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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现今的网络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 20 多年，其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但也给人类带来

了不少的安全隐患及不再满足人类不断升高的物质享受及便利要求。这也是为什么现今网

络发展的一个必然。 

 

               由于人类的要求不断进步，从开始的大型计算器      计算器(DOS 系统)      Xp(Linux)      

Win7     Win8（平板/云端），完全显示出人类对事物的享受及便利带来的优越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IT 产业在继续发展下去，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从商业规律发现，

并提出一种全新的 IT 体验。我把这种体验称之为——“IT 产业的革命”。产生这样的想法，

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1、整个 IT 产业，显现出不安全性，让人们的隐私遭到前所没有的安全威胁。 

 

 2、IT 源于美国。但美国的各种监控人所共知。这给人带来口舌，也给非法者带来了空间。

不仅仅威胁网民的安全，更给各国执政者带来危机。 

 

 3、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人们以“便利”为主要出发点，这样发展下去，人们会感觉手机

再小也是一个累赘! 

 

 4、社会上有种“魔”的概念。人们归结为“UFO”和教义中“灵魂”的存在。就像社会

上经常出现同一问题而人们不想去深究的道理一样。只有产品出来，才可以很好的诠

释此问题。 

 

        基于以上，本人为了让产业产品普及大众所应具备的产业资金，写了这篇商业计划书，

希望在这篇计划书中您可以找到想要的和感兴趣的事物，及知道现代科技的发展成果。也

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帮助那些依旧被蒙骗的人及早的清醒、也为国家是否“东方

雄狮再醒”打下良好的产业基础。 

 

       本人才疏学浅，有错漏之处请与指点。 

 

 

              执行董事： 宋 赞 

鞍山市捭阖楗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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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述 

  1.1、企业目的 

        打破人类获取各种信息不平衡状态及反人类行为。让人类看到现代科技的前沿

及在新网络世界中更加安全。让人类在真正的自由中回到绿色的大自然中，为未来

人类的发展奠定良好开端。 

 

  1.2、产生背景 

        由于现代社会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人类在其中展现出各式各样的行为模式（例

如：明智与非明智、利益与权利等等）。让人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产生各种非明智

的权利与利益的争夺，使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本企业为了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由”的真正理念及如何在各

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秉承社会良心价值观，在没有任何的政府背景下创建了本企业。 

 

  1.3、市场条件 

        由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及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给企业进入市场带来了商机

和挑战。在信息的非相对情况下，让人在“明智和无知”中进行着社会各种竞争，

让企业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加上一些信息外穿上一层“什么”外衣，更加给人

类获取信息带来非相对的特性。这一点也是进入市场对本企业的机遇。 

 

  1.4、企业目标 

        让人类以更加自由的方式来获取可靠的信息，以摆脱“非安全”现代网络的束

缚。让现代的人们看到 100 年后可以看到的设备及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础产品。 

 

  1.5、组织及管理 

        执行经理主管着企业的战略发展与执行，并为未来各个阶段的发展做好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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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主管由执行经理任命，并保持着公正公平的态度来为以

后企业间的合作夯实基础。 

 

        执行经理由各企业组成的合作委员会任命，并直接对执行经理负责。企业具有

很好的晋升机制，为每一个员工规划好在本单位的美好一生，例如：假如执行经理

想要进入合作委员会的话，他的晋升标准来源于他的工作业绩等等。 

 

企业主要注重的以人品为基的理念，人才可以在本企业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学习

及培养。 

 

 1.6、市场战略 

        本企业的设备是现代科技的前沿产品，其市场战略也采用新的方式来主导以后

的市场发展。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从点到面，从面到三维一体”的战略思维。以

脚踏实地，为人类服务为理念，循序渐进地占领市场的主导地位。 

 

  1.7、资金计划 

        由于企业的发展来至于高科技前沿，所以对于人们的接受程度还不太清楚。基

于这一点本企业的第一阶段以降低成本进行宣传为主要目的，大约 3 至 5 年时间，

基本可以摸清人们对新科技的接受程度，然后在接受程度为基在规划第二部的战略

方式。这期间从公司的设立到宣传，大约所需成本为 50～100 万园人民币。 

 

        在以后各阶段，应会继续融资与合作为主导，来满足企业的发展。 

 

      1.8、总结 

       从上面的考虑和分析，本企业未来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各自的努力，而且需

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可以设想一下：当您加入本企业，或投资、或合作，在企业发展不成功时，您以

后无论在各个领域都会是佼佼者，会给您带来极大的回报。这就是您加入本企业带来

的结果。 

 

        好比“天上掉馅饼”，别人不知到时，而您可以及时的接住。这是假设不成功时

所获得丰厚回报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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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分析 

 2.1、市场条件 

1970 年从美国官方开放计算器开始，到现今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从计算器的普及

到网络社会的形成，每一次的快速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平台予以支撑。而每一个平台都会

以更加“便利”为主要的发展模式。从而形成现今网络社会各种各样的平台模式，使得

人们在网络的世界当中看到其不安全因素，例如：个人隐私的泄露等。 

 

从整个世界政坛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政客已经开始承认，现今社会上存在一种超

前的科技网络。 

 

