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取得成果！

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币，正能量，价值型驱动，符合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社会与人民的价值观，也是他们所稀缺

的；财经钻CZ带去的都是对他们有利/有益的价值，是正面的促进作用，财经钻CZ可以顺利扩展到全球绝大部分国

家，市场非常广阔，财经钻CZ未来的价值非常大。

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12个应用场景，更多世界级应用场景扩展中，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

的进步和发展。

 

五：财经钻CZ简介：



财经钻CZ某些不同领域的单个应用场景，将发展为

全球排名第一或者排名靠前的独立平台/独角兽（比

如科技平台、创新平台等等），而这些平台，都是

财经钻子平台。

六：



财经钻CZ，将推动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创新、科技、

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进步和发展，将成为

全球价值型驱动巨头；同时财经钻也将在全球范

围内通过价值型驱动/衍生品等获取巨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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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钻的贡献，或许比您期待的更大，也比我们目

前展示的更大；财经钻将陆续给出更多惊喜！财经

钻CZ，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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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财经钻CZ详细介绍一（基本情况介绍）

全球首个价值集群应用场景 财经钻CZ



一、财经钻CZ是什么？

财经钻CZ既是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高价值币，也是国内外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

户和财经平台、独角兽，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自成立之日起，财经钻（包含财

经钻前身）从未推荐过问题理财产品，并且经过数年时间验证：财经钻推动的都

是正确的（有几个能扛得住时间检验？财经钻能），价值型导向！财经钻已经成

为意见领袖。财经钻简称：CZ，财经钻官网 www.cjz.vip

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12个应用场景，更多世界级应用场景扩展中，推动创新、

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二、品牌升级后的财经钻CZ有什么特点？可以做什么？

可以交易、流通、珍藏/升值、使用等等。

财经钻面向全球用户发行，总量永久限定在3
千万颗。

全球发行，限量3千万颗

财经钻目前已经落地12个专属应用场景（全球
首个价值型集群应用场景），同时将陆续推出
更多专属世界级应用场景。对国家、社会、大
众、创新、创业投资、科技、用户、世界均有
益/有利。

专属的应用场景

财经钻将提供价值型应用场景开发/运营平台

除专属应用场景外，财经钻将提供开发/运营
平台，全球范围价值型应用场景开发者，均可
在财经钻平台开发应用场景、运营应用场景。

财经钻将提供价值型应用场景/世界级基础设
施、价值型公链平台等。

更多应用场景

财经钻将接入第三方应用场景；与外部应用场
景合作等等。



三、财经钻CZ体现在哪里？

1、限量的价值

全球发行，限量3千万颗。发行结束，即不再有新的财经钻发行。

2、体系的价值

财经钻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数字币，是一个创新创造、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发展的体系。

3、交易/流通/典藏/使用的价值

财经钻可以交易、可以流通、可以典藏，可以使用... 无论是基于哪种目的，财经钻总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4、场景的价值

财经钻有自己专属的应用场景，在这系列的场景中，财经钻会是唯一的使用工具。同时更多的专属世界级
应用场景将陆续推出，财经钻应用场景将在全球使用，推动全球发展。

除专属应用场景外，财经钻将提供开发/运营平台给全球的价值型场景开发者使用，在财经钻平台运行。同
时财经钻将接入第三方应用场景，与外部应用场景合作等等。



持有财经钻的用户，有专属的体现。随着财经钻体系
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会对财经钻持有用户提供更多
的服务。

Ø 5、荣誉的价值

持有财经钻的用户，可获得世界级的创新支持、
科技支持、创业投资支持、财经支持、财经钻
平台支持等等。

Ø 6、获得创新、科技、创业投资、财经、平台等
等支持的价值

持有财经钻的用户，在应用财经钻的同时，也在推动
社会和世界的进步发展。

Ø 7、推动世界发展的价值

Ø 8、关于财经钻详细的价值/价格体现和支撑，请查看第
24页开始之“第三部分：财经钻CZ详细介绍二（重点
要素介绍）”



