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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CO软件公司.

VTNGIobal Inc.是一家美国公司，是本ICO的“资金使用目标”。 VTNGIobal
背后的人是货币传输达人。 尼日利亚的姐妹公司是VTNetwork LIMITED，
已经运营了12年; 以下是一些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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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NGLOBAL，INC。是一家现有的美国支付和业务流程重组公司，通过多种方式重新发
明和改进了汇款技术，包括使用新的数字代币RemittanceToken 。这使用了分布式分类
帐技术，该公司已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实体REMCO Software，Inc。

         

                

           

  

          

              

             

   

              

      

           

            

              

            

               

                 

           

     

             

            

            

      

       

         

        

        

摘要

2017年，VTNGLOBAL，INC在伊利诺伊州和佐治亚州获得货币传输许可证，试用8种储
值预付产品作为汇款手段。这两个州都有大量的尼日利亚侨民，最初的试点仅限于尼日
利亚。在非洲商店和礼拜场所的一个安静的飞行员中，这个飞行员的运行费率在2018年
将增加2000万美元。添加更多州，添加合作伙伴在RemittanceToken代平台上铸造他们
自己的定制硬币，添加发送地点和受援国而且业务具有快速扩展的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VTNGLOBAL，INC的平台被领先的汇款行业合作伙伴使用，这些合作伙伴在过去两年（
2016年和2018年）与VTNGLOBAL在尼日利亚（一个拥有1.8亿在西非占主导地位的国
家）的姊妹公司合作处理了超过7亿美元的许可证。国际汇款和移动支付。

由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领导，在全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移动数字价值超过15
年的经验，该公司的解决方案解决储值，全球汇款（包括在线资金转移和面向消费者的
发送和接收代理），转移过程本身，外汇，监管合规（包括许可），以及银行或加密资
产的参与。

本白皮书适用于ICO，由RemittanceToken驱动，这是VTNGLOBAL INC流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

重新设计货币发送器的现金代理和传输过程本身的角色。 REMCO SOFTWARE，INC。
建议启动其数字汇款计划以实现这些主要核心目标：

1.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经验（“好资金”模式）

2.使用普遍接受的代币RemittanceToken统一全球汇款

3.获得运营优势（提高透明度，增加记录安全性并增加

准确性）

4.降低汇款成本，特别是对多个收款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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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代币简介

自国际汇款问世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大部分汇款保持不变。

虽然目前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数字汇款行业的破坏者身上，但对于广大的人而
言

       自国际汇款问世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大部分汇款保持

不变。虽然目前主要关注纯数字汇款行业的破坏者，但绝大多数发件人认为

，物理代理网络对整个流程至关重要。即使在线汇款的出现，如果没有良好

的代理网络网络，汇款公司也无法在规模上具有竞争力，通过向其社区中的

发送者和接收者提供公开的面孔来帮助汇款服务提供商。代理商使用汇款机

构提供的系统收款并提交交易明细;他们启动汇款。
       

VTNGLOBAL

 

INC建议重塑这一进程。代理商仍将在那里，但他们的职

责将从他们长期以来的收款机制和使用汇款机构提供的系统发送价值的角色

转变。代理商现在将激活刮刮卡以换取现金，其在幕后将一个或多个具有预

定义值的代币转移给购买者。此值在“数字良好资金”中，可以转发给收件

人。这些“好资金”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支付，例如信用卡，它们可能会出现

逆转和退款，使其成为概率而非保证。

       

利用由客户控制的代币上的数字良好资金，转移过程在线移动并且

包括在多个接收者之间分割总价值的可能性。在早期的试点测试中，这是一

个使用频繁的特征，很大一部分购买者将资金划分为3个或更多的接收者。

       

由于许多代理商代表不止一家汇款公司，因此品牌忠诚度是一项挑

战。许多代理商只是将客户指向汇款公司，为他们提供当时最大的佣金。这

创造了一个促销过山车，其中商品化服务竞争。汇款代币是为这些经济和实

践而建立的。对于代理商而言，首先，完成交易的努力下降了90％。使用汇

款代币，代理商不会在零售店进行汇款;只是出售预装卡。没有更复杂的文

书工作或检查ID，收银员只需拿走现金并激活卡片。

       

其次，这些佣金可以是动态的，它们可以增长。代理商为每张售出

的卡支付的款项是合同中约定的佣金。代理商对已售出的刮刮卡的激活既转

移了代币的所有权，又授予了该佣金，并将其放入代理商的账户中;它可以

几乎立即可用和液体。

 

VTNGLOBAL

 

INC的系统允许这些资金，一旦在经过验

证，KYC，筛选等的帐户中被拆分并发送给多个收件人。如果有人选择这样

做，则需要付费（目前每增加一名收件人为99美分），VTNGLOBAL

 

INC将此

费用分配给初始代理。 ©Remco软件公司。分布式代币生成平台 8



          

       

       

 

  

      

       

 

       

  

 

            

               

                

           

           

           

                

             

             

          

          

           

              

      

              

       

              

         

         

        

        因此，今天的佣金收入明天可能会更大，一个意外的奖金，加上节省的时间，

应该会推动代理商的忠诚度。
        
        最后RemittanceTokens保证资金最小化支付时间。这一点很重要
代理商为自己的社区服务并参加相同的礼拜场所和社区活动，并且不希望发件人向他们

询问几天前发起的交易状况。
在格鲁吉亚和伊利诺伊州的试点中，商人都很乐于接受。高潜力的额外分销渠道包括移

动代理商，因为侨民社区包含大量的人才，并且作为移动代理商，或者是有限时间的代

理商，可以发展成为有利可图的副业。其他分销可能性包括现在任何零售商携带礼品卡

架。
        
         

这个过程重新设计

 

-

 

新的在线和旧的现金代理模型的混合体

 

-

 

伴随着改变游戏

规则的技术RemittanceToken。如前所述，激活刮刮卡会触发具有特定价值的一个或多个

代币的幕后转移。

 

REMCO

 

Software的目的是创建一个平台，任何授权的货币发送器也

可以在其上创建自己的可编程汇款代币，“由REMCO软件提供支持”。汇款对用户是不可

见的，接受很简单，因此任何授权的汇款机构都可以使用汇款代理而不需要进行重大系

统更改，同时提高透明度，提高记录安全性和提高准确性。

汇款提示：技术细节

RemittanceToken使用可编程代币在私人许可网络上运行，利用与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目的地

银行和移动钱包的直接API连接来转移资金。 该系统允许预授权合作伙伴在网络上生成代币

，以便分发给最终用户或其代理。
 
这些代币可以使用各种面额和货币进行编程，买家/发件

人将使用移动或在线应用程序启动汇款，因此发件人将执行实际转账。       
系统如图1所示，序列图如图2所示。系统将订单路由到汇款组织，实现透明，实时

。

 

该系统还在代币的整个寿命期间向双方提供代币值和使用的实时知识。

©Remco软件公司。分布式代币生成平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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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oken/Remittance Transaction Flow

 

 

 

        

硬币/汇款交易流程

序列图

GRT网络 伙伴 移动代理商 用户 收款银行/钱包

硬币传输

硬币销售 - >
硬币用法-》

图2.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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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地址将存储该值，从而替换传统的卡针或数字。             

             

             

             

          

        RemittanceToken整数地址生成遵循随机序列，而根地址如下

         

               

               

               

          

      

      

  

   

 

  

  

  
  

  

o

   

  

   

     

        

汇款代币目的

由于移动设备的局限性，代币的长地址可能不实用

手机和计算机小工具，代币地址链接到一组随机整数和其他 可识别的属性将被移交给买方

（在卡上的UV墨水刮擦表面下方）或实时传输到他们的手机。

汇款代币生成

     分布式分类帐流程。代币被锁定到将其分发给代理的汇款组织。

     如果服务器被泄露，则所有代币信息都被加密，而且，激活逻辑可以

     只有在收到相关的“数字良好资金”付款后才能由代理人触发

与一个或多个汇款交易。所有事务都通过https协议传递。服务器基础架构托管在需要生物识别可访问性的安全位置。

   下面的图3以图形方式显示了一些过程。

汇款代币生成图

根代币

代币发行人A.

