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个专门用于澳大利亚牛肉
供应链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个人简介
鲍韶山（Warwick Powell）先生出生于香港，多
年前与其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妻子为Sophia Xu，
安徽省芜湖市人。育有四女。

职业背景

鲍先生的职业生涯始于学术界，最初在格里菲
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欧洲文化史。他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荣获一等荣誉学士学位以及著名的
大学奖章。他还获得了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
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的奖学金，在位于北京市的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
究生。但由于他开始在昆士兰州政府为陆克文工
作，因此推迟了学业。

在政府工作期间，鲍先生曾任陆克文的私人
秘书和研究员，而后就任矿业与能源部部长顾
问。1996年，他从政府部门转向私营企业，创办
了一家经济和统计研究公司。他在三年内将企业
扩展至相当于拥有70名全职员工的规模，而后将
公司出售，开始从事泛亚投行业务。

鲍先生是Sister City Partners Limited公司的董事
长兼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非盈利性投资银行，
专注于发展澳大利亚地区与亚洲市场之间的联
系。通过这项工作，他在牛羊肉生产和加工、信
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能源、自然资源、旅
游和房地产开发等多种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鲍先生是数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这些基金管
理公司负责管理一些持有由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
委员会（ASIC）批准的同一澳大利亚金融服务许
可证的基金会。他还是昆士兰州中部高地加速农
业企业发展计划顾问委员会（Central 
 Highlands Accelerate Agribusiness Advisory 
Board）成员，同时也是 Innovation NQ Inc.公 
司的创始人之一并曾兼任财务主管，该公司 
位于昆士兰北部，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创新项 
目孵化公司。

鲍先生目前在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 昆士兰科技大学（QUT) 继续教授有
关创新、创造性、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块链技术等
方面的专业课程。

BeefLedger受这样一种信念驱动，即消费者和所有供应链参与者都可以从牛肉供
应链更高的透明度和简化的交易流程中获益。食品安全和对于欺诈的担忧问题严
峻，特别是在中国等地区。而澳大利亚是安全高品质食品（包括在牛肉方面）的
优质生产商，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BeefLedger正在开发一个整合了区
块链技术应用和智能合约付款机制的牛肉来源平台并对其进行商业化，此种机制
可简化付款流程并增强消费者对产品认证的信心。

我们的使命源自我们团队的经验，本团队在牛肉生产和分配、土地管理、产品包
装创新、金融服务和跨境贸易，特别是与中国的跨境贸易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
参与（长达数十年）。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兼有由我们的学术
机构合作伙伴和相关行业合作伙伴支持的强大研发核心力量。

BeefLedger是澳大利亚食品行业数字化创新联合研究中心（FA CRC，网址 
https://www.foodagility.com）的一个创始行业合作伙伴。该中心是澳大利亚联邦
政府资助的一项举措。它运营着一个价值1.5亿澳元的研究和创新中心，利用数字
技术的力量帮助澳大利亚农产品行业变得更具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性。

BeefLedger Limited是一家非上市公众公司，注册于澳大利亚。作为一家非上市
公众公司，我们必须符合严格的审计和管理要求。我们的独立外部审计公司是
WPIAS（网址https://www.wpias.com.au）。

董事长资料

我们的使命

教育背景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 
 文学学士（一等荣誉学位）

格里菲斯大学博士候选人（延期）

詹姆斯库克大学兼任研究员

联系方式

邮箱：wp@beefledger.io 

澳大利亚手机号： +61 411 628 084

中国手机号： +86 1822 676 8785

微信用户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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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fLedger是一个整合了产品来源、区块链技术保障和支付方式的综合性平台。它是
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通用技术平台项目，旨在利用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源信息作为改
善支付方式、提高供应链参与者信心的基础。

它将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可验证其所购产品认证信息的平台，并通过减少交易方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供应链的效率。BeefLedger结合了区块链作为历史状态有力验证者
（作为对过去事件的一个记录）的属性和加密经济学的力量，以推动激励式系统，形
成供应链中的行为优化。 

澳大利亚的牛肉供应链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食品生产和分配系统之一，该系统包括活体
动物、动态环境和气候条件、严格的监管制度、运输以及拆卸和重组过程。

许多家庭、企业和社区都依赖于牛肉供应链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性。

澳大利亚全国共有45,000多家肉牛生产商，全国约有2700万头牛。该行业雇用人数
约为20万人次。行业年产量的约70％用于出口，是世界第三大牛肉出口国。2016-17
年牛肉产业的非农产值为168.5亿澳元，同年出口额为71亿澳元。随着中国等成长型
市场对牛肉需求的增长，肉类欺诈和安全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人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资
格认证平台，以确保澳大利亚牛肉行业的声誉和价值能够得到保护。

BeefLedger可将数据价值变现，并确保负责生产数据的人能够获取这一价值。这包括
从来源数据至消费者数据的所有数据。尽管澳大利亚每年人均消费26公斤牛肉，中国
的消费量却相当低（6公斤）。然而，中国的牛肉消费量正在快速增长。那么，从像
牛肉这样复杂的供应链中收获的知识经验就可随时应用于其他类似的供应链。