四、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哪些应用场景？

财经钻CZ已经落地12个应用场景：

创新是世界发展关键因素、非常有价值，

在创新与世界应用场景，在全球通过财

经钻的应用，激发每个人创新潜力，让

每个人的创新潜意识逐渐向现实转化，

让创新在全世界普遍起来、促进世界发

展。

1、创新与世界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未来方向，不单单

是国内，国际亦如此。但目前创投行业

出现怪圈：优质项目找不到投资、投资

者投不到优质项目，这种情况不是个案，

而是普遍情况，非常严重！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很多，已经影响到创投行业发

展。创业投资应用场景，将通过财经钻

的应用来对接和激发创业者和投资者，

让创投行业更加高效，进一步促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科技正带给世界天翻地覆变化。有怎样的科技

需求，就会有怎样的科技研发向需求靠拢；有

怎样的科技技术，也会催生相应的科技应用；

但现实中的科技供应与需求并未被有效带动和

激发。科技应用场景，将通过财经钻的使用有

效对接和激发世界各地的科技需求和供应（将

通过财经钻的使用给世界各地的科技需求/供应

提供一个财经驱动对接平台），让科技更有效

的为国家、大众、世界服务，让全球的科技认

知形成合力、加快发展。

2、科技供应和需求

3、创业和投资



智慧的力量，理财师应用
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
汇集全球各地理财师，智
慧分享与获取。

4、财经大家说

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财经小世
界，都有展现和追寻价值/真知
灼见的期待！财经大家说应用场
景，通过财经钻应用，每个人均
可展现自己对财经的认知，也可
品味他人的价值意识；可在此展
示和收获想要的财经知识。

众筹是一种便捷、大众能参与的投融资渠
道，未来方向之一；目前众筹的难点在于
优质项目很难上线众筹平台（众筹平台各
种潜规则让很多优质众筹项目没有机会上
线，很多优质项目因此胎死腹中）；众筹
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应用，解决以上难
点，给优质众筹项目和投资人提供一个便
捷对接平台，让每个优质众筹项目，都有
机会展现。

5、众筹 6、理财师入驻

四、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哪些应用场景？



12、财经问答
投资理财的困惑/迷茫、价值投资追寻、
收益探求、财经精华干货等等，在财
经问答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
找到答案。

7、并购
并购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提
供一个国内外并购类资源对接整合平台，
提高资源整合效率。

8、信托
信托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让
精选信托与需求有效对接。

9、私募
私募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让
精选私募与需求有效对接

10、我是投资人
投资理财，不确定性太多，我是投资人
应用场景，通过财经钻的应用，每位投
资理财者可发布适合他们自己的投资理
财需求，借用真知灼见、借用智慧力量，
汇集资源保卫收益、探求收益。

11、机构/金融/理财
机构/金融/理财应用场景，金融机构、
投资理财机构、投资理财者的集散地，
通过财经钻的应用，金融、投资理财机
构可以在此展示他们的产品。

四、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哪些应用场景？



6、财经钻、将带来持续不
断的惊喜和价值！

1、财经钻CZ，将推动全球大部
分国家的创新、科技、创业投资、
价值型财经等等进步和发展，将
成为全球价值型驱动巨头；同时
财经钻也将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价
值型驱动/衍生品等获取巨额收益。

2、更多国家的语言支持

财经钻应用场景除中文外，
还会陆续开通全球大部分国
家语言版本，让世界大部分
国家用户参与。

财经钻除了自身开发专属应用场景之外（后续将陆
续推出更多专属世界级应用场景），也将提供财经
钻开发/运营平台给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型场景开发
者使用，开发/运营一站式平台；接入第三方应用
场景；并全部在财经钻平台实现。同时财经钻将与
其它外部应用场景展开合作。

