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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
财富保值总是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由于数字货币的兴起以及卓越表现，作为已收益的代
币投资者正准备锁定这部分利润准备等待下一个风口。
在今天，既想留在代币世界里又想资产保值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把鸡蛋放到不同的篮
子里一样，把资产进行分散似乎是最佳选择。 在全球化世界里，你自己国家的货币不能真
正的衡量你的财富，只是方便结账或付款。货币篮子提供了很多类似需求的解决方案，这可
能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篮子和/或将本国货币与通常不公示的货币篮子挂钩增长趋势的原因
（中国，新加坡）。
GLOBCOIN 加密平台（GCP，或者 GC 平台）提供针对于特定社区/用户需求的货币篮子的基
础设施。
几十年来，GCP 的 创始者一直站处于货币管理创新的前沿，向他们的大客户（机构和家庭
办公）提出专门针对他们特定需求的专用货币篮子。在 GC 平台上推出的第一个篮子将成为
我们的“旗舰”GLOBCOIN，这是一个基于 15 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法定货币和 5%黄金的
货币篮子。这个篮子顺应了很多用户的需求。这个篮子已经在传统的外汇远期市场上为我们
的大客户实现。代币具有 100%的实物资产背书。它将成为加密资金持有者希望留在加密世
界但又期待保证他们投资组合稳定收益的理想补充。其他货币篮子已经研究了他们特定的在
亚洲，非洲，西欧客户，GC 平台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求启动和管理这种专用篮子，只要篮
子的成分是可交易的。
我们还将在我们目前的 GLOBCOIN 多币种预付卡上添加一个货币篮子，以便人们（除法定货
币需求外）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购买一个货币篮子。正如所解释的，由于外汇市场的结构，篮
子概念以前是为大客户保留的。感谢 Blockchain 科技，现在可以向公众提供篮子的概念。权
力的下放使我们能够提供以前保留给少数特权市场参与者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
举地以合理的成本行事像中央银行一样管理货币风险，这不是一场革命吗？
GCP 代币销售的目的：
- 引进额外的资金来提升目前的平台，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优势
- 为最大的用户社区提供平台
- 按照当地适用的地方法规，在世界特定地区散布专用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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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历史
GLOBCOIN 隶属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集团，于 1998 年 以 Overlay Asset Management 之名被
Helie d'Hautefort 创立。该公司的创始人旨在创建一家专门从事第三方货币管理的公司。在
2001 年，法国巴黎银行收购了 Overlay Asset Management SA，因为它是欧洲首家从事独立
货币交易管理公司，随后瑞士的母公司更名为 OptimInvest。在与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成功的 10 年合作关系中，管理资产达 200 亿美元，居世界前五大货币管理公司之
首。2012 年，管理团队的主要成员决定重返日内瓦和伦敦的 OptimInvest 集团，充分利用新
技术并提供创新的货币管理服务。
使命
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 Luhan）用他出名的比喻正确指出的那样，数字时代
正在将世界缩小为“地球村”。我们的使命是革新人们接近货币，重塑他们的解决方案，在
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中保护自己的财富。我们希望通过提供创新和经验为全球“乡村”社区带
来利益的新工具来成为可能。
架构
感谢区块链科技和 Ethereum，全球币将很快能够向地球上的每个人提供这样一个篮子。我
们将会提供财富保值的最佳方案，一切简单透明。
- 储备的货币解决方案（RCS SA），于 2013 年在瑞士的楚格州成立，创建和开发管理货币产
品，如全球储备货币（一种可以被“世界货币“吸收的指数）。RCS 拥有多个与多币种指数
管理有关的知识产权
-OptimInvest 是驻日内瓦的货币经理,同时也是 OARG (Organisme d’Autorégulation des Gérants
de patrimoine)的监察成员。它在基于上述“世界货币”的概念为大型机构和家庭办公室提供
咨询任务
-GLOBCOIN 公司，创建于 2016 年，是伦敦的公司，目前是市场上第一家多币种电子钱包之
一，该电子钱包与提供银行间市场进入货币市场的借记卡以及大多数世界货币的免费 P2P 转
账相关联。
为了确保 GLOBCOIN 在集成区块链技术的同时快速扩展到世界市场，GLOBCOIN 通过 RCS
Zug, SA，将通过代币销售筹集资金。

价值主张： 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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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COIN 加密平台

