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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事项相关说明]
本文献是以 “GOLDT Coin (GOLDT)”,(以下内容包含 ”GOLDT Exchange Coin(GOLDX)事业及相关
技术事项进行说明为目的制作而成，可能会在不另行公告的情况下随时完善内容。特别是关于数字货币
GOLDT 的内容中，不包含任何形式的购买建议或购买见解，且在与购买相关的任何合同事项或条件等
方面，均不包含本质性或形式性内容。
关于本文件中所述的 GOLDT 项目，首先需要明确理解其本身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风险，且将对本项目
所有相关投资行为视作已了解本项目具有的风险。因此对于本项目相关的所有投资或获得 GOLDT 行为
产生的结果需要由购买者全部承担。GOLDT 项目主体欲宣扬对 GOLDT 进行的第三方投资行为产生的
直接性及间接性影响，不采取任何干预、介入及承担责任的行为。
GOLDT 项目主体的免责范围除上述内容之外另有叙述
1) GOLDT 交易价格无法预测且会上下波动，其造成的结果与 GOLDT 项目主体无任何干系
2) 拥有数字货币 GOLDT 并不代表持有本项目一定的所有权或股权，且不赋予 GOLDT 用户对本事业
运营、管理和控制的权力。
3) 持有的 GOLDT 可能会存在丢失、失窃等多种形式的风险。
4) GOLDT 作为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管制对象，若有国家对本项目适用难以承受的限
制，则 GOLDT 用户会因各国规定的性质或强度而受到差别性影响。
若尚未对本项目与数字货币 GOLDT 的发展方向以及可能发生的危险因素进行充分的了解，则应适当购
买 GOLDT，最后再次建议请慎重投资本项目。
本项目可能因国家规定，市场需求，技术性因素，天灾人祸以及与项目主体意志相违背的未知因素导致
项目的失败，望周知。

<GOLDT 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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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OLDT Coin (GOLDT) 概要
1. GOLDT Coin 与 GOLDT Coin 区块链
1) GOLDT Coin
“GOLDT Coin (GOLDT)”作为数字货币，其简称“GOLDT”
。将实物黄金存入具有公信力的黄金实物存放于
银行金库，按照与实物黄金重量等价的数字货币进行销售和流通，可作为彻底对其进行管理的重要基本原则。每
0.01g 实物黄金发行一个 Coin，因区块链与数字货币的特性可一次性发行计划发行的总量，按照每年既定的计划
在自体金矿中挖掘生产，并以实物黄金的重量为准，使得实物黄金可与数字货币 GOLDT 以 1：1 的比例联动。由
于只销售并流通相应的数量，所以具有过去金本位货币时期兑换纸币的性质。与实物黄金进行 1：1 联动的意义在
于，可经过一定步骤将所持 GOLDT 数量与等值重量的实物黄金相互交换。
GOLDT 的交易价格与其他数字货币不同，不由数字货币所决定，而是以伦敦黄金交易所价格为基准制定，因此与
从市面上零售购买相同重量的实物黄金相比，可以便宜 15%~20%。值得一提的是，首期发行的 GOLDT 销售将考
虑营销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5%~10%的优惠价格。因此，想要拥有实物黄金资产是，GOLDT 将会是
不可多得的好手段，此外黄金价格上涨时，投资收益也会随之产生。
尤为关键的是，能够发行并销售比伦敦黄金交易所价格更低廉的 GOLDT，其原因是 GOLDT 发行主体是拥有至少
数万亿韩元价值的黄金储量的矿山矿业权人。