3、更多的应用场景。财经钻平台将成为全球最
大的价值型应用场景综合体。

4、不同领域的单个财经钻应用场景
（自身开发的专属应用场景），将发展
为全球排名第一或者排名靠前的独立平
台，而这些平台，都是财经钻子平台。

财经钻体系将与全球参与
者共同建设更成熟、更具
空间的价值体系。

5、更成熟的财经钻体系。

五、财经钻CZ的未来是怎样的？



六、财经钻CZ相关

B、集群应用场景价值简析：财经钻总量固定，随着应用场景不断增多、
应用场景创造的价值不断增强，财经钻的价值会不断提高。

1、

A、单个应用场景价值简析：使用一次应用场景消耗1颗财经钻。从财经
钻应用场景实际价值分析，权威财经平台单次优质全程服务，费用是数
十万元人民币，也就是使用一次应用场景，市场的实际费用是数十万元；
财经钻CZ应用场景单次优质服务实际费用/价值是数十万元，即1颗财经
钻CZ对等数十万元人民币价格/价值；而目前购买1颗财经钻（可以使用
一次应用场景）价格低位，现实已预留出增值空间。

C、财经钻平台综合体价值简析：财经钻将成为全球价值型应用场景开发
和运营平台，同时将接入第三方应用场景，和外部应用场景展开合作等
等，财经钻未来价值不可估量。



3、如果您还有所疑惑，如果您期待价

值会更高，财经钻后续将推出的更多

延伸/扩展系列等（因为商业秘密原因，

此文挡未展示）会解决一切。财经钻

的贡献，或许比您期待的更大，也比

我们目前展示的更大；财经钻将陆续

给出更多惊喜！财经钻，价值型驱动！

2、单纯从上述第1条A分析即可看出，财

经钻目前价格低位状态；再加上第1条B和

C，随着财经钻的发展和价值提升等，财

经钻价值未来可观。



第三部分：财经钻CZ详细介绍二

（重点要素介绍）



第三部分：财经钻CZ详细介绍二（重点要素介绍）

财经钻CZ目前已经落地12个应用

场景，更多世界级应用场景扩展

中，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

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财经钻CZ既是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高价值币，

也是国内外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和财经平

台、独角兽，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自成立之

日起，财经钻（包含财经钻前身）从未推荐过

问题理财产品，并且经过数年时间验证：财经

钻推动的都是正确的（有几个能扛得住时间检

验？财经钻能），价值型导向！财经钻已经成

为意见领袖。财经钻简称：CZ

一：财经钻CZ



1、财经钻CZ

财经钻，价值型驱动。

财经钻属于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和财经平台、独角兽，
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价值型导向。目前财经钻
应用场景提供单次全程服务市场价格为数十万元、提供单
次全程服务对应消耗1颗财经钻；即1颗财经钻对等数十万
元。

而目前财经钻价格低位，现实已经预留出增值空间。

随着财经钻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后续接入第三方应用场景、
和外部应用场景展开合作等等，财经钻的价值将不断提升；
财经钻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到时财经钻应用场景提供的
单次全程服务，价值会更高，增值空间更可观。这些都是
实实在在能看到的价值。

二：财经钻CZ介绍

目前1颗财经钻的实际价值为数十万元。

2、财经钻CZ概述

财经钻，价值型驱动、落地应用场景

1）、财经钻已经落地12个应用场景，世界级

应用场景不断增加中；

2）、财经钻价值型导向！推动创新、科技、创

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3）、财经钻CZ，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

4）、财经钻官网 www.cjz.vip 



1、财经钻推动的是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
这些也是全球大部分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和推动的，而这些财
经钻正在做，并且已经有一定成果，符合全球大部分国家以及
国家领导人力推的价值方向，也是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欢迎和期
待的，财经钻将顺利扩展到全球大部分国家。

2、财经钻影响力和公信力价值：

财经钻CZ既是真正的价值型数字币/高价值币，也是权威财经
门户/主流门户和财经平台、独角兽，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
公信力，自成立之日起，财经钻（包含财经钻前身）从未推荐
过问题理财产品，并且经过数年时间验证：财经钻推动的都是
正确的（有几个能扛得住时间检验？财经钻能），价值型导向！
财经钻已经成为意见领袖。