1. 什么是货币篮子
货币篮子是具有不同权重的选定货币的组合。他们的构成和权重取决于其目的。通常使用
货币篮子来使货币波动的风险最小化。[1] 货币篮子的一个例子是欧洲货币单位，欧洲共同
体成员国使用欧洲货币单位作为欧元替代之前的账户单位。[2]另一个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央银行使用这种方法将本国货币与一系列适合固定汇率制度的货币
结合起来，作为经典的完全可兑换的一种变种，其优点是获得轻微的汇率灵活性，但不会
失去兑换的稳定性。这个系统避免了单一参考货币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的负面影响。
目前中国是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之一。据中央银行称，人民币的价值即汇率是由日元，美
元，欧元和韩元组成的， 尽管这些货币的具体比重没有在人民币的价值中披露出来。通常
中央银行根据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来确定各种货币的比重，例如如果欧元区的贸易额为
50％，那么 50％的欧元就是合乎逻辑的。
除了中央银行，篮子可以根据几个不同的标准进行组合。
2. 货币篮子的机会
货币篮子涵盖广泛的投资主题，可用于在战术，主题或战略基础上表达多币种观点。此“
平台”旨在为投资者提供灵活性，使他们能够表达对一个国家或一组货币的看法，或者对
冲别人的弱化。与世界储备货币对应的的第一个篮子的创立，将会使其持有者能够从战术
上切换到最稳定的工具，历史证明其比瑞士法郎更为稳定。
3、实施壁垒
虽然货币篮子的好处似乎显而易见，它们的使用受到几个障碍的限制。
-规模障碍：外汇市场是有巨大的结构保留
-价格障碍： 只有经验丰富的货币经经理才能获得流动性和良好的价格来买卖货币篮子的双
选举。
-基础设施障碍：买卖个别货币对（其中一些货币对的数量非常有限-比如某些法定货币）要
求有专门的基础设施和专业团队。
4、使用区块链技术的货币篮子平台的好处
对于所有这些原因，交易货币篮子的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职业经理人。全球币加密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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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经济高效的方式出现在游戏规则中。
代币化是将资产的权利转换为区块链上的数字代币的过程。
全球币加密平台将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发起一系列基于规则的代币化篮子。每个篮子将具有
对应于社区特定需求的初始权重，它将跟踪相关货币篮子的表现。篮子的使用者可以从平
台，我们的数字钱包或者通过交易所购买。
为什么以前不能向个人提供这样的产品？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外汇市场与最小数量是几千个单位货币交易。很少有人有机会进入
必要的网络来建立这样的报价，目前没有零售银行或经纪人提供这样一个篮子。公共机构
，如中央银行或大型组织，他们自己管理这些。因此，对于个体来说，这样做的相关成本
将非常可观的。由区块链带来的革命，尤其是以太坊使得现在建立和分销这样的产品成为
可能，这要归功于使用智能合同。然而我们仍然需要一个实体（如银行/经纪）安全持有法
定货币，分布式账本技术（DLT）允许篮子的“代币化”，并使其可以在点对点的基础上进
行交易。这些代币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交换，成本只有一小部分，金额可以低至相当于一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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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全球币
基于全球储备货币指数的一篮子货币

1. 问题：“全球币资金”在全球化的需求
我们处于一个政治和经济都不确定的 VUCA（波动，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世界。2016 年
，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政策都是为了削弱
本币来促进出口，正如我们在日本和中国看到的那样。至目前为止，定量分析政策在日本
和欧元区域仍然未得到确认。
贸易和投资日益全球化使得“基础货币概念”越来越过时。如果没有单一货币稳定或有足
够的弹性来维持价值，那么使用单一货币作为估值的参考就不再是可取的了。
经济全球化已被广泛认可，但并未完全被视为对购买力的威胁。
今天，你的咖啡的价值，好比你的财富，对货币波动很敏感。据估计，2000 年以来，仍被
视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价值在全球经济中已经下跌了 20％以上。由于您的本国货币贬值
，您的全球购买力也是如此。通过多元化降低波动性，远离单一的中央银行控制和事件风
险。
一杯咖啡的货币组成部分显示了经济如何全球化，即使你不去国外旅游或投资，你也会面
临货币风险。如果你的本国货币减弱，你将不得不为这杯咖啡付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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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全球集中银行体系的担忧，人们现在对自己的货币感到不那么自信了，因为他们失
去了对本国货币的信任，所以“价值储存”的作用也是如此。明显的证据表明，“全球货
币”作为一种交换媒介，一种价值储备和一种记账单位是很需要的。
2、解决方案：复制世界经济的储备货币篮子
全球币是追踪 15 种最大全球货币和黄金的货币篮子单位。它是基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演
变的采购能力平价的直观和公正的方法。这些特点使全球币成为全球价值储备，有效地创
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储备货币”。
一篮子投资组合旨在通过利用由采购实力平价调整的各国 GDP 的智能算法，充分利用市场
走向全球化和多极世界的趋势。权重指数-=权重*1+百分比+权重*1+百分比货币分配多元化，占世界经济的 85％。购买力平价要素确保新兴市场货币的权重高于其他
货币篮子的权重，包括世界 15 个最大经济体的货币，按国内生产总值加权，按购买力平价
调整，与中国人民币(通过无法交付的远期合约进行访问）占 16％，印度卢比为 6％，巴西
为 4％。 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是与全球货币最接近的一种，纯粹由
一篮子发达国家的货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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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标说明 - 基本原则