BeefLedger旨
在提供以下六
项核心成果：

对牛肉来源
的信心；

提高品牌价
值和供应
链的盈利能
力；

对产品进行反馈
以推动产品的不
断完善； 以及

做到在生态、社
会和经济影响等
方面的影响力认
证信息透明。

简化付款流程并保证现金
流的稳定性（通过减轻压
力对乡村地区的社会福利
产生间接影响，有助于缓
解高自杀率）；

减少肉类欺诈风险并提高生物安
全透明度。这包括与我们的包装
创新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合作，以
及开发强大的加密经济系统以激
励所期望的未来行为；

什么是BeefLedger？

为何选择牛肉供应链？

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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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屠宰厂*
一年产量为40万头
出口厂号：18
*澳洲十个拥有中国
出口证的屠宰厂之一

布里斯班国际机场

安格斯养牛区

催肥厂：
一年产量为两万头，

据有发展空间

和牛养牛区

在实现这些成果的过程中，BeefLedger平台为主要行业利益相关
者展示了切实的“共赢”效果。

• 消费者获得品质更佳且久经考验的产品，还可访问经过验证的 
 产品来源数据。

• 由于供应链的透明度和智能合约的力量，生产者能够采集产品 
 来源数值，确保来源投资得到回报。

• 加工商和其他供应链参与者可使用一个公平稳定的供应链，该 
 供应链内置有为追求卓越者而设的奖励。卓越通过变现的数据 
 获得认证。

• 监管机构会被提供一个透明的合规和审计系统，确保在食品安 
 全和生物安全管理等领域遵守社区和监管机构的期望和要求。

• 数据收集者和提供者有机会获得为数据服务定价的透明且负责 
 任的良机。

通过提高透明度以及将可持续行业惯例基于数据的验证进行变现
的能力，还可间接实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区块链技术的溯源防伪系统和平台
我们的养牛区、催肥厂和屠宰厂

谁会受益

社区中的任何人都可通过购买牛币参与网络。牛币是预
先开采的实用性代币，它充当整个供应链数据价值以及
向消费者提供肉牛和肉类的一种支付手段。

牛币的基础发行已通过非公开预售的形式进行了发布。
预售计划已于2018年6月30日结束，用于预售的代币占
代币总量的30％。代币由消费者（零售终端用户以及批
发进口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国内供应链参与者和项目
合作伙伴获得。其中一些代币将使我们能够进行首批认
证牛肉的发货交易。

公司将保留30％的代币作为“流动性储备”，以
满足生态系统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其余的40％代
币将向市场逐步按需发放。我们的代币发行框架
正在制定当中，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协作研究的
一部分，此研究由FA CRC组织开展。

我们没有进行公开众筹或首次代币发售（ICO）
。BeefLedger期望代币持有者将需要公开交易牛
币的能力，以确保有一个可用的活跃流动资金
池，以支持参与其中的各个供应链的活动。

牛币：参与平台和网络



BeefLedger本周取得重大进展，获得了有出口许可资质屠宰场的股份。该

屠宰场是澳大利亚仅有的十家具有出口中国许可资质的屠宰场之一。

BeefLedger获得有出口许 
可资质屠宰场的股份

在BeefLedger创始人鲍韶山（Warwick Powell）先生和公司董事查尔斯•莫里斯
（Charles Morris）先生近期参观该屠宰场，并与其首席执行官和主要营销及管理
人员会面之后，BeefLedger受邀入股该屠宰场公司。 

屠宰场位于新南威尔士州，将使BeefLedger能够加工和包装公司自有品牌的优质
认证澳大利亚牛肉系列产品。

屠宰场可在2层加工车间内每周加工多达9,000头肉牛。它有四条去骨加工生产
链，可为多种客户发展零售和餐饮服务提供支持。

屠宰场拥有最先进的冷库和鼓风制冷设备，并采用领先的纸箱存储检索系统，确
保了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无缝管理和分配。

公司的动物福利一流，有阴凉的围场和唾手可得的淡水。

公司员工会接受规范的动物福利程序培训。公司经澳大利亚畜牧加工行业动物福
利认证体系（AAWCS）认证。

屠宰场的食品安全系统由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监督。该系统全球领先，被公
认为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生产质量体系之一。该食品安全系统以危害分析关键控
制点体系（HACCP）为基础，提供了卓越的卫生和产品加工环境。

公司具有澳洲肉类品质规格管理认证（Ausmeat）、清真认证（Halal）、有机认
证（Organic）、生物动力认证（Bio-dynamic）、特定品种认证（Breed Specif-
ic）（包括安格斯牛肉和和牛），以及向汉堡连锁店和主要本土零售商供货的资
质。这些认证及资质均需定期审核。

该屠宰场公司最近还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驻中国办事处。

BeefLedger供应经过认证的优质澳大利亚牛肉产
品。所供应的牛肉既包括可进行进一步加工的整
块牛肉，还包括采用安全性极佳包装的切块牛
肉，加上我们还有强大的物联网和区块链网络支
持。我们供应的澳大利亚牛肉产品系列如下：

这些产品系列通过我们的技术和区块链研发活动不断得到改善，
以进一步提高认证和安全水平，提升产品价值，增强消费者信
心。负责我们包装创新的独家供应商是Orora公司，该公司为澳
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公司。

我们还为其他牛肉生产商和供应商提供认证服务。

特优（包括M9+级和牛、 
F1级和牛、巴扎带牛肉）

优质和牛（M6-7级）

获奖优质黑安格斯牛肉

优质黑安格斯牛肉

全天然澳大利亚牛肉

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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