代币发行人B

代理激活代币

代理激活代币

代理激活代币

代理激活代币

代币分发给买家

代币分发给买家

代币分发给买家

代币分发给买家

图3.分布式代币/代币生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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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由授权合作伙伴或代理激活之前，代币工具没有价值。 风险暴露可以忽略不计，因为

无法使用非活动代币。 要激活代币，代理必须访问在线界面，此时系统知道代币所属的代理商和汇款组织。

              

               

              

     

  

RemittanceToken旨在通过采用最新的AML / CFT程序来劝阻潜在的犯罪行为，具体而言：

          
   

        

          

    

               

        

汇款代币授权激活和使用佣金会设置

该系统允许授权汇款或储值合作伙伴生成和设置代币值和其他特征，例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货币类型和佣金

结构。然后，激活代币的后续使用记录在多链区块链平台（参见附录1）上的分布式分类账以及合作伙伴的数

据库上，并且各方可以通过API访问使用记录。代币可以在合作伙伴的平台上使用，后端集成到区块链节点以

进行验证，保持交易记录并透明地洞察代币的剩余价值。

     请注意，尽管VTNGIobal模型包括零售刮刮卡，但汇款代币可以使用虚拟卡（可以通过电子方式发送与

卡相关的代码）或其他一些分发方法进行转移。根据合作伙伴采取的方法，发件人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一点。

汇款代币安全

汇款代币客户端（发件人）合规性

1.汇款托管系统允许汇款机构根据其内部反洗钱程序设定使用限制，该程序涉及每个发件人的总金额。

日/周/月，代理商无法授权覆盖。

2.作为使用该卡的先决条件，系统要求发送方和接收方都有适当的KYC，如各个管辖区所定义的，通常与基

于传输量的分层时间表相关联。这需要首次使用者上传身份

系统然后验证的文档。除非系统检测到标识已过期，否则此信息仅需要一次，然后提示发件人进行更新

文档。除了由授权汇款机构设定的反洗钱限额外，汇款代币系统还更进一步记录可疑活动以供进一步审查。

3.Remittance Token平台保留了记录保管规则要求的某些数据点，包括正确识别进行交易的人员，维护纸质

跟踪以及向美国当局提交货币交易报告（现金交易超过10,000美元）。

©Remco软件公司。分布式代币生成平台 12



           

           

 

 

    系统将仅处理满足发送和接收管辖区域中的本地KYC要求的交易。 传统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法管辖

区验证收件人身份的唯一方法是到当地代理商（通常是银行）领取资金。 然而，近年来，对于拥有银行或移

动货币账户的人来说，这已经改善并变得自动化，而汇款代币系统直接向持有该账户的受监管金融机构验证

收件人。 KYC验证通过系统到系统的过程“通过”，几乎消除了判断错误。 由于这种自动化方法不适用于每个

国家/地区的每个人，因此汇款代币还可以为收件人提供更多老式的KYC方法。 这些方法因国家/地区而异。

           

           

        

             

         

            

        

          

          

 

     汇款交易中最被忽视的参与者是发件人。发件人重视         

            

                

                

            

            

          

      

           

        

              

                 

  

 

           顾客可能希望向汇款机构实现的人汇款给更多的人，这会破坏CFT / AML努力了解受益人的情况。 由
于交易费用高且流程繁琐，发件人从未有机会向多个家庭成员发送少量金额。 相反，发件人现在最常发送笔

款项给最受信任的家庭成员分发。

          

        

             

          

              

        

4.汇款代币也有内置的拆分检测以防止结构化，这是以计算模式执行金融交易以避免触发报告要求的做法。

收件人验证

用户的自由

他们的时间往往是有收益的，受时间限制，他们会

发现这一点产品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允许他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汇款，但保证不会受到广泛的信用卡欺诈

检查，这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并剥夺他们的自尊。自尊的作用不容小觑。大多数发送者都是守法公民，许多是

专业人士，他们感到受到迫害，因为他们的行为导致汇款机构采取广泛而严格的程序，以防止欺诈或退款

      发件人希望按照他们的条款将钱汇给他们的家人。汇款代币流程和方法允许发件人从汇款机构购买代

币或输入任何参与商店请求代币，面额，支付激活费和离开。然后，发件人可以在工作，家中或任何地的适

当时间使用代币，并完全保证接受。

多个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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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

汇款代币具有内置的监控机制，例如跟踪销售的代币的数量和价值以及每个代币上的活动。 系统还会跟踪每个代理商

的卡使用情况和佣金。

            

             

  

        

       现实情况是，发件人通常更愿意将他们发送给姐姐A的金额保留给B弟妹私下。在大多数Diasporan文化中，发

件人更愿意使用一种系统，允许他们将金钱汇集给多个家庭成员，彼此独立，合理 成本。

与传统的汇款方式相比，汇款代币方法和流程使发件人能够以极低的费用将部分价值转移给多个收件人，这为监管机

构提供了更好，更精细的数据。 分割价值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它是所有“数字化的好资金”; 购买并激活汇款代币后，没

有信用卡，ACH费用。 请注意，对于在持牌银行或移动货币机构没有账户的收款人，在代理人兑现时可能会收取额外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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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代币作为汇款的储值，通过将代理商流程限制为提供“数字良好资金”，现代化并显着改善现金代理模型。由于零退

款或拒绝，这可以提高代理商和汇款合作伙伴的效率并加快流程。这种方法的吸引力在于它利用熟悉的形状因子（刮

刮卡）来解决和解决汇款组织，代理商和发件人今天面临的基本问题。该方法和过程的应用不仅限于汇款。通过使用

REMCO区块链基础设施生成礼品卡随机数，将其作为代币分发，验证每个交易授权并在区块链上记录每个礼品卡代币

使用，礼品卡业务模型也可以受益匪浅。

          

            

            

              

            

             

              

           

              

          

                

           

            

            

          

                 

              

              

                

             

          

              

               

             

        

   结论

过程和方法解决的主要痛点是显着减少代理完成事务所需的时间。此外，RemittanceToken方法允许发送者以经济有效

的方式转移资金，其成本只是其习惯的一小部分，同时确保使用多链区块链协议生成互操作性，可扩展性和安全代币

地址。

同样，这一新流程一方面保证了100％的接受度，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监控代理商面临的一些监管挑战。确保代理商遵守

的必要性是监管机构和汇款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通过将“汇款”的责任转移给发件人而不是代理商，我们认为汇款

的负担现在是发件人。无论转账金额多少 - 每次交易的转账费用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代币流程对Diaspora市场具

有吸引力。代币流程有可能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代理的角色，这是对我们当前商店价值卡流程的改进。通过将汇款的负

担转移给最终用户，代币代币可能最终有助于放松对代理人的监管负担。

汇款合作伙伴的经济激励是它允许汇款服务提供商减少在代理商招聘和培训上的花费，并在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这种储值和促进跨境汇款的新方法也有可能对现有的传统代理模式构成强大的竞争。这些过程和方法也可以毫不费

力地确保符合AML和KYC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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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开发阶段的总代币供应量为2,000,000,000，这些代币的分配如下图所示：             

       

■ 待售总代币   65%

  15%

5%

5%

10%

    

        

汇款代币销售

介绍

REMCO软件公司计划通过ICO为该分布式代币生成项目的开发提供资金。 资金将有助于将现有储值卡模型

升级为多链区块链分散网络，以获得VTNGIobal现有和新汇款合作伙伴的许可，并扩展VTNGIobal

本节的目的是突出显示有关实用程序代币销售计划的重要信息，并解释管理代币分配和销售的条款和结构。

汇款代币供应和分配

创始人团队和顾问

营销

商业合作伙伴

保留

图4.代币供应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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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总代币的65％将分配给私人销售，公共预售和公开销售。低上限为600万美元，而硬上限预
计为6美元，并将按以下方式分批出售：

公共和阶段：私人出售，公共预售和公开出售。所有阶段的硬帽合计为60,000,000美元。但是，
所提供的折扣预计会影响代币价格。

我们预计80％的代币将由机构投资者收购，剩余的20％将在预售和ICO期间收购。

o团队，创始人，早期支持者和顾问的代币分配占总供应量的15％。这种分配的目的是补偿积极参

与并继续支持该项目的各方。团队。创始人，早期支持者和顾问将根据他们的归属偏好，遵守12-
24个月的归属时间表。有关归属期和相应折扣，请参阅主题标题归属折扣。

代币分配摘要：

•私人预售和公开销售:(占总供应量的65％）

•创始人，管理层和顾问（占总供应量的15％）

•营销（占总供应量的5％）

•业务合作伙伴（占总供应量的5％）

•储备（占总供应量的10％）

5％（100,000,000）的汇款代币供应由管理层决定，包括主流媒体，社交媒体，机构代言和支持者。

资金的使用

出售汇款代币的收益将用于资助REMITTANCE TOKEN网络的发展和扩展。 代币分配假设所有汇款代币将在代

币销售期间出售。



25%

40%

    