该指数旨在提供一篮子货币和黄金的表现。
GRCI®篮子在 G10 中多元化，新兴货币和黄金之间分布的很好，占世界经济的 80％至 85％
。指数权重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计算出来的，因此
可以使新兴市场货币的权重更大，以反映这些经济体的较高增长潜力。
购买力平价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一旦考虑到目前的汇率，相同的货物在不同国家的成本应
该相同，从而消除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包含的价格效应。包含
在指数在内的的货币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每年 10 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
库”中公布的或以前可用的国家的 PPP 水平估值，参照国内生产总值确定的。
该指数跟踪最多十五个货币对的持仓表现，其中每个头寸包括一个货币对美元的空头头寸
。该指数还包括黄金的远期头寸。
该指数采用保护机制来避免以违反某些流动性限制的货币占据头寸，当然也排除某些国家
的货币。咨询委员会将每月确定是否启动这些保护机制，通过指定违反货币的流动性约束
为“非流动性货币”或任何此类为“排除国家”的国家。咨询委员会还验证计算代理（如
下所定义）的月度加权计算和在下列加权日期（如下定义）中采用的头寸。
美元全球储备货币指数，该（指数）乃参考派生的远期交易所得的数据。该指数的基准日
期是 2000 年 1 月 3 日，指数的基准价值是 100。
B.指数描述 - 权重
根据 GDP / PPP 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基于一个国家的购买力平价水平估值，正如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在每年 10 月或之前发布的作为来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为避免
疑问，如果 IMF 公布预测，则该预测将被用于计算指数值。
黄金调整的权重：权重的 W i ,T 被定义为归因于选定货币的权重。i 和黄金则在权重数据的
T。
非黄金调整的权重：对于选定的货币 i, 等于所选的 GDP / PPP 水平总和与所有选定货币的
GDP / PPP 水平之和（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两位）之间的比率。为了避免疑问，如果同一货
币作为选定货币出现一次以上，则应根据每个选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水平的
相对大小，为每个相关选定国家独立确定归属于这种货币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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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货币 i 的非黄金调整权重（NGAW）按以下定义：

NGAWi 的总和等于 100％
调整权重：黄金的静态重量在每个加权日期 T 重置为 5％。然后重新分配给 15 个部分。如
下计算每个组件的调整权重：

所选货币的调整权重总数+黄金币的总和等于在每个加权日期 T 的 100％。
每日的权重：
在加权日期 T 上，对于每个选定货币 i：
权重 i.T=调整的 W i 和权重 g,T=5%
对于其他的商业天数，权重 i,t 如下定义：
权重 i,t 被定义为被选择的货币 i 在时间 t 上归于的权重
权重 g,t 被定义为在时间点 t 上黄金的权重
指数权重 t 被定义为在时间点 t 上的权重

每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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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i,t 被定义为在时间 t 选择 Currencyi 的表现，Perfg,t 就是黄金则时间点 t 的表现。
Forward i,t 是选定货币 i 使用被选定的 bloomberg 货币 PX_LAST 和 1M 货币功能的远期利率
，其中 Tenor 等于美元与开放期限相同，设置为下一个权重日期 Date T 加上 5 个工作日
minus t。
Forward g,t 是前端的黄金利率使用 Bloomberg XAUUSD Curncy PX_LAST 和 1M Curncy 函数
与 Tenor 相对美元的价值，等于开放期限设置为下一个权重日期 Date T 加上 5 个工作日
minust。
在月末之间，前端点（(FWDpts i,t) 使用简单的线性插值计算（如上面的计算），为了避免
疑问，如果选择的货币是美元，那么 Perf i，t 应该是零。 当投资全额投入时，美元的权重
可能会受制于 LIBID 的表现值或相当的影响。
C 指数描述-指数价值

在刚成立时，指数 index0 = 100
T 是指下个月的月底（在加权日 T = t）。
T-1 是指前一个月末。
I 是指选择的货币中的一个货币
g 是指黄金
指数值是在小数点后 5 位截断（例如，如果计算结果的值为 105.123456，则索引值为
105.12345）

D、指数描述 - 收益

ER20 标 准

✓

100 个法定货币的背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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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超过瑞士法郎 ！）

✓

可用的交换单位

✓

可审计

✓

一对一的准备金率

✓

五大储备证明

✓

适合个人 ，交易所 ，加密货币持有人

✓

经验丰富的团队

✓

有利的合法瑞士生态系统

✓

E、指数描述-市场
投资者需要一个稳定的可信和资产支持的密码货币。
第二个需求与刚刚开始的主要中断有关，这要归功于比特币和以太网等加密货币的增长。
这些新技术开阔了眼界，为金融体系，支付和储蓄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然而，令日益被
接受的加密货币的主要阻碍是双重的。
- 很高的波动性
- 缺乏真正的资产支持其价值（除了一些黄金相关的和 Tether $和 Tether€）
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各地货币贬值的国家的公民正在转向加密投资和财富保护，因为他们
希望从本国货币多元化。加密货币的分散性使他们摆脱了政府的影响和政治干预，因此成
为全球市场的避风港投资。即使在法定货币混乱的斗争中，全球各地货币贬值的国家的公
民似乎都转向了加密投资和财富保护。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非常规政策导致来自全球许多
地区的现金流入。 由于这些国家面临金融危机，因此需要更好地储存价值。GLOBCOIN 是
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避免将财富集中在少数货币上，而这些货币的演变可能是
非常消极的，并可以反映出世界经济的多样化。虽然 GLOBCOIN 消费者访问加密货币的速
度正在迅速扩大，GLX（GLOBCOIN 世界货币篮子令牌）的市场也在迅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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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触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液态货币，捕捉全球经济趋势。由于这个篮子完美地反映
了全球的世界，我们已经为一些旅行的国际客户提供服务运行了好几年，他们希望在世界
经济中保护本国货币的价值或购买力，而不是揣测其他货币。因此，GLOBCOIN 代表我们
的全球村庄的全球货币。
让我们来提一下如果您的国家货币处于弱势趋势（如 2017 年的瑞士法郎，2016 年的英镑
，过去 6 个月的美元，去年的人民币，我们可以提到像俄罗斯卢布，欧元 ，过去的几年的
巴西雷亚尔）。所有这些货币都可能进入弱势趋势，导致持有者的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今
天没有银行提供这样的保护服务。
即使本国货币没有减弱，您也可以使用 GLOBCOIN 作为对现有投资组合的“对冲”，用于
“货币中性”的东西，这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货币偏差。 GLOBCOIN 使您能够以原始货
币以外的另一种货币计算特定资产。例如，有人可能想以优惠的价格购买西班牙房地产，
但不想承担欧元的风险。 GLOBCOIN 使房地产投资者能够改变与投资相关的货币风险，并
对货币给予中立的立场。
对于加密货币持有者来说，他们现在可以获得比任何当前法定货币更稳定的硬币，而不会
被中央机构的变化政策所牵制。差异化的篮子表面它比瑞士法郎对主要货币的波动性更小;
购买 GLOBCOIN 还可以让加密社区持有人在保留加密货币生态系统的同时，通过一个法定
的链接来保护其投资组合的价值。
根据我们初步的预售调查，很多利益相关方都需要上述方法，要么等待密码领域的投资机
会，要么冻结部分投资组合的价值。