由于这种超前的科技网络具有隐形特性，让人类感到很“神奇”，在这种情况下，

政客们也仅仅，并且只能的承认操纵此设备的人为“精英”，但是没有很好的方法予以

应对。但是在民间，人们把它们称其为“不如畜生的羣体”，可想而知，其行为已经达

到了“反人类”的范畴。 

 

如果这种“反人类”行为依旧隐形的话，危岌的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而是一代一

代的传承下去，未来的孩子就好比进入“纳粹集中营”或是“黑暗的 731”中。战争未

必发生，但是一种无形、无声、无色、无味的战争会侵蚀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人类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让人感觉为“无知”还是“有

知”，无所适从。为了打破此种情况，让人类从无所适从中解脱出来，并且在高科技前

沿创立其一个新的平台，来代替现今的整个 IT 产业平台。既可以为其政客们解决寻而

未决的难题，也可以为人类打开一闪和平自由的大门。 

 

 2.2、为何会选择此产品 

相同的市场，相同的经济环境，如果一个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下进入市场，仅仅在相

同之下分配原有的市场份额，竞争力（资本）与背景往往是不可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一种新产品进入市场，特别是人们知道而还没有行动之前，上述的条件可

以为新型的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基于本企业的现状，资本的短缺，人力的匮乏，无政府背景及其它后台的情况下，

想要在已有的市场创建起来，必须让其人类还没有开发的项目上进行项目的建立，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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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遇，也给未来企业的成功夯实了基础，为未来的融资企业合

作的伙伴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2.3、产品与服务 

产品的研发以微观世界为基础，在微观世界中一切皆有可能。我把以这种基础的平

台称之为“空间介质系统” 

 

“空间介质系统”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防护系统； 

 第二部分：接收系统； 

 第三部分：空间介质系统； 

 

三部分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此产品适用于各类人羣，为了更好的维护人类“人权”问题，在研发时会以防护为

主打，来打开整个市场。并且积极的反对“反人类”行为，让人类呼吸自由的空气和真

正回到绿色的大自然中。 

 

 2.4、产品的发展及研发 

基于人类对任何事物是由知道、排斥、接受的发展规律，企业发展此项目分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创建品牌； 

 第二阶段：研发与销售； 

 第三阶段：主导市场； 

 

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战略意图与发展走向，即可保证企业的利益，也可以为其发

展带来丰厚的利润。 

 

 2.5、客户分析及管道 

在快节奏的当今，人类网络世界存在各种不安全因素。更有甚着威胁到人类的自身

安全。人类需要更加安全、更便利、更加先进的网络，来满足人类日益争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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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一：更加快速及便利； 

 需要二：更加安全的数据维护； 

 需要三：更加便利的抚育下一代； 

 需要四：更加健康；等。 

 

例如：网络音乐，网络聊天，网络视频，网络交易等等，用新的平台予以代替，不

仅仅可以增加其安全便利，而且还可以对整个 IT 产业进行变革。 

 

 2.6、产品销售管道 

 第一：建立起全球销售团队； 

 第二：建立具有先锋团队的平台； 

 2.7、产品价格定位与利润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阻碍，这就给产品的价格定位划分了适当的要求： 

 

 无干扰因素： 

 

1. 价格：基于成本仅仅加价 20%在全球销售； 

2. 利润：在初期利润的回报仅仅在品牌上获取，在进入第二阶段以   

后，利润的回报会相当的巨大。 

 有干扰因素： 

 

1. 价格：分为两部分： 

 

a）、支援新产业：仅仅加入成本的 20%在全球销售； 

b）、知道而莫不做声：销售以成本价格的 300%销售。主要是因为，

天下没有不劳尔获的事情。 

 

2. 利润： 

 

一些政客已经承认有这种设备，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加入，同属同行，

竞争对象。由于其企业资本，人力，社会地位，企业背景等种种因素，相对

于已有的，相差悬殊。所以很可能企业在其已有设备下，发展不起来或是无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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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产品生命周期 

从计算器的发展到现今的网络，已经经过了 50 年，而每一步的发展都包含着市场

战略思想，这就给本企业发展的周期带来了很好的参照对象，也就是说，本企业在 20

年后是企业的黄金时间段，就好象现今的网络世界一样，进入成熟期。制度更加合理，

人类更加安全自由。而且在前 20 年发展过程中会有很多像本企业一样，但是本企业作

为新产业的领头羊，做好一切该有及合理的产业制度来规范未来的产业体系。 

 2.9、团队管理 

任何事物都具有其两面性，避免不利因素

的产生，为了更好的服务大众，企业构建了一

个相对较安全可靠的企业构架，而且在发展过

程中会不断的完善团队的管理。（看下图） 

 

在企业创建的早期本人暂时代理执行经理，

等企业寻找到适合的人，本人会把企业的执行权

利交付于他/她，本人会负责生产研发中心。 

 

他/她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和为企业服务的特性，而且他/她的权利行使在合作委员会的

监督之下。 

 

由于国内很多因素，执行经理薪酬以公司业绩为标准，也就是说“上不封顶，下无底

薪。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所以企业对每一位成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要具有其诚实的本