2) GOLDT 区块链
3) GOLDT Coin Blockchain是发行GOLDT的区块链系统，简称“GTCB”
。
GTCB 是在 GOLDT 初期发行后，生成并记录所有后续 Coin 交易及 Coin 与实物黄金之间的交换相关数据的
区块链。
“GTCB 系统”主要由以下几个结构组成 1)由 GTCB 系统发行的数字货币 GOLDT 2)GTCB 3)GTCB 平台 4)
应用服务 Sub-chain(与 Main-chain 联动，并以此为中心形成的应用服务区块链)。
Sub-chain 是从金矿开采过程中生产的金矿石中筛选出的黄金观赏石，具有美感与艺术价值，并以拍卖方式
进行销售，并计划开发可将其拍卖过程与中标明细以及中标的黄金观赏石的履历等相关记录综合管理的区块
链，最后将其与主链 GTCB 相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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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LDT 的用途及发行目的
首先是为了可以使欲保存黄金的人们用数字货币 GOLDT 代替实物黄金（代替实物黄金的保存手段）
各自持有的每 1 个 GOLD 相当于纯度 99.9%的实物黄金 0.01g，若有兑换黄金实物的需求，将会附加兑换许
可书，并参照 GOLDT 官网所示的兑换方法，将 GOLDT 数量等值的黄金实物兑换给需求者，持有 GOLDT
可免于将黄金置于家中或随身携带时被盗的风险。
其次可使交易黄金跳过转移黄金实物的流程，达到直接使用 GOLDT 进行交易的目的(实物黄金的简便交易手
段），利用黄金交换附有保证书的 GOLDT，随时在互联网中交易实物黄金。
再者，为的是 GTCB 系统的应用服务的黄金观赏石拍卖而发行（应用服务的结算手段）
如今金矿脉或显露出表面纹路的金矿石作为黄金观赏石，欲其包内涵的金含量无关，将因其埋藏于地下而将
其视为珍贵的艺术品，实际上在日本等国家无法挖掘到有价值的黄金观赏石，因此有对爱好家供不应求的实
情。在拍卖黄金观赏石或贵重的黄金物品时，可利用与黄金市价联动的 GOLDT 作为交易手段，避免巨额的
汇款带来的不便。

GOLDT 用途及发行目的
o 将黄金作为资产保存时的代替保存手段
o 快捷交易黄金
o 拍卖黄金观赏石或贵重黄金物品时的应用服务结算手段

3. GOLDT- 数字货币交易所的通用数字货币
GOLDT 有着“实物黄金的替代品，交易黄金 的便捷手段，应用服务的结算手段”等多 种用 途，且与
“UDAX（UDAX：United Digital Asset Exchange，数字资产交易所联盟）为合作关系。目前 UDAX
在韩国成立了数字货币交易所，总管着亚洲地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印度尼西亚也都设有交易所，
并且近期将在美国、日本、瑞士、台湾、泰国、菲律宾等 10 多个国家开设国际交易所。
GOLDT 的发行主体 GOLDT 基金会已经和 UDAX 集团签订了共同事业合约，并且今后 UDAX 所属的国际数
字货币交易所均可在 UDAX 国际交易所使用 GOLDT 作为支付手段来交易各种数字货币，以此使 GOLDT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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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X 数字货币市场发挥与外汇市场基础货币——美元相同的作用。
因此，UDAX 会员在购买其他货币时，不使用转账支付的方式，而是从 GOLDT 基金会下载 GOLDT 钱包后，
购买 GOLDT，并通过用 GOLDT 兑换其他数字货币的方式实现意义上的购买。
其结果是，GOLDT 已经是经 ICO 确定的数字货币，也自然而然地确立了其在数字货币市场中的基础数字货
币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与其说在上述一系列过程中 GOLDT 交易价格是在数字货币市场中形成，不如说
是以“伦敦黄金交易所”的行情为准。
GOLDT 的交易在 UDAX 所属的国际数字货币交易所与其他数字货币交换的形式进行，另一方面，在 GOLDT
基金会的“GOLDT 专业交易所”中随时都可以与欲购 GOLDT 的人士以及持有 GOLDT 的用户，又或者是与
GOLDT 基金会之间便利的签订。

4. GOLDT 的发行主体，矿山，预计埋藏量规模
1) GOLDT 发行主体及矿山
GOLDT 的发行主体为 GOLDT 基金会，GOLDT 的发行凭证是珍山矿山。珍山矿山于 2012 年 5 月 1 日在忠
清南道分公司获取采矿批准，主体途径忠南锦山郡的珍山面与南二面以及全北完州郡云州面，为总面积达到
1,448 公顷，拥有着 6 个矿区的开矿权与开采权的金银矿山。在矿业院部登记的珍山矿山矿区登记号为第
7559，75597，75598，75599，7949，79644 号 6 个矿区。

GOLDT 基金会与 J.S.Mining 株式会社共同拥有珍山矿山的开矿权，在采矿权院部有着登记记录。矿业权中
包含勘探权与采矿权，此外根据与开矿权人或土地拥有人之间的协议，又有着有对目标矿物进行采掘的租矿
权。
J.S.Mining 株式会社作为与 GOLDT 基金会对珍山矿山的共同矿业权人，拥有在忠北堤川市水山面由 8 个矿
区形成的金丰矿山的矿业权，并且在庆北永川市及庆州市一元由 6 个矿区形成的金银矿山的也拥有矿业权，
是一家有着 40 年以上开发传统矿山经验的企业。目前在堤川金丰矿山用地运营着自体选矿设施和冶炼设施。