案例 2: GLOBCOIN 名片
GLOBCOIN 有限公司是在英国注册的姊妹公司。GLOBCOIN 的起源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复杂的
技术仅仅提供给大型机构到街头的人手中。
自 2016 年 6 月起，GLOBCOIN®多币种储蓄账户和 GLOBCOIN 多币种预付费万事达卡将在
SEPA 地区（西欧）提供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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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平台可以在线访问或通过应用程序 APP 访问，提供提供多币种支付和储蓄的组合。在管
理外汇风险时，GLOBCOIN®使生活更轻松，更便宜，让您完全控制。
总之，GLOBCOIN 意味着重塑全球货币的获取。把它当作你自己的私人财务助理，银行和外
汇代理全部汇为一体。您可以像在任何其他银行帐户，电子钱包，旅行卡等中一样将钱存入
您的 GLOBCOIN 帐户。将其转换成各种不同的货币，付款，收款，提取现金和在线购物。
GLOBCOIN 提供市场领先的定价和技术，捆绑在一个容易使用的应用程序 APP 适合所有类
型的客户 - 外籍人士，旅客，学生，等等越来越多，“全球游牧民族”。
对于任何想在旅行或汇款时省钱的人来说，这都是完美的解决方案。GLOBCOIN 代表了 FX
的未来，把全球市场的力量带到了持卡人的指尖。我们计划将 GLX 添加到卡上可用的货币
。我们每天都在增加新的客户，没有广泛的昂贵的广告，而是主要通过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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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的销售
代币的销售基金的收益将用于平台的开发，产品发布，市场营销和公关，客户获取和合作
伙伴计划。他们还将资助 GLOBCOIN 在未来两年的运营，包括法律和管理成本，运营，管
理，公关和市场营销。这将使我们能够在各个领域聘用最优秀的人才，以实现我们作为
GLOBCOIN 的雄心壮志的高目标。
1、 创建事件
GLOBCOIN GCP 代币创建过程是围绕在以太坊上运行的智能合约进行的。参与者将会支持
GLOBCOIN 项目开发的与会者可以将 Ether 发送到指定的地址，通过这样做，他们以每 100
个 GCP 比 1.00 个 ETH 的比例创建 GCP。在众筹阶段开始后，参与者必须将 Ether 发送到指
定地址。当创建结束块时，或当发送到帐户的以太网数量达到最大值时，众筹结束。
代币名
每一个 Ether 创建的 GCP 数量
筹集 Ether 数量的最小值，参与者可以申请
退款如果筹集的数量没超过
筹集 Ethe 数量 r 的最大值（如果达到这个
上限，代币销售结束）
最大的 Ether(达到此值预售结束）

GCP
100
5,000

150,000
30,000

众筹销售参与者的最大代币数值

15 850 000

37.8%

众筹预售参与者的最大代币数值

5 100 000

12.2%

为未来业务发展，市场扩张的最大代币数值

12 570 000

30%

为团队，顾问和早期支持者的最大代币数值

8 380 000

20%

GCP 的最大数值

41 900 000

100%

2、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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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ICO 期限之后没有达到最低限额（5 000 ETH），那么 ICO 参与者可以依据合同中撤
回其 ether。如果达到了上限，则该事件将自动关闭。代币将在 ICO 活动结束后的 14 天内
转移。
3、参与活动

预售

正式发售

累积 ETH 数量

每 ETH 的 GCP 数量

0-30000

170

0-5000

130

5000-25000

120

25000-50000

110

50000+

100

举例：一个支持者想用 1 百万美金来买 GLX。他需要(1,000 x 0.004) + (9,000 x 0.003) + (90,000
x 0.002) + (900,000 x 0.001) = 4+27+180+900=1111GCP。如果 GCP 的市场价仍然是 1/100ETH.
8USD。那么将等于 8888USD 或 0.88%在交易。如果他没有 GCP，他必须要在交易所上买，
可能要付出 1%-4%的手续费。GCP 是可以交易的，持有者可以任意交易。

