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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ntroduction

We make news
good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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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elp you know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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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将扩散健康的媒体生态系统，
主导世界媒体的革新。

About us

韩文是人类使用的文字中唯一具有明显的创制目的和意图, 而明确表明创制者和创制年度的文字。
以弘益人“有利于人类”的精神为基础的“自主”, “爱民”, “实用”的韩文的哲学,
原理的独创性和科学性得到了世界的优秀认可。 

PUBLISH是立足于韩文的创造精神, 采用区块链技术的事实检查
1. 向大众广泛传达准确而有利的报道资料, 
2. 通过应用技术来生产创新的内容物, 帮助媒体企业在社会中发挥很多种责任和义务。
3. 将为造成媒体企业能够独立自生的生态系统做出贡献。

咱们PUBLISH以存在理念和目的为基准, 扩散健康的媒体生态系统，
并且为了在大韩民国主导世界媒体的革新中心, 咱们将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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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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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公开了PUBLISHprotocol白皮书

开船了PUBLISHalliance

开船了媒体技术创新研究所(PUBLISHlab)

获得“区块链基础的综合交易系统及方法”专利证（第10-1995316号）

获得区块链为基础的“新闻事实检查系统”专利证（第10-2140325号）

加入世界最大的媒体机构“国际新闻通信协会(WAN-IFRA)”

全球媒体标准机构“国际新闻通信协会”的会员公司

在韩国新闻中心举办了“虚伪的时代, 媒体应该怎样前进的方向”

世界初次开发POC及示范运营了“新闻区块链公证”

PUBLISH的Coin叫‘NEWS’在‘Coinmarketcap’里正式登记

世界首次向新闻媒体引入了稳定币“新闻KRW”

在世界新闻协会的“2019年亚洲数码媒体大奖会”上获得了“最佳数码媒体创业”奖（在国内企业中首次获奖）

全球区块链颁奖典礼“Decentralized People’s Awards 2019”上获得了“区块链公证”领域奖项

参加了在釜山进行的韩-亚洲联盟峰会的区块链管

“首尔区块链支援中心”被选定了入驻企业

在韩国媒体振兴财团被选定为支援媒体创业企业

被选定了在首尔市支援的“优秀创业企业进军海外项目”

【金融监督会故事】“假新闻OUT！区块链市答案”CEO采访

韩国科技部-Yozma集团被选定了“K-全球加速培育生意”的对象

中小企业投资企业部-Draper University of heroes被选为“海外进军支援事业”的对象

Tim Draper举办的IR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Block Crafters被选为“Challenge X 2期”支援企业

国内3000多家媒体企业的区块链CMS供应商

韩国民营广播联盟和区块链新媒体平台开发公司

在新加坡设立了分公司

发行了PUBLISH Wallet上市

PUBLISH ID上市（专门媒体 DID）

PUBLISH Chain上市（企业平台）

PUBLISH Link 发布 (CMS API)

开发PUBLISH NFT（NFT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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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Company Information

业务领域

地址

PUBLISH 股份公司 (PUBLISH, Inc)

提供开发专门网络媒体软件与服务
提供开发区块链为基于的内容物生产方案及服务

首尔市

新加坡

班加罗尔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仙游岛49路17 浮云大夏5层
首尔特别市中区世宗大路12路12, 2层

Fraser street #05-25,
Duo Tower, Singapore 189352

A block, 2nd Floor,
Dayananda Sagar University Kudlu Gate.
Hongasandra Village Begur Hobli,
Hosur Road, Bengaluru, Karnataka 560068, India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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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Protocol为基于分散元张技术，提高媒体产业的公正性和透明性，
在PUBLISH生态系统内的应用程序开发及设计上提出标准。