 15%

25%

   40%

   1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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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费用

营销/销售

研究与开发

法律和合规

储量

图5.资金的使用

•运营费用（15％）：该分配将用于资助REMCO Software将产生的各种运营费用

•营销/销售（25％）：该基金将用于向汇款合作伙伴和消费者进行营销，以加速采用代币方法。

•研发（40％）：该基金用于发展网络和汇款合作伙伴。

法律和。 合规性（10％）：此分配的目的是支付各个司法管辖区的额外许可费用和合规性，以便能够访问
全球所需的传输走廊。

•预留（10％）

为了充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REMCO希望在美国获得专用国家银行（SPNB）许可，以满足MSB服务提供商的需求

。 该SPNB许可证是新的，由OCC于2018年7月31日公布（https://www.occ.treas.gov/news-issuances/news- 

releases / 2Oi8 / nr-occ-2Oi8-74.html）



       

                 

 

代币经济

     

                   

              

            

      

 
      
         

  
$1200万

         
   

$3000万

      $6000万

    
• 最高代币价格为每汇款额0.0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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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10％）：部分收益将用于投资和协助其他基于REMCO技术的企业。

软硬帽 - 背景逻辑

这笔ICO的资金将用于600万美元的软帽数字。 筹集的资金将影响企业在市场上寻求规模的速度。 该公司

认为ICO可以加速其在美国的国内和全球推广。 下表大致说明了各种供资水平可以达到的规模。

目标 所需金额

在美国10个州/U.K/ 5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600万
在美国20个州/欧洲5个国家/亚洲5个国家/ 15个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美国业务（国家银行执照）/ 5个欧洲国家/ 5个亚洲国家/ 205个非洲国
家

全球运营，美国国家银行执照

代币销售定价与力学

•汇款促销将包括三个主要阶段，详情如下。

•REMCO Software旨在满足代币销售参与的各种兴趣。 私人销售中可用的代币总数将受限制以保留代币价值
。

•公司计划按照其归属期间的比例向代币销售贡献者授予额外折扣（参见归属折扣）。

•公司应提供有关网站上支持的AML / KYC程序，实施和支付方法的所有信息RemittanceToken.io

•REMCO Software不能保证所有来自社区的潜在购买者都能够在预售或公开销售期间获得所需的分配。

事件 说明

http://www.occ.treas.gov/news-issuances/news-releases/2Oi8/nr-occ-2Oi8-74.html
http://www.occ.treas.gov/news-issuances/news-releases/2Oi8/nr-occ-2Oi8-74.html


 每ETH能购买的代币:

 每美元能购买的代币: 21.66666667

 

       

    

   

    

 
       

        

     

   

           

         

USD 0.08

 

 长期持有折扣

• 引入长期持有折扣的目的是为承诺归属期的RemittanceToken持有人创建额外奖励，尽管这是可选的。 长
期持有属期为12-24个月，用户可以获得额外5％的代币购买折扣。 用户必须同意在ICO网站上购买期间的

归属，我们将在数据库中记录协议。 此类归属将根据合同进行，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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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私人出售 意味着REMCO已开始向机构和个人销售私人代币

状态 计划开始：未决定

计划开始：未决定

价格 每REMCO 0.04美元

10,000美元或等值最低贡献

公共预售

在此期间，REMCO将为REMCO社区的注册会员提供提前获得汇款的权利。 详情将通
过REMCO的社交渠道公布。

状态

价格 每REMCO 0.06美元

在公开销售REMCO代币期间不会有任何折扣。公开出售

状态 该活动将在公共预售完成后立即开始

价格

最低贡献 未决定

•除了激励措施外，公共预售和公开出售的贡献者没有义务承诺任何归属期。

•但是，所有私人销售贡献者必须承诺12至24个月的归属期，包括分配给团队，早期支持者和顾问分配的所有

代币。

•我们打算免除营销工作分配的归属要求，但各种营销活动的参与者将有机会选择12-24个月的归属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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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持有期将在公开出售结束时开始。

•额外储备须遵守REMCO SOFTWARE，INC。董事的决定

•为了确保RemittanceToken网络可以在以后阶段将额外的代币引入供应，将创建额外的1,000,000,000 REMCO
并锁定备用，因此代币的最大供应量将为3,000,000,000 REMCO。

•只有在可以为网络增加额外价值并保持其灵活性的情况下，才能解锁备用代币 - 例如; 可以释放保留的代币以与

其他网络协作。

在RemittanceToken的平台启动之前，不会从储备中释放任何代币。

•如果这样做被视为符合网络增长的最佳利益，那么预备代币将被烧毁。

时间表

•私人出售预计将于2018年9月或之前开始（针对特定的个人贡献者群体）。

•预计公共预售将于2018年11月完成私人出售后开始。

•预计公共出售将在公开预售结束后不久开始; 每一次付款将在1周后结束，或者一旦购买了所有已分配
的代币

（以先到者为准）



 

         
           

          
 

  

Joel Patenaude在过去一年中帮助资助并启动了一家小额信贷银行，并在前沿市场获
得了一家新银行的许可。 拥有数字货币，P2P外汇和汇款的经验。

             
             

  

Catherine Berruer, 副总统  

  

             
        

  

        
           

           

George  Oluwaboro, CAP，财务副总裁   

            
     

            
        

Olufunmilayo Ojo, 运营总监   

协调电子商务活动，每年处理数百万美元。 促进与POS供应商的合作，以便进行播出时
间/数据自动售货，电力和有线电视网络账单支付以及p2p汇款。 VTNetwork执行董事。

        
         

       

Dr.  Moses  Asom, SyChip公司首席执行官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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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和顾问

认识我们的团队

我们是一个由退伍军人，技术专家，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团队，他们也是实际的思想领袖和创新者

，他们相互信任，每次都能交付。

Peter Ojo，

业务流程自动化，首席执行官，前1％。 获得VTN的全国移动支付/汇款许                                      

可证。 在过去24个月内处理了超过700171美元。 为Lockheed-Martin，RES，Hitachi，AT＆T和英

国电信，IRS，TSA开发软件。

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

Joel Patenaude，首席运营官

曾为华盛顿特区和法国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机构及私人机构工作。 负责审查和管理贫困地区

人民数百万美元的奖学金计划。 精通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注册会计师和区块链/ ICO顾问。 Brickstone＆Associates，LLC的管理合伙人。 为金融服务
行业提供25年的商业咨询和咨询服务，重点是KYC，AML和BSA合规性。 曾任德

克萨斯州银行审查员，华盛顿特区联邦储备银行顾问。

此前曾在朗讯新风险集团董事贝尔实验室工作。 亨特顾问。 拥有多项专利和博士学位。 
在沃顿商学院获得电气工程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David Hershfield,钱  PayPal,  Adobe顾问

         
          

   

Robbert Walstra,  Legal  Capital创始人

          
           

             
     

Seth Wiener, 管理伙伴  

2在摩根士丹利担任投资银行家20年。 一些硅谷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成员。 参与UPS，
Brocade，Loud Cloud的IPO，为福特，URS，埃森哲提供二级产品。 股权交易总价值42
亿美元。 3成功退出。

              
          
             

Roshan Polepalli, 顾问 

            
         

        
  

Anil Joseph,IT专家  

             
          

Tidal W. McCoy, President, McMark, LLC, (投资者r)
             

          
               

  

                
          

Brent Segal, 博士（顾问）  

         
        

      