4. 为什么我们预测 GCP 的需求会增长
因为 GCP 是在 GCP 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我们又 5 年被证明的历史记录和客户群体。我们
对 GLX 非常的自信，并预测它会函数增长。
我们也会创建其他种类的货币篮子。使用者的增加都会是 GCP 的需求增加。需求增加 GCP
的价值就会增加因为 GCP 的供应是固定的 41 900 000.。

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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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Reserve Currency Solutions SA 和 GLOBCOIN 已经建立，并且公司的良好运作需要拥有
经验丰富的团队，包括法定货币的管理和数字化，我们需要额外的资源来实现我们雄心的
目标。
募集的收益将用于：
-继续开发平台的预算，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市场数据，模拟工具，货币组合管理工具以及
新产品的创建。
-营销和获取客户
-合作伙伴计划，包括交易所和平台以及协同发展收购
-运行成本：工资，租金和其他运营成本
-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费用和必要的许可证
-5％的法律支持，公司法律结构的改善，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工业设计权，商标。
在代币销售期间收到的基于不同资金水平的里程碑：
如果募集的资金达到最低 5,000 ETH，GLOBCOIN 将设立整个基础设施，在 2018 年第二季度
之前推出第一篮子（GLX）。与交易所的合作关系将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完成。
如果筹集的资金达到最低 50,000 ETH，GLOBCOIN 将能够提供 GLOBCOIN 多币种卡上的服务
，该卡已于去年推出，但仅限于法定货币。我们将利用目前编程的网络效应，并将其超时
的扩大到覆盖各个国家和大陆。
GLOBCOIN 将成为第一个将 GLX 等加密货币添加到多币种卡程序的计划。我们与发卡机构
的合作关系以及多币种的体验将是推出此类计划的一重大优势。
如果筹集的金额超过 10 万 ETH，GLOBCOIN 将申请银行执照，以促进加密货币世界和法定
货币之间的桥梁。GLOBCOIN 也将在国际上进行扩张，建立“GLOBCOINERS”社区的全球
网络。这将使我们已经提供给持卡人的 P2P 操作，但仅限于 SEPA 居民，并仅以 6 种法定货
币转账计价。

Globcion 招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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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COIN 鼓励 GLOBCOIN ICO 爱好者在“地球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GLOBCOIN 将奖励这些参与者在 ICO 和 Bounty 的份额。
总奖金将定在筹集总额的 2％（仅仅 IF 总筹集> ETH 25000）。 现在寻求村领导人，如下
1、GLOBCOIN 村翻译者
为了在全球村庄传播，要求本地语言。有 ICO 经验的优先。对于以下语言，翻译工作文件
和/或主导当地的 ICO 论坛

Portuguese 葡萄牙语

Vietnamese 越南语

German 德语

Chinese 中文

Spanish 西班牙语

Japanese 日语

Dutch 荷兰语

Korean 韩语

Italian 意大利语

Hindi 印地语

Romanian 罗马尼亚语

Filipino 菲律宾于

Polish 波兰语

Indonesian 印度尼西亚语

Turkish 土耳其语

Russian 俄语

2. 社交媒体负责人
负责人要者全球区域直接领导; 通知; 激发当地的或者和全球范围内-积极的通过社交媒体参
与 Slack; Tittter; Facebook;Bitcointalk; 和其他相关广泛的 ICO 论坛。
3. GLOBCOIN 村庄 ICO 领袖
专家负责人可以跨越全球的村庄，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Bitcointalk 以及其他的 ICO 论坛/博客
。
注意：主持人将根据每个村领导的参与水平决定 ICO 后的适当奖金。主持人将审核和检查
捐款是否准确和相关。主持人将公平对待所有村的领导人，按比例支付，这取决于捐款的
水平和质量。在 ICO 后，奖励的支付将是 25％。75%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 GLX（估值
为 2018 年 4 月）赏金计划和奖励支出。并且可随时更改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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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
所有收到的有关初始代币销售的 GCP 代币付款都将被托管在一个安全的多重签名地址中，
而且只能从三个签名中有两个人的签名才有效：
Helie d’Hautefort –创始者
Bertrand Weisgerber –联合创始人
Linda Leaney –合作伙伴

市场战略
目标客户是双重的
代币社区。 GLOBCOIN 是第一个填补加密世界和法定货币世界之间的空白。我们为想投资
组合多元化的持有人提供密码方案。
暴露在货币波动的个体有：学生，商务旅客，度假者，外籍人士，网上购物者，全球游牧
民族。

Communities: 团体
Road Shows:路演
Panels: 原型
Word of mouth: 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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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cion communities: Globcion 社区
Public: 大众
Webinar: 网络研讨会
All socail Media:所有大众媒体
Articles:文章
Press and Publications:新闻出版物
Patnerships: 参与者
Global Card Issuers: 全球发卡机构
Fintech Companies: 金融科技公司
Banks:银行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金融机构