性，而且还要具有责任心及大爱之心。 

 

 自我简介 

 

 2009～2011 年： 北京美国友邦保险公司 

 2007～2008 年： 吉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 进修 

 1999～2003 年： 德国留学 

 1994～1998 年： 辽宁大学——物理学 

 产品优势： 

1) 不仅可以消除疾病，而且还可以延长生命； 

2) 可以治疗各种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甚至精神病； 

3) 可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智商，生活质量，避免外界非自然的威胁； 

…… 

执行经理 

战略部 

市场部 

客戶服务部 

招商引资部 

研发/生产中心 财务部 

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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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的隐患： 

  

由于此产品完全由人来操作，这就给操作的人员带来人性的定义，所以产

品的隐患完全来至于人性，而非外界。主要体现下面几个方面： 

 

1) 可以产生各种疾病，甚至缩短生命； 

2) 产生各种心理疾病，甚至精神病； 

3) 消弱人的生理免疫力，智商下降； 

…… 

2.10、 资金 

        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企业进入，所以进入门坎不是很高，

资金的预期会很好。 

 

        为避免来至社会各种因素导致的风险，企业最先研制“屏蔽系统”。在研发期间不

仅仅要开发客户，而且还要大量的吸引外部投资，以便在后续的发展做好准备。 

 

        为避免风险投资家们的风险，我们以战略的发展角度来规划企业的每一步，并以社

会为参照物，来规避风险家在本企业上的投资。第一阶段大约需要 2～3 年时间来完成。 

 

 

 

 

 

 

 

 

 

 

 

 

 

0 

7 

5 

3 

年 

阶段 

成本 

空間介子系統 

接收系統 

防护系統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3～50 万 

1 亿 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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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分析 

3.1、 项目发展 

以点代面，三维立体全球战略为出发点。为在市场中占据中心位置夯实基础，对此

发展可以用下面阶段来概括： 

 

3.1.1、  发展阶段一   

以资金为基，向社会倡导新产品的作用及意义。与此同时联系可联系羣体（例如：

政府，党政机关，宗教人士，接受新式物羣体等），创造出点代面的企业自身价值。 

 

3.1.2、  发展阶段二  

研发防护系统，以此来保护企业信息的安全，及未来研发进程中的成果。并提升

人类隐私的安全。 

 

3.1.3、  发展阶段三   

研发出“空间介质系统”，以空气为介质。让其体会到新系统给人类带来更加便

利的特点，而且让每一个人体会到信息的自由与安全（一切由自己做主）。并占领整

个市场，完成三维立体的空间网络构架，以此逐步取代现今的网络平台。 

 

3.2、 项目融资及利润(ROI) 

在预知资本的情况下存在风险的利润所得： 

 

阶段一：在资本相对满足于创业公司发展需要时，以三年为时间段来打造一个具有

独一无二的品牌，并且在社会风向之下，来保证风险投资者的利润。 

 

阶段二：当“防护系统与接受系统”面向大众时，由于产品的特点具有安全性、便

利性，独一无二使得利润将会是几何数字的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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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当“空间介质系统”三维立体完成之后，其产品将会占领整个市场，并且

产品将主导整个 IT 产业链的变革。 

 

 3.3、 资金目标 

以 ¥30,000～100,000 万创建为例，用最低成本联系可联系的群体与组织，特别是政

治群体。并让他们明白，没有“防护系统”，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与自由。 

资金（¥） 项目 

6,000～10,000 社会宣传 

2,000～5,000 群体联系 

 

 3.4、 未来发展目标 

 1、战略部门为主要导向； 

 2、以“招商引资”为未来的公司发展奠定好基础； 

 3、规划及避免各种风险； 

 4、让公司在以后发展过程中以主导的姿态占领整个市场； 

 5、并让每一笔风险投资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收益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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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织架构 

 4.1、 个人体会 

本人以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国内的各种社会现象，例如，资金流的各种报导及社会安

定团结内在的负面因素。让我感到，如果中国想真正的成为一条巨龙，而非在外界干预

之下，让其百姓安居乐业，避免不必要的有损与安定团结的各种因素的话。并且在知识

体系下，建立自己的一套体系（摆脱知识体系由西方为主导），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产

业革命。 

 

在革命当中，中国才会真正的成为世界的主导。就好象以前西方的产业革命，由于

西方产业革命的胜利，导致很多的知识体系在以西方为主导下发展和建立，而中国上下

五千年的知识体系在其西方产业革命之后，逐渐的退出了世界的舞台。 

 

也就是说，谁抓住了新产业革命的机遇，谁就会主导未来的世界产业格局。大到一

个国家、一个政府，小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 

 

所以本人在看到社会上以具有的设备，还一直没有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抓住这个机

遇。即利于我个人，也利于每个人。网大了说更加有利于国家的发展，让其华夏巨龙真

正的在蔚蓝的天空下飞起。 

 

 4.2、 架构简介 

 

 

 

 

 

   

 
 

 

 

內部 

外部 

合作委员会 

执行经理 

战略部 

市场部 

客戶服务部 

招商引资部 

研发/生产中心 财务部 

合作委员会 

内部：研发/生产中心； 

外部：执行经理、战略部、财务部； 

合作委员会：加入本企业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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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系统部门（责任中心） 