2) GOLDT 发行凭证——珍山矿山黄金储量估算规模
GOLDT 发行凭证——珍山矿山黄金储量规模估算相关过程与其内容如下：
2014 年，镇山矿山的 6 个矿区中分别进行过大约 600 米深的矿洞钻探，并委托釜庆大学地球环境工程系与
公州大学地址环境科学系对其中 2 个矿区的 3 处进行了总长 480 米的延长钻探作业。结论是在北部矿洞下方
107.7 米处的黏土层发现了 107.3g/t 高品质黄金，以及在 121.6 米与 122 米处黏土实验品中分别产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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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g/t 与 37g/t 的高品质黄金。并且在中间钻探孔下方 95.1m 和 96m 处的样品分别产出了 65.4g/t 和
10.5/t 的高含量的黄金。与此相反，在南部矿洞下方 97 米处的黏土实验品中仅发现了不到 0.1g/t 含量的黄
金。
之后又从 600 米的坑道末端再向右各挖 400 米，总共挖掘 1400 米，综合在进一步开采过程中开采的样品，
采用其中 10 个样品进行分析，结果与【表 1】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分析机构：韩国贵金属分析鉴定院，
2018 年 5 月 2 日）
此外，根据矿业法明示的矿量产出标准和采矿权许可的矿量产出标准公告，计算的矿量为 382,158 吨，估算
矿量为 266,952 吨，合计 649,110 吨。以上矿量只针对采样的区间，为采集样本的剩余 4 个矿区中可能埋
藏的矿量没有包括在内。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与矿量推算，珍山矿山的黄金埋藏量价值以批发价格为准，预计将达到 8 兆韩元以上。

[表 1] 实验成绩结果表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珍山金矿山-1

分析结果

备注

Au(g/t)

Ag(g/t)

金矿, 银矿

223

157

-2

“

1

17

-3

“

157

127

-4

“

227

147

-5

“

160

107

-6

“

947

570

-7

“

810

487

-8

“

170

123

-9

“

220

153

323.8

209.7

平均

Cu(%)

Pb(%)

(单位 : m)

5. GOLDT 工作任务
1) 增加选矿设备与建筑冶炼设备
选矿设备是将开采的矿石破碎，进行精矿分类作业的设备。因此，如果在金矿的开采通道和最短距离上拥有
选矿设施，就能减少黄金生产过程中的选矿费用与物流费用，将选矿过程中产生的碎石加工成建筑材料时，
可能会产生额外收益。
目前，作为 GOLDT 发行依据的镇山矿山主坑道位于忠南锦山郡珍山面，大韩矿山开发（株）的主要选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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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位于忠北堤川市水山面金丰矿山地区，因此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运费来运送开采的矿石，导致黄金生产
成本上升，变相降低利润。再者，为精矿作业后冶炼黄金，自体冶炼设备也建设于上述金丰矿区，但为了大
规模冶炼金精矿仍急需扩充冶炼设施。
至此，在正式开发珍山矿山之前，计划在位于珍山矿山著坑道前方约 1500 坪土地上，另行建设日处理量为
100 吨的选矿设施。另外，计划以进最新技术的冶炼设备进行扩建。

.

[图 1] 珍山矿山坑道内部面貌

[그림 1]진산광산의 갱도 내부 모습

[图 2] 目前在金丰矿山地区运营中的选矿设施及选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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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金观赏石拍卖项目及黄金博物馆的建设
黄金观赏石含有一定量的黄金，预计目前在国内只有在珍山矿山可以采掘艺术性的金矿观赏石。黄金观赏石
从第一次筛选到展示的所有过程需通过各领域专家的认证，并以全世界人为对象，通过线上的方式定期进行
拍卖。拍卖对象以黄金观赏石为主要项目，并包括古董，艺术品和精密黄金工艺品等有价值的相关产品。
拍卖时将展示在 GOLDT 金矿开采的黄金观赏石，参观者可以体验到与黄金相关的各种活动，并计划以打折
销售黄金加工品的空间建设黄金博物馆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博物馆位于哥伦比亚波哥大，有勘探资料馆，文物馆，教育展览馆等。每年接待游客
超过 70 万人次，遗憾的是人们无法接触到真正的金矿或黄金观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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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前保管中的部分黄金观赏石