财政预测
GCP 的价格升值将取决于平台的采用率以及使用基础设施启用的每个货币篮子启的成功。
GCO 代币让持有者每个季度都能在系统上收取交易费用的回报。由于 GCP 代币持有人没有
收到任何报酬，而发行的代币数量有限，因此如果 GLOBCOIN 被广泛采用，代币的价值有
望增加。一个简单的评估就是对 GLOBCOIN 可以代表的市场规模进行建模，并除以代币的
总数。
目标市场有双重性：
- 货币投资者在寻找稳定和资产支持的币。
-国家货币持有者希望多元化
两个市场都是巨大的，我们将从现有的少数几家公司提供法定货币标记化信息，例如 USDT
。 从那里，我们对 GLOBCOIN 等解决方案能够捕获的市场容量进行假设，并应用我们的基
本收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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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ther is one of the offers of
tokenised fiat currencies (mostly
USD). Monthly volume in September
2017

例如 1%。月度成交量排名（货币）
因为我们的团队已经管理科 50 多个大机构。AUM 曾经超过 230 亿。我们预计我们需要两
年的时间能达到 Tether 的市值。

22

Year 年份

0.5

1

1,5

2

2,5

50

400 000

1 350 000

2 550 000

4 100 000

1%

1%

1%

1%

1%

800

4 000 000

13 500 000

25 500 000

41 000 000

Volume
cumulated (USD
equivalent) 累计
数量（美元等值
）
Cumulated Fee
(USD)累计费用（
美元）
Licensing fees
accrued 1%(USD)
累计 1%的许可费
用（美元）

Year 年份

3

3,5

4

4,5

5

5 900 000

8 000 000

10 500 000

13 600 000

17 400 000

1%

1%

1%

1%

1%

59 000 000

80 000 000

105 000 000

136 000 000

174 000 000

Volume cumulated
(USD equivalent)累计
数量 （美元等值 ）
Cumulated Fee (USD)
累计费用 （美元 ）
Licensing fees accrued
1%(USD)累计 1%的许
可费用 （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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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命与价值
GLOBCOIN 加密平台的使命是帮助人们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经济中保持自己的购买力
，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趋势，为全球 P2P 支付提供一个独特的交换平台，以供人们使用。第
一个使用案例，GLOBCOIN 储备货币完美的填补了全球村民生活的空白。作为全球性的居
民，我们需要全球性的货币来从全球的角度关心我们的环境，教育，健康。为了实现这一
使命，GLOBCOIN 设计了一个价值驱动型的替代货币体系，这个体系没有扭曲经济的不确
定性。与其他加密货币不同的是，GLOBCOIN 是一个拥有真正的信誉
令人信服的品牌。GLOBCOIN 将在 P2P 基础上使用，为客户提供经济高效，方便快捷的交
易服务，并保持高度的透明度。
GLOBCOIN 加密平台的核心价值包括：
- 以创新为动力
-客户体验第一
-为全世界所有社区平等发行 GLOBCOIN
-透明度，民主治理和组织实践化
-遵守 GLOBCOIN 或其附属机构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GLOBCOIN 基金会将负责
GLOBCOIN 的监管。
成功的关键
以下是引导 GLOBCOIN 广泛采用，实际使用和重大经济价值的因素：
1、创新产品： GLOBCOIN 一直处于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创新的货币解决方案的货币管理行业
的前沿。它拥有无限供应的实际资产支持，从而实现可持续性。公正的报价和几乎 O 的
spread 使得它更像 Venmo, PayPal and Square Cash 的一种更好的交换 P2P 支付的手段，从
而允许用户用仅仅一种货币通过链接的借记卡从他们的移动设备发送另一笔钱。使 P2P 支
付成为“货币中立”，这是这个向成长中的行业往前迈出的一重大步。
2、成功的记录：GLOBCOIN 第一个有一个透明的规则书和基于信任拥有长久的客户关系的
货币篮子 GLX。
3、高度刺激目标人口：那些希望调整经济，寻找替代本国货币来对冲贬值风险的人们。这
包括尝试可能更昂贵，不方便或难以理解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4、双重的市场和采纳策略：将 GCP 和 GLX 引入个人和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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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团队和组织计划： GCP and GLX 在目标行业李拥有广泛的关系，和在业务上有丰富
的软件开发和分销渠道方面的经验。该团队由有着熟练的世界各地的经验市场从业人员组
成。

预售
为了确保我们最初的用户有最佳的体验，GLOBCOIN 组织对只限于那些登记过的人预售。
他们可以在 https://globcoin.io/presale/这个网站注册
登记的时候你必须提供想购买代币的数量和订阅的地址
预售列表提供 30％的奖金计划，但注册时间为 ICO 开始前两天，即 11 月 27 日
这些信息将会在网站 globcoin.io 上更新

代表的可用性
在销售期间，全球加密平台 GCP 代币只能在 GLOBCOIN 钱包中使用。 代币出售之后，它可
以转让给交易所和密码钱包。目前我们正在协商的几个加密交易所，以便在代币销售之后
列出 GCP。

法律考虑
数字代币的法律地位在各个司法管辖区仍在发展中。新的法律法规可能改变代币的操作方
法。因此，我们不能保证我们能够实施 GLOBCOIN 平台的某些功能，因此我们保留相应修
改代币销售条款的权利。
GCP 代币的设计是用于支持 GLOBCOIN 平台上的交易，和接收来作为补偿服务交易和维护
费用。我们不建议购买 GCP 代币进行投机性投资。GCP 代币不给任何公司的股权，没有投
票权也没有分红权。这些代币将会通过 Blockchain Ethereum 的开放 IT 的协议发布。储备货
币解决方案 SA（RCS）和任何相关公司无法控制以太坊-Ethereum 的运营网络。他们对于任
何可能影响代币所有权的特性不承担任何责任。