        ©Remco软件公司。分布式代币生成平台 23

我们的顾问

多年来，我们受益于许多人的智慧和直接支持。 我们目前的顾问专注于REMCO代币ICO，产品发布包括：

为PayPal，Adobe，Pedcats提供C级和高级管理人员领导

董事会和顾问角色为数字产品，技术，周转和合并与收购带来积极成果。

LL.M，商业法，阿姆斯特丹大学，多伦多早期创业公司和科技企业家的独立法律顾问。 帮助拉丁

美洲的初创公司跨越美国市场和投资者。 参与了几个区块链和加密项目，演讲者世界会议，西雅

图和技术律师。

在政府，私营部门和新企业的最高层服务43年。 将政府技术转化为商业市场，包括引入
汽车安全气囊（每年130亿至200亿美元的产业）。 里根总统领导的空军助理部长。

18年以上的产品和营销管理。 最近建立并扩大了一家大型国际汇款公司的网络和移动应用平

台。 为eNews.com（被BN.com收购）等公司制定在线营销策略。 John Wiley＆Sons和
SourceMedia。

经验丰富的Web /电子商务/移动应用程序和API开发人员已有18年的历史。 与VTN团队有十多年的合作关
系。 该解决方案每月处理数十亿奈拉。

20年职业生涯哈佛大学高级技术开发博士。 200多项专利和电子公司Nantero的成

功退出。 大公司技术侦察员专注于关键的游戏改变者技术。

eNews.com
B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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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基础技术（多链）

多链采矿

每一块都由矿工签字
只允许批准的矿工
阻止模拟攻击
采矿多样性限制
不需要本机加密货币
POW不是必需的
可以批准采矿

图6.基础技术：多链

对于快速交易确认，这是货币发送者及其客户的常态，以及低交易费用，很明显比特币和其他需要工作证明的解决方案无

法满足等待通过电话进行存款或取件确认的接收者的需求。 此外，比特币费用和使用它的陡峭学习曲线目前高于平均汇款

服务。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选择了专为快速交易确认而设计的多链区块链技术。



  

             
                 

                
          

多链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能够自定义权限，从而限制分类帐对授权参与者的可见性。 关于隐私，用户可以预先授权可以充当
网络上的节点的允许用户和预先选择的矿工来验证交易以及预定义和批准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节点可以确定其他节点是
否已被批准。

            
    

           
         

    

             
             

  

     
              

            

Token generation us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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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Pseudo-random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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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选择

多链还认为最终用户的选择很重要。 这是通过允许客户完全控制使链条私有或公开的决定。 客户还可以确定块的目标时间
以及允许谁连接到网络的目标时间; 这些实体如何互动; 以及可以包含在交易中的最大块大小和元数据，以及其他功能（Rizzo
，2015）。

灵活性

多链允许使用具有元数据的事务授予特权，而允许Genesis块的矿工充当管理员。 然后，管理员可以指定其他可以对共识进
行有效更改的管理员。

无需工作证明

在多链网络上没有矿工所需的工作证据，但是，网络使得使用称为采矿多样性的过程可以信任决策成为可能。

伪随机数是那些随机数，如果其种子已知则可以容易地猜到，并且还可以容易地找到种子。

图7.使用我们的示例代码生成的实际随机9代币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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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使用示例代码生成的实际随机woo代币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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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随机代币号生成代码方法

为了使行为接近真实的随机数，我们根据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确定了种子的价值。内部因素包括当前时间。对于

外部元素，我们计算了执行1 GB文件的I / O所花费的时间。现在问题出现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外部因素，因为

我们只在磁盘上写入系统内部。如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运行相同的例子那么即使对于相同的条件，它将花费的时

间将是不同的，这是因为混沌理论。 I / O性能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些因素取决于外部环境，即使是微小的变

化也会导致毫秒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可以说它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原因。例如，它取决于当前由CPU处理的进程数

，它还取决于硬盘的RPM。然而，如果加热，硬盘可以移动得更慢并且它也取决于大气压力，即使微秒的1轮 

失也会导致写入相同数据量所花费的时间的变化。

要改变时间，我们有系统内置的伪随机生成器，每次都可以创建一个可变大小的文件。



      

 

      

      

           

• Python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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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值= I / O时间*当前时间

生成图

首先，生成所需数量的列表

它被排序以生成有向图的序列

对于每个节点，随机获取具有更大序列的目标节点并附加节点

相关性：

•python中的Graphviz库 - Graphviz安装在系统上。

输出：

•点图语言

包含图形的Pdf文件



♦this provide

* 1024string =

uniform random value between 0 and 1

for i in range ( (1024*1024)+mt (1024*getRandomProbability ())) : 
file.write(string)

file.close ()
os.remove("test_file.txt") 
print("I/O Done")
end = time.clock()
return int((end-start)*1000000)

def getRandomProbability():
return random.random()

♦calculate time taken in 10 burst 
def getIOTime():

file = open("test_file.txt"z "w") 
start = time.clock()
print("Doing intensive io")

import random
from random import SystemRandom
import time
import datetime
import graphviz
import os

♦maximum number of out degree for a node 
maxOutDegree = 5
seedVal = None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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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main function as it control the value of seed. Giving some external 
to true random number but fetching external value is not reliable as source 
application slow as everytime we have to hit API provided by external source, 
this example we will club general method with time taken to perform I/O opera 
input will take different time on same machine. Speed of I/O depends on exter 
served by OS
def getSeed():

global seedVal
if seedVal is None:

seed = time.time()
ioTime = getIOTime()
seedVal = seed*ioTime

return seedVal

#It generate the list of random number
def getList(minRange, maxRange, totalElem):

#check for valid data
if (maxRange <= minRange) or (totalElem < 1) or ( (maxRange - minRange) < 

raise ValueError (’’Invalid input")

# fethc the seed
seed = getSeed()
#initialise system random with our seed
if seed is None:

cryptogen = SystemRandom()
else:

cryptogen = SystemRandom(seed)

#Use sample as it provides unique random number
out = cryptogen.sample(range(minRange, maxRange), totalElem) 
return ou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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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returns the list containing edge 
def generateEdgeList(inputNodeList): 

global maxOutDegree
#make a copy of input and sort it 
nodeList = inputNodeList[:] 
nodeList.sort()
edgeList = list()
currlndex = 0
#total node
totalNodes = len(nodeList) 

#Finds edge from source to random number of destination limiting it’ to ma: 
for sourceNode in range(totalNodes - 1):

#find the number of edges which are t o be linked with thi’s node 
numberOfEdge = 0
while numberOfEdge < 1:

numberOfEdge = int(getRandomProbability()*maxOutDegree)

#calcluate max number of allowed node
maxPossibleNode = totalNodes - currlndex - 1

#make changes if fetched numberOfEdge is greater than maxPossibleNode 
if maxPossibleNode < numberOfEdge:

numberOfEdge = maxPossibleNode

#find index of destination. No need to check for duplicate as getList 
destinationEdgelndex = getList(currlndex, totalNodes, numberOfEdge)

#add edge
for destlndex in destinationEdgelndex:

edgeList.append([nodeList[sourceNode], nodeList[destlndex]])

currlndex += 1

return edg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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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uses graphviz library. Make sure to install in python using pip and in OS 
def generateDag(uniqueNumberList):

#generate node list
nodeList = list(set(uniqueNumberList))

#check if all values are unique
if len(nodeList) != len(uniqueNumberList):

raise ValueError("Non Unique value are present")

#fetch edge list
edgeList = generateEdgeList(nodeList)

#create directed graph. Default format is pdf
graph = graphviz.Digraph(format=’pdf', name=’RandomDAG’, engine=’neato’)

#add nodes
#for nodes in nodeList:
# graph.node(str(nodes))

#add edges
for edge in edgeLi'st:

graph .edge(str(edge[0]), str(edge[1]), constraint=’false’)

graph. attr (overlap= ’ scale *)
#print in dot format
print(graph.source)
print("Generating graph")
#save in prescribed format and view it
graph.render(view=True)

numberList = getList (100000000, 1000000000, 1000)
generateDag(number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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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示例代币生成代码



     

http://users.monash.edu/-lloyd/tildeAlgDS/Graph/D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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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rboteamhu.com/wp-content/uploads/2016/Q6/Applied-Statistics-and-Probability-for-

Engineers.pdf

      

https://www.fincen.gov/history-anti-money-laundering-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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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汇款代理的预测和规范分析以及汇款代币的优势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美国城市的100家代理商/商店和居住在该城市的100名客户，并且可以在接下来的31天内与代理商联系以汇

款。 让我们考虑这些商店中的每一个中的四个汇款公司A，B，C，D，即代理商/商店可以决定使用四个汇款提供商中的任何

一个的系统来为客户发送钱。

假设每个汇款公司都可以汇款到所有目的地（客户需要）并且他们都有相同的费用（5美元）。 我们进一步假设汇款公司发

送客户资金的完成时间各不相同（D = 2分钟，所有其他 - 15分钟）和销售代理商的佣金相同（2.5美元），显然代理商会按

时间选择（不是 佣金）

简单的概率函数：

P（A）= P（B）= P（C）= 0，P（D）= 1

如果他们按时间选择，概率将与时间成反比：

P（A）= P（B）= P（C）= 1/151（3/15 + V2）= 2 / 2A = 0.095

销售的硬币数量

图11.已售出的代币数量

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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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根据转移时间（在费用和佣金相等的情况下），最推荐（和选择）的转移公司将是D.