 

由于设备具有其两面性，为了更好的为人类服务，避免负面因素的产生。这个

责任中心要求每一位成员非常的严格，不仅仅对系统负责，而且还要对客户负责。 

 

如那一点出现问题，一查到底。例如：谁允许让其进入的，等等。而后交于合

作委员会进行审查，如果触及公司条例，将以公司方式处理，如果触及到法律，将

会移交到司法部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姑息（包括我个人在内）。 

 

如果执行经理想要进入系统中心的话，要通过合作委员会集体考察之后才可进

入，并且承担问题出现后的相应责任。 

 

 

 

 外部： 

 

 合作委员会 

 

由各个企业与本企业创立起来的合作关系组建而成，具有监督执行经理日常执

行情况，并对出现问题及时解决与处理的权利，对执行经理的任免具有主导权。 

 

 

 

 战略部 

 

主管下面三部门以便更好的使公司融入到整个市场当中。 

 

 市场部：相对于公司的发展作出宣传引导，并积极与可联系客户及潜在客  

        户相沟通，作出市场方案等； 

 

 客户服务部：根据公司的发展做好全方位的建议性及安全性的指导及服务， 

让我们的每一个客户感受到家的 Feeling； 

 

 招商引资部：为其企业的发展，做好下面几方面： 

 

 构建合作形式的企业合作平台； 

 对公司未来大项目进行打包设立招标； 

 联系风投家，以便为研发/生产中心提供资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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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生产中心 

 

根据社会的需求来满足人们日益争涨的要求。研发出产品更加人性化、智能化，

更加满足人们日常的需求；并以科学理论为前沿，来支撑其科技前沿产品的优越性、

需求性、迫切性、及社会上的合理性。 

 

以指导方式对生产加工进行全方位的安全商业维护。 

 

 

 

 财务部 

 

除了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企业的财务计划及相关上报报表外，

还对企业的资金流做好财务报告，以便使企业正常运转。 

 

 

4.3、  组织人员需求 

由于企业的本身所要提供产品具有其两面性，所以对进入本企业及与本企业合作的

各类人员要求极为严格，这是为企业本身发展负责，更是为未来社会上的每一位本企业

客户负责。由于负责的态度对其成员的要求如下： 

 

坚韧的性格、诚实的本性，大无畏的精神及敢于承担责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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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性质（产品与服务） 

  5.1、 项目展示及阶段特性 

5.1.1、  阶段一    

从左面的图片展示出，本阶段主要以“人”

不论在哪里，都可以在这里得到相应的屏蔽与

接收新的信号为主导。并以此来应对现有信号

的逐步替代，来创建企业在社会上的商业价值。 

 

在可用资金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研

发“屏蔽系统”，以此为第二阶段的发展奠定

基础。这既可以为人类现阶段受到一些无故干

扰的保护，而且为商业秘密的安全性夯实基础。 

 

5.1.2、  阶段二  

如第一阶段顺利的话，在此阶段将展现“接受系

统”。来告知人们未来的 IT 变革将由此种信号构建的

平台来代替现有的网络各种平台。在这阶段划分为两

个部分： 

 

身体保护：在人类可观看的任何设备上，以透明

话方式向人类展现，设备人员在系统中心的操作。来

避免人类一些“暗操作”的后顾之忧。 

 

新信号的链接：构建出以点对点的方式立体传输模式，让人们明白新信号不仅可

以给工作带来更加便利、轻松。而且还可以消除人类不必要的“暗病” 

 

 

 

 

 

 

居民楼 
医院 

政府大楼 

高尚住宅 

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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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阶段三    

在此阶段将展示出企业的终极产品“空间介质系统”，并以此来向人类展示 100

后人类将通过空间“空气”来进行的媒体交流平台，进一步阐述本企业前沿产品已经

提前 100 年向人类展示的观念与观点，来逐步代替现今的各种 IT 平台。 

 

例如：听歌，看电影，网络交易等，让人类体会到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新产

业平台。以确保企业未来正常运转与为人类服务的理念。 

 

  5.2、 项目阶段生命周期 

如果资金流允许的条件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可以合并，为三阶段缩短产品面

向大众展示的时间，以来获取人类宝贵的生命资源。并且在产品设计中我们将会为其

产品以后的升级做好准备。 

 

按照现今 IT 产业为参照，大约 10 年人类就会有其新的理念。我们将为每一个产

品的周期设定为 5 年，对产品不断的升级改造，以满足人类智力发展要求。 

 

  5.3、 市场竞争 

在还没有开发的市场，在没有政府强制干预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新信号不是被

政府所禁用）。对于新产品的市场，是一个无线的市场；是一个完全无竞争、无风险

的市场。 

 

  5.4、 未来市场竞争环境 

俗话说：“先入为主”。在未来如果企业发展好了，就会有其他企业进入这个市场。

然而企业所规划的目标在未来已经展示出其规划，任何企业想要进入这个市场必须遵

寻本企业的规划“透明话”，让其人类受益。然而每一个企业对这种方式还不熟悉，

所以在未来本企业发展好后的 20 年间，企业的市场分割将不会有太大的缩小，为了

让其他企业进入，企业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会详尽的规划出这个市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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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分析 