客户调查/反洗钱
了解您的客户（KYC）程序是指为了从客户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信息而进行的尽职调查活动
。我们已采用 KYC 程序来认证 GCP 代币销售订阅者的身份，从而确保每个订阅者在整个过
程是方便和自信的。我们也有一套反洗钱程序来执行我们的反洗钱政策。RCS SA 高级管理
层决定根据当前最佳行业惯例实施 AML / KYC 政策。我们将很快宣布我们与数字执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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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领导者建立的伙伴关系。

团队
Helie d'Hautefort
CEO 创始人
Helie 建立了第一个覆盖欧洲的货币，并把它卖给了 BNP Paribas AM(
法国巴黎银行)，并把它变成一个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230 亿美元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他
曾在多家银行外汇部门管理货币期权的投资组合。Hélie 毕业于 HEC。
Bertrand Weisgerber
创始人
贝特朗在银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转行 IT，他积极参加一些大型企业（SESA-Cap
Gemini, Axime- ATOS），然后开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专注于传统行业的新技术的应用（
工资、物流、垂直应用）。贝特朗还管理 TLS Contact（中智法签），世界领先的签证申请
中心，在 62 多个国家（15 在中国），他在 2007 创立的。贝特朗毕业于巴黎高商学院。
Jean-Marc Seigneur
Jean Marc 博士（JM）领主已经发表了超过 100 篇科学论文在国际上的信任和在线声誉管理
。在都柏林 2005 三一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JM 管理了几个欧盟资助的数百万欧元
的研发项目在日内瓦大学。2016，他因在学术界的杰出研究而荣获谷歌奖。他建议蓝筹龙
头公司包括“飞利浦”、“亚马逊”、“Thales”和“swissquote”。自 2016 以来，JM 已
经开始应用在线声誉管理的 FinTech 世界作为国际电联标准化团体对成员的信任，
blockchains 的应用，包括数字和数字货币的法定货币。他是一个成功的 monetha ICO，募
集了约 3600 万美元在 8 月 31 日 2017 个 18 分钟的团队成员。自推出以来，JM 是 globcoin
首席名誉主任。
Gaspard d'Hautefeuille
主要开发人
Gaspard 毕业于 École Européenne des Métiers de l'Internet（欧洲网络大学），巴黎，并从
一开始带领 Globcoin 全面发展：系统工程、数据库管理、后台、APIs、MVC、前端，
Kanban 方法。他是一个开源倡导者，解密高手，国际象棋棋手，喜欢滑冰和马拉松。
Arnaud Breavoine
网页, UX/IX 设计师
离开艺术学院后，Arnaud 在主流账户的公关机构从事的艺术总监的工作。自 2011 以来，
他一直专注于网页设计和用户体验。2017 年，他创办了 tomagop，将目前的技术应用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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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搜索的再创造。
Kevin Falhon
视频制作主管
Kevin Falhon 是一个活跃在伦敦的电影导演，专门从事品牌战略，为一系列用户生产定制数
字化的企业宣传片，范围广泛，包括金融、建筑、金融科技、媒体和教育等领域。他目前
在多个英国项目工作，包括：在伦敦的 INSEEC 集团的创意制作人，在 ztudium 视频制作主
管、ztudium 是一个专业发展的数字和社交媒体战略的咨询机构，为企业客户提供初始和
内部和客户的事件，覆盖端到端，如 Samsung Benelux and MasterCard。Kevin 曾在 Shine
France 做声音编辑。
Giuseppe Ballocchi
咨询师
Giuseppe Ballocchi 博士，CFA，是一个专门做覆盖策略的顾问。Ballocchi 博士是对 CFA 协
会理事会成员，主持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他还在洛桑大学讲学，担任小额融资基金的外汇
顾问。Ballocchi 博士领导 Pictet & Cie 的金融工程和风险分析，在奥尔森公司做首席投资官
，在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做固定收益经理，也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高能物理学家。
Ballocchi 博士是瑞士 CFA 协会的前任主席。Ballocchi 博士拥有波罗尼亚大学物理学（意大
利）的荣誉（MS），工商管理硕士（英国），和罗切斯特大学（美国）高能物理博士。他
在物理学和金融学学术刊物上发表 30 多篇学术文章，并多次出席国际会议。
Linda Leaney
CFO
Linda 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她从领先的投资银行带来了近 20 年的银行和外汇知识。琳达
在伦敦工作。
Felix Velay
CTO
菲利克斯毕业于领先大学。Globcoin 自成立以来，他一直领导 IT。菲利克斯为货币领域带
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解决方案。他在伦敦工作。
Xavier de Villoutreys
投资组合高级经理&交易员
Xavier 是科学和风险硕士，来自 EDHEC，法国。他 2013 起开始，我们的投资组合高级
GRCI 经理和交易员，在主导货币风险管理公司磨练技能。他也是 B-Sharpe 副总裁。Xavier
的总部设在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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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 Partner
技术团队
blockchain 伙伴，在 blockchain 技术咨询上领先的公司，提供培训和咨询的主要企业和金
融机构对其所有的项目和相关的不同步骤 blockchains cryptocurrencies（战略、技术、合规
…）。blockchain 伙伴还提供技术服务和智能合同建立初始硬币发行，从而帮助初创企业
和有前途的项目通过 cryptocurrencies 筹集资金。
William Mougayar
Advisor
顾问
由于长期以来，业内知情人士透露，William Mougayar 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作家和理论家
，被称为最复杂的 blockchain 的商业思想家。他的观点和见解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威廉是
加密技术市场的直接参与者，与创业公司、企业家、开拓者、领导者、创新者、创造者、
企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一起工作；此外，还担任该领域一些主要组织的投资者、顾问和
董事会成员。威廉是虚拟资本，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基金，目前对董
事会的 openbazaar OB1，开源协议，开创了分散的对等贸易，董事会顾问的伊斯利恩基金
OMERS Ventures，顾问委员会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的硬币中心和 bloq，和启动管理创始
人。此前，他在惠普集团、阿伯丁集团德担任高级职务，创立了 3 公司，CYBER, Eqentia,
and Engagio。威廉是华盛顿大学的毕业生，西安大略大学 IVEY 商学院，并参加了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商学院。