让我们考虑另一种情况，即所有转让公司（A，B，C，D）都有相同的费用（5美元），时间到

过程转移是不同的（A = B = C = 15分钟，D = 2分钟），代理的佣金也不同（A = B = C = $ 1.5O，D 
= $ 3）。问题是 - 代理商会推荐哪家转让公司，客户会选择哪一家转让公司？

如果客户仅按时间选择概率将与上述相同：

P（A）= P（B）= P（C）= 0.095，P（D）= 0.714-

如果客户遵循代理商的建议 - 他们将被建议选择佣金，从那以后

公司D最符合此标准（费用= $ 3） - 概率将保持不变：P（A）= P（B）= P（C）= 0.095，P（D）= 
0.714 *

作为一个特例 - 如果公司A在{A，B，C}中的费用较低 - 那么概率：

P（B）= P（C）= 0，P（A）= 1- P（D）= 1- 0.714 = 0.286。

如果他们按时间选择，则概率与时间成反比：

P（A）= P（B）= P（C）= 1.5 * 1/15 /（3 * 1.5 * 1/15 + 3 * 1/2）= 1/18 = 0.055

p（D）= 1-3 * 1/18 = 5/6 = 0.833

这个问题有几个层次和分析方法。但是，我们专注于完成时间8

代理交易和佣金。因此，在Qi和Q2中选择最快时间的概率最高

- 这是代理商和客户想要最快的时间。在第三季度，对代理商的所有佣金都是相同的，所以时间优先于

其他因素，因此代理人选择了D. Q4代理商更喜欢D。代理商和客户喜欢D比任何其他汇款提供商更多，因此代理

商更有可能推荐D.结果只是证实了我们可以猜到的，但统计数据量化了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代理商将偏向提供此代币方法的汇款组织。事实上，如果提供此代币的汇款组织

涵盖的流程比其他更多，可以说代理人会认为停止与其他汇款机构的关系是一项有价值的商业经济决策。这是有

道理的，因为价值主张明显低于将代币作为汇款手段的汇款组织。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为客户提供服务所需的时间减少将推高对产品的需求。此外，代理商或每个令

牌存储的佣金越高，对携带代币感兴趣的代理商/商店的数量就越多。

图7描述了佣金（C1 ... C3）与卖出的代币数量之间的关系。



Qi Q2 Q3 图11.已售出的代币数量  

           

              

              

           

              

               

                 

              

            

  
             

                

              

              

                 

          

Y=fe*X+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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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作为发送方花费时间的函数销售的代币数量

供应
时
间
/
分
钟

我们认为，代理商/商店支付的佣金越高，他们销售的代币就越多，因为这样做有经济动机，并且与其

他替代方案相比，倾向于提供卡。

图8.作为发送者花费的时间的函数出售的REMTOKEN的数量

图11中的图表描述了服务客户的时间（T1 ... T3）与销售卡数量或汇款数量。 我们认为，代理商与客

户共享的时间越少，他们可以服务的客户数量就越多，代理商的销售量也就越大。 实质上，时间与销售的卡数成

反比。 这是因为代理商/商店希望能够回到为光顾其核心业务而不是汇款服务的客户提供服务。

线性回归模型

我们可以将现象（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为两组：功能和随机。 当在 - 自变量X的每个值上仅对应于因变

量Y的一个值时，发生功能（也称为确定性或精确）连接。在随机过程中，自变量的一个值对应于8个整数集。 

因变量的可能值。 所以在随机模型中 - 我们必须涉及影响Y的附加组件（除了X）。因此 - 随机模型的一般形式

将是：

其中6是随机元素（例如，错误）。

在我们的汇款系统中，我们将评估销售点数（代理商）作为预测变量（X）和期间总收入之间的关系作为变量Y.首先，我们可

以定义这些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 ，由于数量增加将导致总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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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是绘制散射图 - 以查看直线是否是经验值的良好近似值。 如果是，我们将接受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预测。

表1给出了我们系统的样本数据，图3中显示了分散图。回归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关系的类型或观察到的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 

这将通过适当的回归模型来实现，这将使我们能够描述现象之间的联系，即，为解释变量X的选定值（销售点数）预测因变量

Y（收益）的值。。

Y-
收
入
指
数

X - 代理商数量

图13. X的规范化值（代理数），Y（收入指数）的散点图

表格1

线性回归误差计算的样本数据

根据等式（1） - 我们假设两个变量的线性相关性（Y = f（X）），因此我们进入下一阶段 - 未知参数的评

估：拦截值Go和斜率系数Bi。



          

                  

                

                 

                  

             

              

                   

        

yi = bo + bi x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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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 - 在样本的基础上，确定bo和bi的最佳估计值并定义样本的回归线：

其中yi表示Y的值，它是对样本回归线的最佳调整，称为Y的调整值。估计bo和bi具有与主变量相同的含义，除了它们与样本

相关。 通常，实际值和样本中的回归线会有所不同，因为bo和bi的估计值与参数Ro和R1的实际值不同。 原因很简单：样本

几乎从未完全具有代表性。

在图7中 - 关于依赖性的误差计算的样本数据的归一化图：

收入指数与代理商数量的关系。

图14.表1中示例数据的标准化图

虽然图7中的值60,61是常数（截距和线的斜率） - 样本 - 

bo，bi可以获得任何值，因此它们只能被估计，我们将它们视为随机变量。 在散点图上的点之间 - 可以绘制无限多条直线。 

当然，所有这些都在系数bo和bi方面不同。 问题是：如何在最能代表它们的经验点之间划出正确的界限？ 这些线应尽可能接

近所有符合条件，因此 - 给出我们对bo和bi的最佳估计。 因此，我们应该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误差估计。



            
          

= y-bJx=^-'\ ,3476— = 0,6^77 结果行将具有以下形式：        
J110 10

yj = 0.6577 +1.3476 Xi

"Z>->-z»z> =
n^x2-(Xxr

10489-R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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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iJ-yli=yj-(bo + blxi) (3)

                 
        

         

o —
j 

X
co

 

        ©Remco软件公司。分布式代币生成平台 39

最小二乘法基于最小化所有经验点与回归线的平方偏差。 我们知道，由于连接的随机特性，经验点将与正确的线有较小或更

显着的偏差。 实际值yi和调整值之间的垂直偏差（差值）称为残差/并且由ei标记：

因此，最小二乘法的思想是 - 从所有可能的直线 - 选择具有垂直偏差（残差）的最小平方和的那个。

在数学上，我们需要确定表达式的最小值：

经过几个数学步骤（微分） - 我们将得到以下解决方案：线斜率bi-eq的估计。 （5），并且截
取bo-eq的估计。（6）。

。
所以 - 对于我们的样本集（表1） - 我
们将获得以下值：

该回归线显示在图8的图表中。 通过将任意两个值替换为等式并计算y的对应值来绘制它。



         总体年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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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据的回归线：X-代理数，Y-收入指数

图15.年度总体预测

关于越来越多的代理商的真实数据（可作为本文的Excel附录） - 

得到的收入预测图如图8所示。

关于代理人的行为 - 可以假设它仅由所需的佣金/时间确定，并且时间/佣金是独立变量。 下面的公式显示了代

理商在完成交易时面临更多佣金/更少时间时如何反应的条件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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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通知

投资者概括通知

任何希望订阅本发行备忘录中所述代币的人有责任了解并遵守任何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所