[图 4] 黄金观赏石从第一次辨别到最终决定，都要通过专家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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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黄金博物馆展览品
GOLDT 黄金博物馆包括黄金观赏石，计划将实际采掘的金矿连接到一起，展示黄金观赏石与其他艺术作品，
使人们可以以优惠的降格购买黄金产品及贵金属产品，建设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概念馆，预计会吸引大批潜
在的国外观光客。尤其使黄金购买需求高的日本、中国、印度，中东等国家，游客在黄金博物馆购买金锭及
贵金属产品，仅此优惠金额就足以享受韩国旅行，不仅是参观黄金博物馆，还可以构成与此相关的住宿、航
空，购物等有趣的旅游商品。
在此过程中，使用 GOLDTX 缴纳黄金观赏石的中标金额及黄金产品，为了推广作为结算金额的 GOLDTX，
通过使用 GOLDT 勾销处理存放的实物黄金及黄金观赏石的销售量，达到持续保持 GOLDT 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的目的。
除此之外，博物馆入场收入与黄金制品销售收入，以及运营附带设施获得的收入，将通过 GTCB 平台与
GOLDT 用户相连接，用 Air drop 的方式把即将发行的功能性数字货币——GOLDTX 的一部分传送给
GOLDT 用户。
并且与对 GOLDT 和黄金需求量高的国家旅行社携手开发旅行商品，并引导人们使用 GOLDT 或 GOLDTX
Coin 购买旅行商品，从而累加游客 DB。对于累积的游客 DB 与通过旅行商品获得的收益的一部分，也将用
Air drop 的方式把即将发行的 GOLDTX 补偿支付给 GOLDT 用户。

II. 黄金经济
经济学家一直把价格相对稳定，可兑换性高的美元和黄金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但是现在这种信心正在
动摇。值得一提的是，美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虽然同样是安全资产，但黄金和美元由于其替代品性质
而作用于不同的方向。
黄金价格与美元价格相反，其内在原因是国际原材料的结算货币是美元。因此如果美元贬值，那么原材料的
美元标价必需相应上涨才能维持其价值。
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避免美元贬值风险的安全资产特性，对金融危机和国际货币制度的可靠性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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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反应。因此黄金的价格动向是警告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
如果美元贬值，欧洲等其他国家的本国货币就会升值（汇率下跌）
，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会看起来比较低廉，
因此黄金需求量增加，美国将寻求黄金来捍卫美元疲软，黄金价格受到上升的压力，固称此为黄金经济。

1. 国际黄金市场动向
世界黄金协会（WGC）在其“黄金需求趋势报告”中表示，截至第二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目前持有的中国官
方黄金储备为 1,842.6 吨，中国对金条、金币等的市场需求逐年爆炸式增长，包括比去年同期增长 56％。
印度在众多国家中比较偏爱黄金，且黄金市场规模庞大，但由于印度政府的管制，进口税很高，并以垄断形
式限制了流通过程，因此在 2013 年把黄金市场第一的位置让给了中国。
因此，在黄金储备量方面几乎 10 年未变动的美国（8,134 吨）
，德国（3,374 吨）
，意大利（2,452 吨）和法
国（2,436 吨）以及中国，登上了世界前五位列。另外，随着中国黄金储备大的扩大，俄罗斯的黄金储备速
度也在上升。
尤其是以俄罗斯、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央行，因经济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外汇储备多元化等原因正在
买入黄金，俄罗斯买入 77 吨，占 2018 年第三季全球央行买入黄金的 44%，中国买入 50 吨占 29%，哈萨
克斯坦（7.8 吨），约旦（7.5 吨），乌克兰（3.1 吨）
，阿联酋（2.5 吨）等也曾买入黄金作为外汇储备。

[图 2] 2015 年各国黄金储备量名次排行

[图 3] 2017 年各国黄金储备量名词排行

排名

国家

储存量 (t)

排名

国家

储存量 (t)