PUBLISH overview PUBLISHprotocol

新闻资讯制作者 IPFS系统 新闻哈希 编辑委员会

承认新闻报道

返还新闻报道

发行 订阅顾客

PUBLISHsoft

PUBLISHchain

PUBLISHiD

PUBLISHlink

PUBLISHwallet

PUBLISHnft

PUBLISHfact

PUBLISHprotocol
PUBLISH对媒体和新闻的理想 

Internet

Blockchain

PUBLISHapps
实现出PUBLISH的价值和理想的工具 

PUBLISHapps

PUBLISHeco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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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Solution

由拯救在陷入危机的媒体产业的PUBLISH protocol启动的PUBLISH软件现媒体产业因信赖度的下降和网络新闻的利润减少，
导致媒体的自生能力减少，面临多种问题。

媒体市场环境的变化
随着出现新的平台和手机为中心的媒体环境，

网络新闻媒体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加剧
为了吸引用户的关注，

持续以煽情性或刺激性为主的报道形态

新闻业原则的消失

生产以网络为中心的新闻消费诱导流量及
以提高点击率的为假新闻（abusing）

新闻消费的集中
媒体的封闭性和低水平的财务独立性等，
媒体公证责任意识低，自律规制参与率低

自净功能的损失

PUBLISHsoft

PUBLISHwallet

PUBLISHchain

PUBLISHnft

PUBLISHiD

PUBLISHfact

PUBLISHlink

PUBLISHlab

区块链为基础
解决管理方案（CMS）

加密货币（NEWS）
Cryptocurrency wallet

专门针对全球媒体产业
区块链主网

实现出NFT
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

实现出用户可以保存自己的个人信息
和提交个人信息的自我主权身份

(self-sovereign identity)

使用区块链技术及集团智能
为验证新闻报道

以用户与媒体连接为基础
的客户补偿服务

属于PUBLISH
企业的媒体技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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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apps
采用PUBLISH软件，      可以革新新闻报道

构建脱离中央化的自律性新闻生产生态系
统，减少因媒体垄断而引发的信息及观点

的事情变化，激活相互对立的视角。

将敦促追求真相和体现正义的补偿机构引
入新闻生态系统，恢复被破坏的新闻的本

质目的和作用。

维持现有媒体产业的结构。同时，引进区块
链为基础的TOKEN经济，实现稳定的消费和
扩大广告的需求。通过这些确保各个媒体的

财政自生能力。

读者的多种意见 恢复新闻的本质 新闻媒体的财政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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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soft

网盘为基于的CMS 评论及讨论服务 区块链新闻公证系统 补偿TOKEN系统广告管理及分析功能 响应式网站

·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随时连接
·  自动更新及后备
·  不需要额外编码和安装

·  提供关于新闻报道的评论及讨论系统
·  可在CMS内管理所有评论
·  通过补偿TOKEN的奖励，
   促进评论活动

·  所有内容物在区块链自动记录及永久保存
·  可以检查更新事项及追踪
·  防止假新闻和保护内容物的著作权
·  可以获取新闻报道及内容物的
   透明性而获得读者信赖

·  可以补偿读者在平台内活动
·  可构建PUBLISH设计的最适合媒体的
    TOKEN经济
·  通过TOKEN经济，可促进媒体增长
·  内容物消费者和订阅者给一定的补偿
    引导积极参与
·  通过自体发行的TOKEN初期供应和销售
    有利于融资

·  可以实现内容物收益化
·  可以在CMS内直接管理广告及监督
·  可以确认广告及分析
 （准备制作广告报告书方便）

·  适合手机版设备的网站模板
·  考虑制作新闻环境而设计的针对性CMS布局
·  简单的修改顾客需要的模板, 布局, 色彩等

为了媒体产业提供定制式内容解决方案
内含区块链公证功能和补偿系统等强力的CMS 

16



PUBLISHchain

专门针对媒体产业的区块链主网

应用‘high-performance consensus algorithm’功能

为了用户运营区块链扫描仪，PUBLISH EXPLORER

通用证明体系的完善构建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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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iD是区块链为基础的DID(Decentralized identifier)