有适用法律和法规。潜在投资者应自行了解其国籍，居住地，住所和营业地所在国家/地

区的法律要求和税务后果，以获取，持有或处置这些汇款代币，以及任何非美国的汇款

代币。可能与之相关的交换限制。本发行备忘录仅构成在这些司法管辖区内以及合法地

可以出售的人员的要约。除非在每个适用司法辖区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否则本发行备

忘录并不构成认购代币的要约。特别是，任何潜在投资者确认（1）潜在投资者的代表与

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就收购公司权益进行的任何讨论均由该潜在投资者的一名或多名

代表发起，并且（2）交付本发行备忘录或其他汇款代币，公司，基金，基金经理及其各

自的附属公司均未对这些潜在投资者可购买的公司产生兴趣，或者作为可以接受的要约

由潜在投资者或作为邀请延伸至潜在投资者以提出认购投资的要约。

公司未就任何事项向您提供任何法律，商业或财务建议。您可能无法合法地参与此私人

未注册的服务。您应该咨询您自己的律师，会计师和其他顾问，了解这些事项（包括确

定您是否可以合法参与此项服务）。如果对此产品有任何疑问，请与我们联系。

汇款代币是以太坊区块链上的数字代币，具有执行代码的能力（智能合约）。汇款代币

保存在数字钱包中。所有权的事实通常由私钥的所有者船来定义，该私有船能够访问持

有代币的数字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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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钥和公钥是256位数字，公钥充当地址，私钥控制数字钱包的内容。您必须遵守

在您购买，提供或出售任何汇款代币或拥有或分发本发行备忘录的任何地方适用于

您的所有法律和法规（包括kyc / aml法律）。您还必须获得根据现行法律和法规购

买，提供或出售任何汇款代币所需的任何同意，许可或批准，无论您在哪个司法管

辖区或您进行此类购买，要约或销售。公司对您遵守这些法律要求不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任何法律投资或类似法律或法规，公司未就您对汇款代币的投资合法性向您

作出任何陈述。本发行备忘录中没有任何内容旨在建立公司投资合同，每个潜在投

资者都承认公司将依赖潜在投资者关于遵守潜在投资者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的声明

。在法律上住所。

澳大利亚居民通知

没有关于汇款代币的招股说明书，披露文件，发售材料或广告已提交给澳大利亚证

券和投资委员会，澳大利亚审慎监管机构或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根据澳

大利亚联邦公司法案2001的规定，本发行备忘录仅提供给数量有限的“老练投资者

”，以使他们能够决定是否提出承诺投资汇款代币。根据条款并受本协议规定的限制

，不得复制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为了满足成熟投资者的标准，投资者必须让会计

师签发证书，证明个人拥有（i）至少200万和50万美元（2,500,000美元）的净资产

或（11）总收入对于
至少二十五万美元（250,000美元）的最后两个财政年度中的每一年

阿根廷居民通知

没有关于汇款代币的招股说明书，披露文件，发售材料或广告已提交给阿根廷国家

证券委员会（nsc）或根据第26,831号法律（资本市场法）或任何其他法规。本发行

备忘录不受限制，尚未提交，且尚未获得nsc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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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不是也不应被视为招股说明书。 汇款代币一般不会被出售或认购给公众，而

是私人配售有限数量的潜在投资者，他们必须符合阿根廷当地证券法的要求，并就

是否有权获得法律意见 订阅汇款代币，并且必须遵守这方面的所有相关法律。

贝尔法达的居民通知

特此提供的汇款代币将以私人方式提供给符合本发行备忘录所列标准的投资者。 本发

行备忘录不受百慕大货币当局或百慕大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批准，也未获得批准，并且

未授权在此方面作出明示或暗示的相反声明。 所提供的汇款代币只能按照百慕大2003
年（经修订）的投资业务法的规定在百慕大提供或出售。 此外，非百慕大人不得在百

慕大进行或从事任何贸易或业务，除非根据适用的百慕大法律授权此类人员这样做。 
从事在百慕大提供或销售在百慕大提供的汇款代币的活动可以被视为在百慕大开展业
务。特此提供的汇款代币将以私人方式提供给符合本发行备忘录所列标准的投资者。 
本发行备忘录不受百慕大货币当局或百慕大公司注册处处长的批准，也未获得批准，
并且未授权在此方面作出明示或暗示的相反声明。 所提供的汇款代币只能按照百慕大
2003年（经修订）的投资业务法的规定在百慕大提供或出售。 此外，非百慕大人不得
在百慕大进行或从事任何贸易或业务，除非根据适用的百慕大法律授权此类人员这样
做。 从事在百慕大提供或销售在百慕大提供的汇款代币的活动可以被视为在百慕大开
展业务。

巴西居民通知

汇款代币没有也不会在comissao de valores mobiliarios（巴西证券委员会）注册。 除非根据

巴西法律法规并且根据巴西证券法不构成公开发行或分销的情况，否则不得在巴西联邦共和

国提供或出售汇款代币。

加拿大投资者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仅构成向这些司法管辖区提供汇款代币，以及可以合法地出售其出售的人，以

及仅允许出售汇款代币的人。 本发行备忘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解释为加拿大境内的汇

款代币的招股说明书，广告或公开发售。 加拿大没有任何证券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审查或以任

何方式通过本发行备忘录或汇款代币的优点，任何相反的陈述均属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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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者的陈述，契约和转售限制

收到购买确认书的加拿大汇款代币的每个购买者向公司表示，此类购买者是可以出售

汇款代币的人，而无需根据适用的省级证券法获得的招股说明书的利益。特别是，居

住在安大略省的购买者向公司表示购买者是“认可投资者”，因为该术语在国家文书45-

106招股说明书的第1.1节和加拿大证券管理员的注册豁免（“nl”）中定义。购买者必

须购买汇款代币作为委托人。加拿大汇款代币的分发正在私人安置的基础上安大略省

，魁北克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艾伯塔省（统称为“加拿大”）
司法管辖区“）并且免于加拿大司法管辖区的要求，即公司准备并向相关证券监管机

构提交招股说明书。

发行备忘录是为了保密使用公司为加拿大境内提供汇款代币而交付的人员。公司保留

以任何理由拒绝全部或部分任何购买汇款代币的要约的权利，或分配给任何预期购买

者，而不是所有其已认购的汇款代币。

责任

除非适用法律明确要求或合同中约定，否则不作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明示或暗示
）

本公司接受的任何种类或性质的任何责任或义务均不对本发行备忘录中包含的信息的

准确性或完整性或公司提供的与公司提供的任何信息有任何关系。

加拿大的汇款代币。投资汇款代币涉及风险。潜在购买者应参考本发行备忘录中包含

的“风险因素”披露，以获取有关这些风险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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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加拿大所得税的考虑因素

本发行备忘录中有关税务和相关事宜的任何讨论都不是对可能与购买汇款代币决策相

关的所有税务考虑因素的全面描述。汇款代币的准买家应就任何与获取，持有或处置

汇款代币相关的税款咨询自己的税务顾问。建议税务顾问在加拿大就业，因为加拿大

投资者有许多实质性的加拿大税务合规要求，包括根据适用的税收和加拿大其他法律

的汇款代币的资格，以及关于适用的所得“外国投资实体”条款的适用，如果适用的话，

即使没有收到现金分配或处分收益，也可能导致要求为税收目的确认收入。

加拿大的转售限制

加拿大汇款代币的分配仅以私募方式进行，并且不受公司准备并向相关加拿大监管机

构提交招股说明书的要求。因此，汇款代币的任何转售必须根据适用的证券法进行，这

可能要求根据注册豁免和招股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转售。建议加拿大的买家在转售汇款代

币之前寻求法律意见。

该公司不是“报告发行人”，因为该术语是根据适用的加拿大证券法规定义的，在加拿大

的任何省或地区，其中将提供汇款代币。在任何情况下，公司都不得向加拿大任何证券

监管机构提交招股说明书或类似文件，以便向加拿大任何省或地区的公众转售汇款代币

。加拿大投资者被告知，该公司目前无意向加拿大任何证券监管机构提交招股说明书或

类似文件，以便向加拿大任何省或地区的公众转售汇款代币。因此，加拿大汇款代币将

不会有公开市场，汇款代币的转售或转让将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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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购买者的陈述

每个加拿大汇款代币购买者将被视为已向其及其关联公司表示：

汇款代币的发售和销售仅通过本发行备忘录进行，该购买者在购买汇款代币时没有收到或依赖任何

其他文件或事实作出投资决定;