1

美国

8,133.5

1

美国

8,133.5

2

德国

3,381.0

2

德国

3,373.6

3

意大利

2,451.8

3

意大利

2,451.8

4

法国

2,435.6

4

法国

2,435.6

5

中国

1,762.3

5

中国

1,842.6

6

俄罗斯

1,392.9

6

俄罗斯

1,838.8

7

瑞士

1,040.0

7

瑞士

1,040.0

8

日本

765.2

8

日本

765.2

9

荷兰

612.5

9

荷兰

612.5

** 因 IMF 的关系以 2015 年为基准黄金储备量为 2,814.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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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央银行中 10 大黄金储备国,2015

[图 7] 国际黄金价格及美元价值

2. 国内黄金市场规模
目前韩国在 2018 年拥有 104.4 吨黄金与韩国银行发表的外汇储备规模 3,848 亿 40000 万美元相比处于相当
低的水平。
韩国 KRX 黄金市场价格是国际黄金价的 100.5%左右，低于场外批发价格的 0.5~1.5%免除转让所得税和分
红所得税。
2014 年 3 月 24 日开业的 KRX 黄金市场的日平均交易量从开设时的 5.6kg 增加到今年的 21.8kg，共增加了
289.3%，日平均交易额也从 2.4 亿增加到 9.9000 亿。黄金供应商 3 年内供应黄金量为 4656kg，其中中国
国内生产的黄金占 61.7%，其余为进口黄金。

[图 8]国内黄金行情与国际黄金行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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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金市场前景
从长期来看推动黄金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包括促进黄金投资所需求的经济、金融和政治因素及持续不断的强
有力的投资需求及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的持续购买等因素。
另一方面，工业用金需求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在其中的饰物黄金需求处于停滞状态或下降趋势，有关分析显
示当前黄金需求的增加大多来自个人或家庭资产保值手段及各国金融政策的需要。

[图 9] Fabrication Demand Projected to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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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GOLDT 区块链 (GTCB) 系统
“GOLDT 区块链 (GTCB)”系统大体分为 1) GTCB 系统发行的数字货币 GOLDT, 2) GTCB, 3) GTCB 平台, 4)
由子链应用服务构成。

1. GOLDT
1) GOLDT 的基准价格，开发基准及数量，流通数量
GOLDT 按照实物黄金每 0.01g 一枚的比例发行，初期在 GTCB 和平台构建是一次性全部发行。
GOLDT 的发行价格以伦敦交易所的黄金市价为基准，发行初期由发行主体销售的 GOLDT 根据购买数量和销
售日基准价格对比适用 5%~10%的这折扣进行销售。并且发行销售 GOLDT 时考虑到扩充黄金生产设施等所
需时间从销售日期一年后开始如果持有者愿意将实施实物黄金交换支付。
从 GOLDT 发行主体首次购买时，根据 GOLDT 购买数量折扣标准率适用标准如下

购买量

~2 万

~5 万

~10 万 ~20 万 ~40 万 ~80 万

折扣率

5%

6%

6.5%

7%

7.5%

8%

~150

~300

~500

501 万

万

万

万

~

8.5%

9%

9.5%

10%

* 折扣范围内数量适用于全部数量对比购买数量的比率

GOLDT 总发行量为 12 亿枚，因此黄金储备最终将达到 10 吨的规模.
根据黄金 10 吨的储备量增加发行 20%的原因是 GOLDT 钱包的丢失或被黑客或被盗时，为了销毁处理相关
的 GOLDT 并代替发放预备发行需要追加的发行的 20%.与 GOLDT1:1 搭配的认证书均具有编号发行，所以
可销毁及代替发行。如未发生相关事项，超额发行部分不可销售或流通。
然后在发行后 1 年内销售 2 亿个 GOLDT，之后 GOLDT 销售及流通量及黄金储备相关的计划如[t 图 4].（日
开采 60 吨，每吨生产 200g，年度 60 天可生产 720kg,之后以 250 天为基准每年可生产 3 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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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以年度为单位 GOLDT 销售及黄金储备计划
发行后的年度

GOLDT 销售量

GOLDT 累 计 流 通

黄金储备量 (t)

黄金累计储存量 (t)