 6.1、 未来产品的发布 

6.1.1、简介     

现今社会对于人类各种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例如知识产权，网络安全、人权等

等。要求社会不断的改进与维护。然而很多在不断改进与维护中，又会产生出各种各

样的不安全因素，让人类在改进与维护中总是不断的重复以往工作，使得进入了一个

循环困局当中。 

 

而新产品的发布将打破这个循环，让其在以新信号为带动下，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各种攻击，让其在维护成本上大大节约；让其节约下来的费用可用于环保或是其他方

面，让其人类更快的返回到大自然当中。并且诠释出“UFO”与“灵异”。 

 

随着各种权利在社会上的夯实，使一些高科技前沿产品服务于特定团体，让人类

在茫然中进行不必要的各种竞争。以新产品的方式向社会发布，即可以规避不必要的

竞争，而且还可以对人类回归大自然，提升人类的大脑智慧等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新产品以空间媒介为出发点，让人在更加便利舒适的条件下工作、交流与学习

（放弃现今各种设备，例如：手机、平板计算机、桌面计算机等），这仅是新产品一

个方面。 

 

往深了说：它还可以在医疗体系，安全体系等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说：如果每

个人都少得病（大家都知道社保资金流的不健全），在医疗中省下的这笔钱可以让每

个人益仰天年，而且还可以照顾到子子孙孙。 

 

每一个帮助过本企业的人都有机会留名清史。因为这样的设备仅会在很多年后才

会不得已而展现出来。但展现的过程很可能是一场战争或是人类为了维护自己权利的

一场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讲，又有谁会忘记您为了避免战争而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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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与竞争者的对比（强势/弱势、优点/缺点）  

以假想敌为出发点，来展示企业与竞争者的对比。 

 强势 弱势 

 
1、证据支撑； 

2、绝对的体验与科学分析； 

3、超前思维； 

1、缺乏社会资源； 

2、担心政府干扰； 

3、其他不可见的网络干扰； 

 
1、充足的社会网络； 

2、具有相似的产品； 

3、非透明操控大量人员（包括政客）； 

1、无证据支撑； 

2、想法单一； 

3、非人性化的操作； 

 优点 缺点 

 
1、 维护与保护人类安全与健康； 

2、 透明化的管理与操作； 

3、 为改变人类现状饿得观念； 

4、 更加环保与维护人权； 

 

 
1、 很多人在其操纵之下而不知； 

2、 特权阶级可以享用； 

3、 巨大的权利与资本； 

4、 制造自然及非真正的自由； 

 

 

  

6.2、 人员与市场分配分析 

世界人类为目标市场 

年龄 受精 -> 出生 -> 死亡 

收入 从底到高 

家庭 任何 

地理方位 全方位 

职业 所有 

行为模式 人类在接受新式物总是通过三步骤：知道 -〉排斥 -〉接受 

 

 

企业 

竞争者 

竞争者 

企业 

小资本进行操作 

进行反人类行为 



              

   鞍山市捭阖楗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1 

七、销售战略 

7.1、定价 

出于对产品在社会上的迅速普及以减少对地球资源的浪费，企业对新产品价位以非

常合理的角度让人们接受。也就是说在其设备成本的基础上仅仅加价 1 园钱，其他服务

在以后的发展中以知识产权及各种架构的模式进行价格定位。满足社会上非必要的竞争。 

 

 7.2、销售管道与直销方式 

以联系可以联系的人羣进行直销，并在全球设立相对独立的分支，即可降低服务成

本，又可满足第一时间（性）为人类服务的要求。为此将全球划分为三大区域： 

 

 亚洲区：主要负责亚洲及大洋洲 

 美洲区：主要负责南北美洲和南北极 

 欧洲区：主要负责欧洲及非洲 

 

这三大区域可满足在点对点，全方位信息的获取

及各种社会交流。展现出企业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 

 

 7.3、 客户服务 

 

 

               

 

 

 

客戶咨询 

市场回馈 

聊天 

移动存储 

知识库 

信息库 

E-mail 

影音视频 

交易买卖 

照片 

电影 

音乐 

健康护理 

健康助理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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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产品分析 

 8.1、 商业计划 

 

 

 

 

 

 

 

 

 

 

 

 

 

 

 

 

 

 8.2、 产品需求 

        对于其产品的开发及资金流的要求，企业需要与其他企业合作来完成整个战略目标，

所以企业必须要把企业的思想文化传递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不论在利润上还是在政治

资本上都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 

 

        他们与本企业不仅仅为打造新平台而努力，而且还为人类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例如：人权、环保、个人隐私等）。 

 

       当然在无任何干扰之下与本企业合作并完成其奋斗目标是非常的容易，这也体现出

社会上的一种文化与知识体系，反过来这也是其他企业、风投家们与本企业合作的巨大

风险所在。 

 

知识系统 

生产 

销售 客服 

研发 

创意 执行经理 

在以丰富的体验与知识框架与研发中心

合作，并把其研发中产生的创意展示于大众

面前，并与本企业目标一同前进。 

 