三：什么决定了财经钻CZ的价值？

价值分为几方面：



4、价格：

财经钻，价值型驱动。目前价格低位，现实已经预留出增值

空间。财经钻属于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和财经平台、独角

兽，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价值型导向。目前财经

钻应用场景提供单次全程服务市场价格为数十万元、提供单

次全程服务对应消耗1颗财经钻；即1颗财经钻对等数十万元。

随着财经钻应用场景不断扩展、后续接入开发者和第三方应

用场景、和外部应用场景展开合作等等，财经钻的价值将不

断提升；财经钻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到时财经钻应用场景

提供的单次全程服务，价值会更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能看

到的价值。

3、应用场景的价值：

财经钻目前的12个应用场景，后续将扩展至数万个到数十

万个应用场景，除我们自有的应用场景外，后续财经钻平

台将对外开放，开发者可入住财经钻平台开发应用场景，

同时也将与其它应用场景合作，和外界采取多种模式合作

等等。

不同领域的单个财经钻应用场景，将发展为全球排名第一

或者排名靠前的独立平台（比如科技平台、创新平台等

等），而这些平台，都是财经钻子平台。

财经钻平台后续多语言版本将推出，全球大部分国家将有

财经钻平台。 5：财经钻CZ其它系列价值



四：财经钻CZ为何比“比特币”更优越：

1、 比特币： 2、财经钻：

财经钻推动的是创新、科技、创业
投资、价值型财经等，这些也是全
球大部分国家领导人大力倡导和推
动的，而这些财经钻正在做，并且
已经有一定成果，符合全球大部分
国家以及国家领导人力推的价值方
向，也是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欢迎和
期待的，财经钻将顺利扩展到全球
大部分国家。

比特币主要是炒作和支付交易、

所谓“挖矿”巨额能源浪费、

以及交易所操纵和一系列犯罪

行为，这是比特币在全球大部

分国家不受欢迎的原因。财经

钻和比特币，有本质区别。



五：财经钻CZ其它

财经钻有用户/会员、有社群、有流量、财经影响力和公信力强大、有落地应用场景、有价值、

国家政策认可等等。

六：财经钻CZ属于政策支持范畴吗？

财经钻属于创新业态，全球大部分国家倡导和推动的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

财经钻正在做，并且已经有一定的成果，是正能量，给社会带来价值的，属于政策支持范畴。



1、首先财经钻是面向全球的，全球大部分
国家后续会有财经钻平台。购买者、追捧
者、接受者的人群数量非常大，足够支撑
一颗财经钻CZ数十万元价格。

2、财经钻的应用场景，后续会扩展至数万个到
数十万个应用场景，除我们自有的应用场景外，
后续财经钻平台将对外开放，开发者可入住财
经钻平台开发应用场景，同时也将与其它应用
场景合作，和外界采取多种模式合作等等。

不同领域的单个财经钻应用场景，将发展为全
球排名第一或者排名靠前的独立平台，而这些
平台，都是财经钻子平台。

财经钻的巨量应用场景，所覆盖的人群、行业、
投资人等等，完全能够支撑一颗财经钻CZ数十
万元价格。

3、目前已经有钻石供应商联系我们，希望后续他们的钻
石在某些方面和财经钻挂钩，以推动他们钻石销售。这
样也能进一步推动财经钻价格和认可度，接受、购买、
投资财经钻人群基数（数量）将再次大幅上升。
 
钻石供应商只是联系财经钻合作的众多企业之一；不同
行业的诸多企业已在联系财经钻，希望和财经钻展开战
略合作（后续将很多），价值型驱动，以推动他们企业
和产品发展，和财经钻形成多赢局面！财经钻CZ价值将
进一步提升！

4、财经钻在发展过程中，那些大资本、财团等，他们
应该不会放过财经钻这块肥肉，这些大资金介入后，
一是财经钻价值会再次拔高，二是他们也会进一步推
动财经钻的发展。

综上所述，一颗财经钻CZ数十万元价值，有超额资金
和人群来支撑。一系列优势的稳步/有力推动，财经钻
CZ价值将更高！

七：关于财经钻CZ市值等：



财经钻CZ客服 QQ：318059325     Telegram: @cjzvipe     邮箱：cz@cjz.vip

 

八：财经钻CZ咨询方式：



感谢您的观看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