量
1

2 亿枚

2 亿枚

0.72

0.72

2

2 亿枚

4 亿枚

2.48

3.2

3

2 亿枚

6 亿枚

1.6

4.8

4

1 亿枚

7 亿枚

0.8

5.6

5

1 亿枚

8 亿枚

0.8

6.4

6

0.5 亿枚

8.5 亿枚

0.4

6.8

7

0.5 亿枚

9 亿枚

0.4

7.2

8

0.5 亿枚

9.5 亿枚

0.4

7.6

9

0.5 亿枚

10 亿枚

0.4

8.0

10

-

10 亿枚

0.4

8.4

11

-

10 亿枚

0.4

8.8

12

-

10 亿枚

0.4

9.2

13

-

10 亿枚

0.4

9.6

14

-

10 亿枚

0.4

10.0

15

-

10 亿枚

-

10.0

* 以上 GOLDT 累计项目中的数字包括发放的 GOLDT 的数量

但是在 GOLDT 流通过程中发行 2 年以后开始，每年度限定在银行金库中存入的实物黄金重量标准在 125%
的范围内，从发行总量中扣除流通量后剩余的 GOLDT 数量将放入 GTCB 系统中的 GOLDT 钱包中并锁住。
与实物黄金存储备量增加 25%原因有：第一，根据流通中所有 GOLDT，根据一次性收到实物黄金兑换要求
的概率，引入类似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概念，创造最低限度的信用进行流通，事后增加生产实物黄金以及黄
金储备。这种情况下，GOLDT 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 80%。
（目前国内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 7%）
第二个原因是，GOLDT 可以作为黄金观赏石的中标金额结算手段。黄金观赏石的交易价格是金矿石中含有
的实物黄金的数十~数百倍，且根据黄金观赏石经略资金结算水平，增加实物黄金的 25%的黄金观赏石储备
量，GOLDT 的与实物黄金支付准备无关，无任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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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LDT 的主要技能及用途
第一，代替实物黄金的持有手段
可替代实物黄金将 GOLDT 数字货币作为储蓄手段。市面上销售流通的 GLODT 数量与 GOLDT 发行主体
GOLDT 基金会（株）在国内或海外银行储备的实物黄金量联通并且加以限制。因此流通的各个 GOLDT 均赋
予编号和黄金保证书类似。黄金的纯度和可交换实际黄金储备，如需要可作为实物黄金交换支付并且附有与
GOLDT 编号向匹配的认证书及保证书
想要获得实物黄金时，可在 GOLDT 主页显示的地点将 GOLDT 兑换成黄金。然后首先用黄金兑换 GOLDT，
交换付款后即时进行销毁处理。以配合黄金储备量，保证流通的 GOLDT 数量不受到影响。其带来的好的影
响是可提高以黄金作为担保的数字货币——GOLDT 的稳定性和他人的信赖度，并可持续管理。
GOLDT 的存在，可以使 GOLDT 会员避免将黄金存放于家中被盗的风险，携带便利。
第二，实物黄金的快捷交易手段.
GOLDT 附有可以证明持有一定量黄金的证明书，因此在买卖黄金币时无需转移黄金，只需支付 GOLDT 即可。
GOLDT 无论何时都可以用来交换黄金，且与国际黄金行情相联动，人们可以使用 GOLDT 在互联网上进行实
物交易。
第三，将作为 GTCB 시系统中多种应用服务的支付手段
GOLDT 是作为 GTCB 系统中“黄金观赏石”竞拍应用服务的结算手段而发行的。如今与金矿石含金量物馆，
黄金观赏石因其埋藏于地下数亿年而被视为珍贵的艺术品，并且在日本等地由于无法采掘有价值的黄金观赏
石，因此无法满足爱好人士的需要。另外，在竞拍古代美术品或艺术品时，可用 GOLDT 作为支付手段，避
免大额汇款带来的不便。
第四，可用来支付子链形成时的 bite 费用等
为形成子链，必须与主链进行交易，因此必须消耗 GOLDT。例如，在制造“黄金观赏石竞拍等应用服务链
系统”时，不仅需要形成子链，还需形成其孙子链，在此过程中都需要消耗 GOLDT。GTCB 生态系统中的任
何主体都可以通过在 GTCB 生态系统中消费 GOLDT 形成自体区块链，并且为了维持主链，GOLDT 将分配至
记账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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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LDT 流通支援基础建设
将构建可使 GOLDT 顺利流通的基础设施。为方便买卖 GOLDT，特设“GOLDT 专业交易所”
，并通过该交
易所支持 GOLDT 顺利交易。为了方便使用 GOLDT，进而发放带有 GOLDT 钱包功能的专用卡和手机软件，
对将 GOLDT 作为结算手段之一的各种营业场所，普及带有对专用卡和应用程序进行认证结算功能的专用终
端机，从而支持 GOLDT 顺利流通。