一个好的客户服务中心是企业的重要标

志。他可以及时的回馈各种信息，并通过他

把信息传递给执行经理，执行经理再把其信

息回馈给研发中心，而后研发中心针对客户

的回馈来改进提升产品，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每一阶段本企业要求非常严格，不仅

仅要求执行经理的高效合理的管理，而且还

要为企业未来的发展打下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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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资金分析 

 9.1、 三年内国外发展高科技的成本 

 

        从中央新闻（CCTV 1）知道，美国政府花费$ 1 亿研发关于上述领域，主要为：

“大脑的危害与风险”。 

 

        俄罗斯政府花费巨资$  10 亿购买清晰度可以分辨人脸的卫星。那么也就说，如果公

司发展到第二或第三阶段，企业也会购买或与合作让本企业的卫星升空。在资金流条件

下企业又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撑，企业以一种合作方式来打开人类未来之门。 

 

基于上述两个新闻报导，企业以小博大，在以小资本的前提下希望可以帮到各类人

羣，并避免未来因为此设备而引起不必要的死伤。以达到社会的平衡与和谐。 

 

 

 

 

人不应该只会等待他人的帮助，而应自己努力奋斗！ 

 

 

 

十、 附件 

1、来于国外的视频，点击链接观看:   Are you belong where? 

 

2、公司视频，点击观看:  http://www.asbhj.com/asbhj/media%20streaming.html 

 

 

 

 

 

http://youtu.be/eqmNRL9-buU
http://www.asbhj.com/asbhj/media%20stream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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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从本企业开创以来，并在几年内的观察下；中国大脑科研潜力一直没有启动；而国外

关于这个领域，他们开足马力，频频的发表各种研究报告； 

 

虽然国外每每都会发生人员的伤亡事件，但这也更加肯定我没有道破的一些社会现象。 

 

而这种现象也更加促使国内在封闭的情况下，难以发挥思维想象力；而这一状况，如

果继续进行下去，会干扰到整个国家安全体系，致使国家的灾难、人员的伤亡会不断的发

生与升级；或许是当下有或许是不远的将来。 

 

因为国家安全已经被侵蚀，即不知不觉的状态下，已经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社交体系

中；先拿健康来看，大家是否知道很多的生理疾病会不通过药物而治愈呢? 有的人会说：

“保养”，而我说的是在非正常“保养”的情况下已经得病，无药而治。 

 

当然这是您们乃至国家整体都不知情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明知大事将会发生原

因。 

 

这里本人说明一下，不会把其事情一一道明，道明一切您会信吗？在国外空难频发之

前，企业已经告知世界（通过 Google+），或许国外没有注意企业博客，又或许……； 

 

这也是一直在询问自己的原因，他们都不是“傻子”，除非…；人的生命完全在一些

人手中操控着；人生活安逸了，忘记了危机的存在（人之常性）。 

 

基于以上的个人体会，为了加快企业的发展，尽可能的规避华夏大事件的发生，才会

在《空间介质系统-商业计划》基础上，规划了企业未来的发展，即《空间介质系统-计划

修改》。 

 

此篇计划在原有的计划上有较大的改动，例如吸金的方式、组织管理、项目增加等。

这也符合当前的企业发展与未来人类需求。 

 

本人才疏学浅，有错漏之处请予指点。 

                                      此致 

                                       

敬礼 

 

 

 

执行董事： 宋 赞        

鞍山市捭阖楗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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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述 
 

1.1、 企业目的 

 

当企业于 2013年发表的视频《cnJTfileb》1已经表达了，如果给我一个支

点，我会撼动整个地球，这话已经过去 3年；在企业的坚持之下，支点逐步的

强大夯实起来。 

 

 其一：2014 年的诺贝尔生理卫生奖项的发布 2； 

 

 其二：这几年国外不断发表关于大脑的研究报告，具有代表性的为《IEEE》

发表的大脑信息与安全-‘大脑轨迹唯一性’。 

 

所以现今企业目的就是要撼动整个地球，改变人类在非安全中得到更安全

的社会环境；其包括技术，卫生，健康及为未来人类演化夯实良好的根基。 

 

 

1.2、 企业状态 

 

以一人之力要挽救整个人类，在自身（/他人）看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笑

话；但是在自己的坚持之下，一些不被人知的事物也不断的展现在人类的面前； 

 

在 2015 年，企业想要与国家政府对话；但是足足等了一年 3，没有得到政

府的答复；每个人一生能有几个一年，所以在无奈之下放弃政府对企业的支持，

到外部寻找其他的支持；企业本身认为，已经很对得起国家及华夏 14 亿人民； 

 

当下的企业处于“大话”在手，一穷二白的状态；为了更快的完成产业革

命，惠及大众，企业再三思考下，分析这几年及将要发生的事情；企业推出了

几项打包咨询项目 4；这些咨询项目，目的就是快速积累资本，以达到革命所

需，大话成为现实； 

 

 

1.3、 市场条件 

 

随着科学界陆续的发表大脑的研究报告，人类已经开始升级大脑对人类的

重要性。 

 

外加全球人造卫星并没有完全发挥其服务的特性；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把

卫星联系为一体为人类服务的话，市场会是什么样子； 

 