此类购买者已审核并确认本发行备忘录的条款;

如果需要依赖于第n节第2.3节中的豁免，则该购买者购买其自己账户的委托人，而不是代理人; 还有

此类购买者有权根据适用的加拿大证券法购买此类汇款代币，而无需根据此类证券法获得的招股说

明书的利益，并且不限制上述内容的一般性：

此类购买者是其中一个加拿大司法管辖区的居民，是nl第1.1节中定义的“认可投资者”，尚

未创建且不仅仅用于获得认可投资者资格，并且正在购买汇款代币。 委托人（在nl的意义

上）仅用于投资而不是为了转售或分配;

此类购买者理解并承认，公司没有义务提交并且目前无意向加拿大司法管辖区的任何证券

监管机构提交有关转售汇款代币的任何招股说明书，并且汇款代币将受到转售限制 根据适

用的证券法的要求;

（i）不是个人，并且是nl第1.1节中定义的“认可投资者”，并且是根据适用的证券法购买汇款代币，并且（ii
）在决定投资时没有依赖 在汇款代币中，根据本发行备忘录中包含的安大略省适用证券法中定义的任何“前
瞻性信息”，因此，本发行备忘录中包含的任何此类“前瞻性信息”均不具备其 关于汇款代币的投资决定：还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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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居住在加拿大的汇款代币的每个购买者将被视为代表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该

公司已通知该购买者：

如果此类购买者在魁北克，则明确希望所有证明或以任何方式与出售汇款代币有关的文件

仅以英文起草。 c'est la volonte expresse dechaque acheteur que tous les documents 
faisant foi ou se rapportant de quelque maniere a la vente des interets soient red1ges 

uniquement en anglais。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必须提供信息

（“个人信息”）与购买者有关，需要在nl表格45-106f1的附表i中披露（包括其名称

，地址，电话号码，以及所购买的任何汇款代币的数量和价值）， 45-106f1必须由

公司根据nl提交;
这些个人信息将按照nl交付给安大略证券委员会（“osc”）;

此类个人信息由osc根据安大略证券法规授予的权力间接收集;

为了管理和执行安大略省的证券立法，正在收集此类个人信息;

安大略省的公职人员可以回答有关osc间接收集此类个人信息的问题，他是osc公司财务总监

的行政助理，该公司位于皇后街55号，西区19号，多伦多，安大略省m5h 3s8，电话 ：（

416）593-8086; 已授权osc间接收集个人信息; 还有

已经承认其名称，地址，电话号码和其他指定信息，包括其购买的汇款代币数量和

购买者支付的总购买价格，可能会向其他加拿大证券监管机构披露，并可能向公众

开放。 按照适用法律的要求。

通过购买汇款代币，投资者同意披露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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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的居民通知

不得在开曼群岛向公众发出邀请以订阅汇款代币，本发行备忘录未在开曼群岛的任何政府或任何其他监管

机构进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通知

汇款代币不会直接或间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澳门）提供或出售。 本发行备忘

录中包含的信息不构成出售要约，也不构成在中国境内购买任何汇款代币的要约。 

本发行备忘录和本发行备忘录中包含的信息尚未提交或将不会提交给或

在中国境内的任何相关政府部门批准/核实或注册，不得向中国公众提供或用于在中

国订购或销售汇款代币的任何报价。

欧盟成员国的居民通知

没有关于汇款代币的招股说明书，披露文件，提供材料或广告已经提交给欧盟的任何
成员。由欧洲联盟成员国实施的欧洲联盟招股说明书指令（203/71 / ec）（“招股说明
书指令”）包含招股说明书中根据招股说明书指令和欧洲证券法规定的各种豁免。工会
成员国。如果此类豁免适用于此次发行，则公司保留根据此类豁免提供汇款代币的权
利，尽管本文中提及任何欧盟成员国的证券法的任何其他规定。

在相关成员国中，如果根据本发行备忘录中提供的要约收到任何关于或获得任何汇款
代币的通信，将被视为代表，保证并同意：（i）投资者是合格的在该相关成员国实施
招股说明书指令第2（1）（e）条的法律意义上的投资者，以及（ii）在投资者作为金
融中介人获得的任何汇款代币的情况下，该术语是用于招股说明书指令的第3（2）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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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要约中获得的汇款代币并未代表他们获得，也不是为了向合格投资者以外的任何相

关成员国的人提出或转售而获得，因为该条款在 招股说明书指示，或（b）如果投资者代表

合格投资者以外的任何相关成员国的人获得汇款代币，那么这些汇款代币向投资者的报价不

会根据招股说明书指令处理。 这样的人。

直布罗陀的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尚未由直布罗陀金融服务委员会注册或批准公开发行。 汇款代币正在向有资格参与发行

的数量有限的投资者提供。 根据适用法律，本发行备忘录只能以不构成向公众提出的方式分发给直布罗

陀居民。 本备忘录不得复制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任何订购汇款代币的潜在投资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

益和账户而订购此类利益，而不是为了向其他方分配或转让这种利益。

根西岛的居民通知

不提供汇款代币，也不会在根西岛的监狱中向公众提供汇款代币。 居住在根西岛的人

只能根据私募安排申请汇款代币。 该发行备忘录尚未根据任何相关法律向根西岛金融

服务委员会提交，并且根本没有关于保护投资者（根西岛法律）法律的授权1987年由

根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发布。

香港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尚未经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货币当局或香港公司注册处处长批准或登记。 

本备忘录并不构成向香港公众提出收购汇款代币的要约或邀请。 任何人不得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发行或为

发行目的而管有任何与汇款代币有关的广告，邀请或文件，而该等广告，邀请或文件是针对或可能被访问

的内容或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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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众（除非根据香港证券法准许这样做），但汇款代币只适用于香港以外的人或仅供处置的人士， 

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及根据该条例订立的任何规则。 发出备忘录副本的任何人不得在香港发行，传阅或

分发本备忘录，或将本备忘录的副本交给任何其他人。 建议投资者对要约保持谨慎。 如果投资者对本

备忘录的任何内容有任何疑问，应获得独立的专业意见。

印度居民通知

本文件不是也不应被解释为在印度公开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并且未经印度证券交易所或印度储备银行或

印度任何其他监管机构的注册或批准。 潜在投资者必须就他们是否有权认购汇款代币寻求法律意见，并

且必须遵守所有相关的印度法律。

以色列居民通知

此发行备忘录尚未获得以色列证券管理局的公开发行批准。 汇款代币正在向有资格参与发行的数量有限

的投资者提供。 根据1968年证券法第15和15a条及其相关规定，本发行备忘录只能以不构成“向公众提出”

的方式分发给以色列居民。 本备忘录不得复制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以色列证券法定义的任何合格

投资，其订购汇款代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账户而订购此类利息，而不是为了向其他方分配或提供此类利

益的目的或意图。

日本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所述的汇款代币及其发售均未根据日本证券交易法（经修订的1948年第25号法律）披露。 汇款代币的购

买人同意不会将此类权益转让或重新转让给非日本居民以外的任何人，除非根据证券交易法的注册要求和其他方式遵

守私人配售豁免， 日本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除了通过一次交易将一个人重新转让或重新转让给该买方购买的所有此

类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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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代币正在提供给有限数量的合格机构投资者（tekikaku ki kan toshika，如日本证券

交易法中所定义）和/或少数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均属于私人配售的情况免除证券交易

法和日本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登记要求。因此，汇款代币尚未登记，也不会根据日本证

券交易法进行登记。本发行备忘录是保密的，仅供其收件人使用。禁止复制或再分发本

发行备忘录。如果收件人选择不购买任何在此提供的汇款代币或者如果公司提出要求，

则本发行备忘录的接收方通过接受其交付，同意将其和所有相关文件退回公司。由于公

司持有的证券或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变动导致汇款代币净资产价值波动，客户可能会损失

他或她将投资的本金金额，外国变动汇率和其他因素，如果有的话。

泽西州的居民通知

根据经修正的1958年借用（泽西）令的控制第10条，并未向泽西岛金融服务委员会同意

提供汇款代币报价，因此汇款代币可能不适合搭配球衣。

科威特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和任何其他发售材料和汇款代币尚未得到科威特国家工商部或任何其他相