将个人信息资料的主权还给个人，源头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及非法使用

大家看看现代所要求的！，
我们需要的PUBLISH iD功能！

PUBLISHiD

实现出用户可以保存自己的个人信息和提交个人信息的自我主权身份
(self-sovereign identity)

确保信任及安全
证明身份证的所有权, 

证明真本性, 证明完整性

防止盗用及出租
采用虹膜为生物信息，

识别2FA验证身份证出示人是该身
份证的实名者

简便性
在线下无需携带各种实物身份证，
在线上无需管理数十，数百个ID，
只需一个PUBLISH iD即可登录。

Feature 1

PUBLISH iD记者身份证

为了让写文章
的人把真实性融入到文章中

让读者感受到真实性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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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D

通过综合认证服务，
用一个ID登录所有网站

手机版证书
身份证，职员证，学生证，会员证等各个证书可以方
便地储存在手机上使用，实现以准确认证及个人信息
安全体系为基础的手机版身份证。

证明
可以通过手机可以方便获得资格证，在职证明书，
毕业证明书等证明并提交，并且提供提交的证明书可
以实时验证的解决方案。

综合DID
提供国内外的多种DID平台互换的UDA
(Universal DID Adaptor)，遵循W3C标准规格。

出入证
可以通过身份认证对访客和职员的出入管理。
控制出入的需要再认证时，支持综合生物认证的2FA

Feature 3     超级IDFeature 2     手机版证书

为了个人信息的安全，应用
One-time Identity，Data 
Masking，Pairwise DID技术

个人无需管理几十几百个用户
的简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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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订阅者和媒体为连接环节的服务

通过参加多种活动时补偿Coin的系统

可以快速而容易应用的部件系统

提供关于读者和媒体的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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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wallet

NEWS COIN Cryptocurrency wallet

最
新

公
告

可
以

实
时

确
认

PU
BL

IS
H为

基
础

的
加

密
货

币
的

价
格

生
成

TO
KE

N 
Cr

yp
to

cu
rr

en
cy

 w
al

le
t及

转
账

新
闻

导
报简单转账和汇款

通过2FA(two-factor authentication)的认证，

提供强力的保安

可以直观使用的用户亲密共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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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版为基础的独立媒体的成长将以
NEWS TOKEN为中心。另外，
将制定新闻和数码内容物的新的标准。

PUBLISH

29

PUBLISH是通过PUBLISH protocol

PUBLISHnft

体现NFT的循环生态系统

提供新闻, 媒体, 艺术品, 文化遗产等多种的NFT内容物

可以靠的NFT市场

保护创造者, 卖者和买者之间的权利



PUBLISHfact

利用区块链技术及集团知识验证新闻

基于区块链的事实检查和内容物的管理及系统 
(专利编号：第10-2140325号)

积极而持续地引导不同群体的用户的参与

赋予作者基于事实传达信息的动机，
读者获得可靠的信息的机会

申请专利事实检查运算法则

参与补偿

评论系统

30 31



32

PUBLISHlab

咱们为使命继续研究。

通过识别个体,
了解新闻内容物

为了提供新闻的企业,
基于机器学习的推荐系统

分析新闻内容物的文字和评论的趋势 为了新闻媒体,
AI为基础的形象分类系统

为了区块链新闻内容物的指数化的
ninjs (News in JSON)基于的工具

利用新技术，新闻媒体能够刺激让读者的参与。消除假新闻，而研究增加收益的方法。

33



34

参加PUBLISH联盟
或者询问产品演示

请参与新闻创新。咱们在一起的话可以立刻革新

Let’s make news good again together

info@publishinc.io

mail

www.publishinc.io

web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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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媒体的 “自主”
关心读者的 “仁爱”
对人类有益的 “使用”

PUBLISH，革新新闻

www.publishinc.io   l   info@publishinc.io
Seoul   l   Singapore   l   Bengaluru
Copyright ⓒ 2022. PUBLISH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