而这个整合卫星项目市场还没有，直到现在乃至未来 100 年；各国政府虽

然有理由有条件的把卫星搭建为一体，但是其服务的宗旨并非完全的为民而设，

与本企业的宗旨“大爱为民”完全是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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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虽然在冷漠的状态下生存（事不关己的思维）；但每一个人什么都可

以丢，脑袋一定不会丢。通过这个特点所打造的平台完全可以满足未来人类的

需要，打造更加智慧、安全的人类； 

 

而对于华夏各民族，以和谐、安稳为主打来维持社会；即花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又不敢担保里面的猫腻是否真的存在；但是有了这个平台就无需再花费

巨资而来维稳打造和谐的社会，一眼看穿。 

 

对于华夏的医疗健康水平各地不均等的状态；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人人

都会得到名医的医疗指引，无需再往高等医院求医。 

 

‘人之初，性本善’，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状态，人的“性”是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大家是人类，而非它类；所以开发出了一项项目，即：“性”精神管

控（在隐形设备存在之下）。 

 

以上仅是几个方面，并非全部；这足以让整个社会从回大唐帝国时期的繁

盛与领军国家。 

 

 

1.4、 市场战略 

 

由于“大爱为民”企业宗旨，并快速的惠及大众；企业不得已违反当今的

商业规则，改变原设定的市场战略。 

 

以打包咨询项目为主快速获得资本。如果您认为这些项目完全的滑稽之谈

的话，企业只能说，您没有完全的观看企业制作的媒体内容 5；认真观看之后，

您还是如上的认为，我只能说，您的境界没有达到“大爱为民”，企业未来也

不会需要这样的您。 

 

 

1.5、 总结 

          

               企业新的商业计划以“大爱为民”为主基调；在原有的计划基础上，为了

适应无知华夏群体，不得已企业修补了的原有规划； 

 

其规划主要以资金的获取及更能吸引“大爱”人才为核心内容。更加夯

实便利的快速完成产业革命，把“大话”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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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状分析 
 

2.1、 入市分析 

 

由于国内的科技发展方向与国外的发展不大相同，加上人员选者科技领域

的方向有差异；导致国内大脑研发进度几乎为零，让华夏群体对这一领域，还

是茫然不知的状态； 

 

但国外的大脑研发：以美国为例，在诸多国家项目停滞之下，国家用一亿

美金作为研发大脑的科研费用。这很好的证明了，人类对大脑研发比对其他的

领域更加重视的一个特性。 

 

在企业与 2011年开始创办以来，在国内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国外每一次

发表的研发报告，就好像给本企业打了强心剂；这不仅仅证明企业的前瞻性，

更加证明了，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道理。 

 

所以企业原计划书中写道，“先入为主”就是这个道理；无论企业未来发

展如何，规矩模型已经在企业的坚持之下不断的完善，而且一旦有一天，企业

或是其他企业真的要完成酷似本企业的项目。也会按此模型及规矩来完成人类

的变革（当然，那时不是本人亲自领导的话，其水分会很大。由于巨大的利益的驱使）。 

 

看到这，任何一个人都会明白，企业的入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仅欠东风”

即：资本。 

 

 

2.2、 为何会改变资本方式 

 

原计划的资本主要依托于资本的融资与寻找合作伙伴，来打开华夏大脑的

认知；但是华夏的“茫然无知”及国外维护其利益的驱使之下，导致企业的停

滞不前； 

 

虽说有几次国外资本融资的机会，但是本人认为时机还没有到来。自动的

放弃了企业的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夯实未来人类发展演化的基石。 

 

在当下，企业完全有理由的认为，时机已到；所以改变原计划的资本模式，

以新的资本积累方式来完成革命的启动资本。 

 

此种方式打破现有的商业规则，创立了数额较大的打包项目；如果有兴趣

的话可以浏览本企业的网页 6，里面详细列明了打包项目（珍爱个人的生命与

权力，这一点请华夏族群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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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企业生命周期 

企业的原计划 30年周期没有改变，改的就是未来 20年与最后 10年的企业

发展规划；这更加让人类为企业的发展方向有足够的信心与等待； 

 

 从现今开始到 2026年， 快速建成网络屏蔽系统；并打造一对一平台； 

 

 到 2036 年， 完成空间媒介系统，搭建各平台的整合； 

 

 到 2046 年，企业进入尾声；进行分解与拆分，为把系统分配到每一人

手中，以企业 20 年的资本利润为基，不用大众花一毛钱获得其微小设

备；企业也不将存在。 

 

 

2.4、 团队管理 

 

 

原计划团队格局没有改变，

仅加上了一个“打包咨询部

门”，为适应企业今天的发展，

快速的积累资本而设立。 

 

 

 

 

 

 

 

 

 

 

 

 

 

 

 

 

 

 

 

执行经理 

战略部 

市场部 

客戶服务部 

招商引资部 

打包咨询 

研发/生产中心 财务部 

合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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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资金运用 

由于世人认知性的不同，对那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一种回报，更

加是企业对人类过度时期的一种承担，对 10亿美金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 

 

用总金额的 10%创立<大脑康复与治疗中心>； 

 