关科威特政府机构的批准或许可。本协议中的任何内容均不构成也不应被视为构成在科

威特境内出售汇款代币的邀请或要约，也不构成在科威特境内缔结任何性质的任何合同

。

在私人配售或公开发售的基础上，在科威特境内提供汇款代币可能会受到法令第5号的

限制。 1990年第31号，经修订，题为“监管证券发售和销售”和部长令。 1992年第113号

修正案以及科威特的任何实施条例和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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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居民通知

泽西州的汇款代币尚未得到新墨西哥银行部证券部门的批准或不批准，也没有证券

部门通过本发行备忘录的准确性或充分性，也没有在墨西哥证券国家登记处登记。 
没有任何授权从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收回。 任何相反的陈述均属刑事罪行。 此
优惠仅适用于墨西哥证券市场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新西兰居民通知

公司只会向同意代表他们是投资者的人寻求汇款代币：（i）其主要目的是投资金钱或在

其业务过程中为其业务目的而习惯性地投资; 或（ii）谁将被要求为汇款代币支付至少

500,000新元，以便根据1978年新西兰证券法，不需要注册的招股说明书来提供汇款代

币。

挪威居民通知

除非根据1997年6月19日修订的挪威证券交易法和所有适用法规，否则汇款代币不得

在挪威王国提供，出售或分发。 除挪威证券法律法规意义上不构成挪威汇款代币公开

要约的情况外，汇款代币不得在挪威提供，出售或分发。 汇款代币或本发行备忘录均

未经挪威证券交易所批准或登记，或在挪威商业企业登记处登记。

欧曼居民通知

根据阿曼商业公司法（第4/74号皇室法令）或阿曼资本市场法（第80号皇室法令）的

规定，本发行备忘录并不构成阿曼苏丹国的汇款代币公开要约。 98）和第1/2009号

部长决定oran出售或征求任何在阿曼苏丹国购买非阿曼证券的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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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为少数精明的投资者起草的，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决定是否根据条款提出承诺投

资汇款代币，并受到此处规定的限制，不得转载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或提供给原始收

件人以外的任何人。

此外，本发行备忘录并非旨在导致

在阿曼苏丹国境内签订任何合同。

资本市场管理机构和阿曼中央银行对本发行备忘录中所载的陈述和信息的准确性或公

司业绩不承担任何责任，也不对任何人因依赖于此而造成的损害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此处包含的任何声明或信息。

通知卡塔尔居民

本文件（或其任何部分）绝不应被解释为向公众提出的一般要约，或试图开展业务，

作为银行，投资基金或卡塔尔州的其他方式。

此文件，包括此处包含的材料和汇款令，未经卡塔尔州卡塔尔中央银行或任何其他相

关许可机构批准或许可，并不构成卡塔尔州qatari公开的汇款代币报价。法。在卡塔

尔州违反本协议条款的情况下，预定接收者向发行备忘录分发本发行备忘录应由该接

收人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

通知俄罗斯居民

本发行备忘录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解释为在俄罗斯公开发行汇款代币。公司不

对任何此类发行的资格作出任何陈述备忘录不构成阿曼苏丹国公开发行的汇款代币，

正如阿曼商业公司法所设想的那样（第4/74号皇家法令）或阿曼的资本市场法（第80

/98号皇室法令）和第1/2009号部长决定奥兰提议出售或征求任何在阿曼苏丹国购买

非阿曼证券的要约。

通知沙特阿拉伯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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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行备忘录不得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分发，除非根据资本市场管理局颁发的证券法规

允许的人员。

沙特阿拉伯的资本市场管理机构不对本发行备忘录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陈述，并明确表示不对因

本发行备忘录的任何部分引起或依赖本集团备忘录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在此提供汇款代币的准

买家应对与公司有关的信息的准确性进行自己的尽职调查。 如果您不理解本发行备忘录的内容，请咨

询授权的财务和法律顾问。

新加波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并非sfa中所界定的招股章程，因此，sfa下有关本发行备忘录内容的法

定责任将不适用。

新加坡的汇款代币报价依赖于sfa第3o2b（i）条规定的豁免。它不是在新加坡货币当

局注册的招股说明书中制作或附带的，公司和汇款代币持有人均未经新加坡货币当

局授权或认可为集体投资计划。除非符合sfa的规定，否则此处提供的汇款代币不得

随后根据新加坡的其他要约出售给任何人。
接受本发行备忘录，即表示您声明并保证您有权按照上述限制接收并同意受本协议

所载限制的约束。您不得复制，披露，分发，转发或传播本发行备忘录（全部或部

分）给新加坡的任何其他人。任何不遵守这些限制或限制的行为都可能构成违法行

为。

通知南非居民

此处提供的汇款代币仅供您接受，可能不会向您以外的人提供或提供，也不得在南

非公开发售，出售或广告，此发行备忘录只能分发给选定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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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居民通知

汇款代币不会直接或间接在韩国提供或出售。本发行备忘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解

释为在韩国公开或私下提供汇款代币。公司未就本发行备忘录的任何接受者根据韩国法

律获得汇款代币的资格作出任何陈述，包括但不限于间接投资资产管理商业法，证券交

易法和外国投资法。交易所交易法及其规定。汇款代币尚未根据证券交易法，证券投资

信托业务法或韩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登记，汇款代币不得直接或间接提供，出售或交付，

或者提供或出售给汇款代币。任何直接或间接在韩国或韩国居民重新出售或转售的人，

但根据韩国适用的法律和法规除外。

瑞士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以及与本发行备忘录所涉及的发售主题有关的汇款代币的任何其他材料并

不构成根据瑞士义务代码第652a条发行招股说明书。不是这个
任何瑞士监管机构已经或将要提交或批准与发行，公司或汇款代币相关的任何其他产品

或营销材料。本发行备忘录将不会提交，汇款代币的报价将不受瑞士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的监督。汇款代币不会在任何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因此，与汇款代币有关的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本发行备忘录，并未声称符合瑞士发行规则的披露标准。任何瑞士证券交易

所的义务和上市规则。汇款代币在瑞士通过私募方式提供，即仅向少数选定投资者提供

，不提供任何公开要约，仅限于不购买代币以便将其分发给公众的投资者。

台湾居民通知

根据台湾有关证券法律和法规，汇款代币的提议尚未在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登记，也不会在台湾境

内通过公开发售或在构成公开要约的情况下出售或出售。 台湾证券交易法的含义，需要台湾金融

监督委员会的登记或批准。 台湾境内的任何人或实体均未获授权在台湾提供或出售汇款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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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台湾有关证券法律和法规，汇款代币的提议尚未在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登记，也不会在台湾境内通过

公开发售或在构成公开要约的情况下出售或出售。 rai1要求台湾金融监督委员会注册或批准的台湾证券交

易法的含义。 台湾境内的任何人或实体均未获授权在台湾提供或出售汇款代币。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居民通知

本发行备忘录并非（并非意图）构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包括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汇

款代币的邀请或公开要约，因此不应被解释为此类备忘录。 本发行的备忘录和汇款代币

尚未经联邦法律批准或许可或注册。 2000年第4号，涉及阿联酋证券和商品管理局和酋

长国的安全和商品交易所，或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迪拜金融服务机构或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的任何其他相关许可机构或政府机构。

英国居民通知

本次促销的内容未经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00所界定的授权人员批准。为进行任何投资活动而依赖此促销

活动可能会使个人面临重大风险。 投资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本发行备忘录不得用于或与之相关，也不构成任何司法管辖区内任何人的任何要约或招揽，或在此类要约

或招揽未经授权或非法的任何情况下。 特别是，这份发行备忘录并不构成对英国公众的票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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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发行备忘录已经批准或将由联合王国的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批准。本发行备

忘录仅针对合格投资者：（1）谁拥有

2005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2000（财务促进）令第19（5）条规定的投资事项的专业

经验（“命令”）; （11）属于该命令第49（2）（a）至（d）条的人; （111）可以合法

地传达给他们（所有这些人在一起被称为“有关人士”）。本文件不得在（i）在联合王

国，非相关人士，以及（ii）在联合王国以外的欧洲经济区的任何成员国，由人员执行

或依赖

不是合格的投资者。本文件所涉及的任何投资或投资活动仅适用于（i）联合王国中的

相关人员，合格投资者，并且仅与这些人员有关。本文件及其内容不得分发，出版或

复制（全部或部分）或由收件人向任何其他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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