Nathalie Neto
数字市场营销
在 Neoma 商学院获得市场营销和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后，法国。Nathalie 醉心于不断变化的
数字营销，工作与创业 monalbumphoto，创建全国市场领先品牌从无到有，然后由 M6 购
买。她凭借丰富的数字化经验，与备受推崇的 Velvet 顾问合作，开发了一家数码工厂代理
机构，支持各种公司在所有发展中的媒体中开发战略和运营营销机会。 Nathalie 专注于选
择性 fintech 营销，增加 ICOs 的先进性。
Anuj Khanna
咨询师
Anuj 是一个备受尊敬，有影响力的 FinTech 行业人，加密货币专家，已与 blockchain 大社
区关系、密码和 ICO 的投资者。在过去的二十年里，Anuj Khanna 已经帮助超过 50 的金融
技术、移动应用和电信企业在 80 个国家取得成功，增长达到巅峰状态。Anuj 从谢菲尔德
大学完成他的 MBA 市场营销，从孟买大学毕业，完成经济学。在过去的 20 年里，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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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篇研究论文和报告。
Heiner Hartwich
咨询师
拥有超过 25 年的国际经验，成功地建立了私人银行和家庭有信誉的银行实体，Heiner 专注
于建立战略联盟。他曾居住在美国、新加坡、日本、英国和欧洲。他广泛的业务网在跨国
界和跨大陆的工作中是非常有价值的。

时间线
2010：距 2008 年后客户要求一个“稳定的全球货币”
2012：团队公布代表世界全球经济的一篮子货币的规则
2014: 总部设在楚格（瑞士）储备货币的解决方案在 RCS SA 基础上创建，并在全球货币篮
子货币的基础上提供解决方案
2016: 作为提供给主流提供篮子的创建。我们为欧洲 28 国提供 Globcoin 白金万事达卡。
2017: Globcoin 团队与 Blockchain Partener TP 发展成代币化篮子的标本。优秀的预先市场
，为加密社区成员和客户提供优秀的售前市场服务。
代币销售时间：2017 年 1 月 13 日到 1 月 31 日
GLX and GCP 各种交易所报价
2018: GLX globcoin 加密货币在 Globcion 卡的电子钱包使用。P2P 在 globcoin 上转账，这已
经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加密货币了。
2019:在亚洲，中欧和南美开设分支

专业术语
法币：法币币是一种通过政府法规或法律确立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这个术语来源于应用
命令和法令意义上的拉丁菲特币。
加密货币：加密货币（或加密的货币）是一种数字资产，它被设计为使用密码学作为交换
媒介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并控制额外单位货币的创建。加密货币被分类为数字货币的子集
，也被分类为替代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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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挂钩：成熟稳定的经济市场国家使用浮动利率。替代系统是挂钩汇率制或固定汇率制
，这些汇率由政府设定和人为维持的，汇率不会每天浮动将，与其他国家的货币（通常是
美元）挂钩。
货币篮子： 所选具有不同权重的货币的组合。一个货币篮子通常用来最小化货币风险。货
币篮子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欧洲货币单位，它被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使用作为替代之前的欧
元账户单位。另外一个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购买力评价（PPP）：购买力平价是一个经济定理，它指出一篮子等值的货物在每个国家的
成本应该是相同的，而汇率的调整是这种平价发生的机制。
易变性：指评估资产价值波动的程度，这是一段时间内资产收益变化的数学衡量标准。

免责申明
下面的信息可能不是完整的，也不是任何合约关系的要素。其唯一目的是向潜在的代币持
有人提供相关和合理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通过分析本公司以获取 GLOBCOPIN 加密平台，
GCP 代币的意图。本白皮书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视为构成任何类型的招股说明书或招揽
投资，也不以任何方式进行出价或索取要约以购买任何司法管辖区域的任何证券。您是唯
一的责任为确保您在代币销售活动中的参与不受您居住国或适用居留国的适用法律限制的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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