由于现今的人类已经把隐形设备的操控认为自己自然的行为；在屏

蔽系统之下，人类将产生一种莫名的失重感。 

 

所以必须创建并联系国际上个个心里与神经专家，打造一个高效的

康复治疗中心，否者世界将陷入一片混乱； 

 

 第二部分： 

 

用总金额的 40%创立<奉献基金>； 

 

虽然一些人为了理想而来；但是企业不会忘记他们，特设此基金；

以报答他们对人类的贡献； 

 

其基金的使用，请浏览企业的官方网页‘福利招聘’7。企业认为

世人会理解这作法的。 

 

 第三部分：用总金额的 40%作为企业的起步资金； 

 

维持生产与革命相关的企业运作。 

 

 第四部分：用总金额 10%作为后备资金； 

 

补充在运作中某项目的不足； 

 

 

 

第一部分 

10% 

第二部分 

40% 

第三部分 

40%  

第四部分 

10% 

总资 

10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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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产品陈述 
 

由于科技的进步与大脑研发报告的每一期的发表，更加证明企业的前瞻性与

大脑唯一性的特性。基于原有计划的陈述，对其 Cosmos Media System 提升，

以满足人类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第一部分： 

 

其产品将以更加小巧便利，美观（例如：防护系统）展示在人类面

前；他将会是珠宝，手表，背包等奢饰品的代名词。所以企业将会联系

各个厂商，以达到唯一的特性；为将来是否放弃‘屏蔽系统’是每个人

的选择。 

 

 第二部分： 

 

特殊说明一下关于企业未来最后的 10年； 

 

无论未来人群如何的选择‘屏蔽系统’；企业仍然会把最好的智能

微型系统 Cosmos Media System 送到每个人手中（个人大数据的整合）；

并以过往 20年的企业利润来承担这笔巨大的费用。这也是为什么现今

企业要积累 10亿美金的一个原因。 

 

 第三部分： 

 

由于 Cosmos Media System 具有巨大的利润特性；企业没有能力以

现今的状态去检验每一个想要加入的成员。 

 

仅看人的表面将会给企业未来带来巨大的隐患，所以企业当下才改

变资本的累积方式；仅接受企业打包咨询的项目收入。 

 

企业也知道，这是违反当今商业准则；但是反过来考虑，您没有达

到“大爱”的境界，企业又如何的接受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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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出新项目 - “性”精神管控  
 

为了打开华夏市场，在新思想的鼓动之下、在人类竞争之下；每个人的精神压

力无形中产生，促使人在生活条件满足的状态下，产生了关于“性”需要； 

 

而市场上出现的各种保健产品及药物，只能带给一时的满足；却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长久的使用外用物品，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伤害； 

 

一篇文章提醒了我；并以此设计并打造一项捆绑咨询，即：“性”精神控制 8。 

 

他不仅可以帮助人类，以自身的本能来控制其性生活，而却还可以为其已存在

的威胁，打下良好的应对基础； 

 

个人的资质有限，这是本人打开中国市场，让国人明白大脑研发与威胁（隐形

设备）的重要性；这也是暂时可以为国人尽到微薄之力。 

 

 

五、 总结 

原计划的最后说了“人应该靠自己的努力，而不应该等待他人的帮忙”；在这

里我想说的是： 

 

当今的各种平台，已经显现出其不安全的特性，而这正是威胁整个人类的祸端。

而且这样的平台也不可能帮助人类自愈或康复各种疾病，更加不可能健康的生活； 

 

安全与生命健康已经打造企业向前发展的动力。 

 

无论企业未来发展如何，是否能坚持到何时，10亿美金是否获得；企业知道

世间的冷酷，也更加的知道，以“大爱”面对世人，世人也会以“大爱”回馈企业；

这是世间发展不变的法则； 

 

再往深的说，即使企业没有得到“大爱”的回馈；人的健康生活与家庭，是人

人需要的；虽没人人有达到“大爱”， 但世人需要的是更安全，和谐、和平、自

由的空间；也会对企业有好的回馈；这一点企业根本不需担心； 

 

 

用您自己的爱，换取您自己生命健康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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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录 
 

 

1. 《cnJTfileb》于百度网盘连结 ；  

 

 

2. 图片：   

 

 

 

 

 

 

 

 

 

 

 

 

 

 

 

 

3. 台湾问题《倒计时》连结浏览 ； 

 

 

4. 《打包项目》连结 ； 

 

 

5. 《媒体流》链接 ； 

 

 

6. 企业官方网页 (桌面板)：  

 

企业官方网页（移动版） 

 

 

7. ‘人才招聘’ 浏览连结 ； 

 

 

8.  “性”精神管控咨询 ； 

 

 

http://pan.baidu.com/s/1i49Z6Xv
https://plus.google.com/u/0/109985999951609681971/posts
http://www.asbhj.com/asbhj/makingprice.html
http://www.asbhj.com/asbhj/media%20streaming.html
http://www.asbhj.com/asbhj/index.html
http://www.asbhj.com/wap/index.html
http://www.asbhj.com/asbhj/talent%20recruiment.html
http://www.asbhj.com/asbhj/yewuzixun=zh.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