2. 主链(Main-chain), GOLDT 区块链(GTCB)
1) GTCB 功能
“GTCB”履行着系统全盘区块链的 GTCB 数字货币——GOLDT 交易管理，服务于应用服务模块的子链管理，
智能合约，匿名性及各种账户控制等多种功能。
GTCB 是生成并保管早期发行 GOLDT 与之后的数字货币交易，以及与黄金进行交换等所有关联数据的区块
链。
① GOLDT 交易管理
GOLDT 总发行量为 10 亿枚，且总量不变。根据构建 GTCB 的同时制定的规则，在初期分配至许多数字货币
账户后，随着互联网的扩张将生成更多的数字货币账户。
早期 GTCB 以以太坊为基础的 ERC 721(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 721)方式开发，并将运营至服务
于 GOLDT 的自主主网开发完毕。以 ERC721 为基础的代币发行，而没有以 ERC20 为基础的代币发行
GOLDT 的原因是为了将可以保证每个 GOLDT 黄金的品质与重量，交换支付等数据的认证书、保证书与
GOLDT 序列号以 1：1 的方式匹配并发行。
下一步将完成第二代（Ver. 2）GTCB 主网的开发，并从将之前生成的区块移植到主网后开始，以 1 秒为单位
形成区块，记录 GOLDT 交易内容，以形成主链——GTCB 为目标。
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数字货币被盗，将开发可追踪被盗 GOLDT 的序列号，并对该序列号关联的 GOLDT
与认证书进行销毁处理的技术。
由于 GOLDT 交易明细记录于具有底账兼公共账本职能的区块中，并以分布于与互联网相连的各节点的方式
保存，因此可保障交易数据的安全。
主链——GOLDT 交易的管理为与子链不相干独立个体，因此 GOLDT 最终将于主链中交易完毕并记录，即
使凭借着存储于主链节点的区块内容，也可以对 GOLDT 交易进行协商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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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子链(Child-chain) 管理
子链作为独立的区块链，根据事先设定的细分化功能与子链数据结构，如果限于子链分发的 GOLDT，并以
具体交易信息为基础生成区块，向主链传递子链区块生成的内容，则主链会依次保存 GOLDT 交易明细。
子链只执行与自己提供的应用服务使用者有关的交易以及 GOLDT 交易，将该交易明细生成并保存于子链上
的同时传送给主链。
虽然可以在子链中更改子链使用者发出的 GOLDT 交易机制，但子链子链数据产生的区块记录并不会对主链
的完整性及安全性产生任何影响。
③ 智能合约
GTCB 账户由普通数字货币账户，以及保存独立智能合约程序的智能合约账户两个账户构成。其中，在智能
合约账户的交易类型符合智能合约账户的使用条款时，可顺利签订并履行相应的合约内容
符合条约内容时才能进行签订，并且在履行条约内容时，会记录相关账户事前保存好的数据，以及目前区块
状态的有关数据，最终生成新的区块。可根据情况变动及时修改有关设定。
GTCB 系统具有编辑智能合约的特性，且支持 GTCB 平台各阶段的运营，以此来扩充通过 GTCB 自身与子链
的应用范围。
④ 其他功能
此外，GTCB 作为主链，可以履行以下功能
- 去中心化信用评价系统: 对节点账户交易行为进行评价
- 去中心化匿名交易系统: 实现匿名交易
- 投票系统
- 多种货币交易：多种链之间的交易中，可自动转换彼此的价格

2) GTCB 协议运算法则
GTCB 在初期根据以太坊 ERC 721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 721)进行构建，且数字货币 GOLDT
也是以 ERC 721 为基础发行。因此协议运算法则也指向 PoS (Proof of Stake, 权益证明)，但在以太坊完全
转换成 POS 之前，将会以 PoW (Proof of Work,工作证明)协议运算法则为基础对区块的形成进行的协商与
确认。PoS 是一种分布式协议方式，也可以看作是比特币 PoW 方式的升级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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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可以记录多个交易数据，区块内含有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以及用来计算哈希值的“Nonce（解）”。
PoW 是一种最快解决以概率难以解决的问题，且只允许到达协议的节点制造区块，并以此为补偿支付数字货
币的方式。因此，参与其中的节点将不断破译 Nonce 值，使其执行符合区块哈希值一定条件的任务。称此
过程为“采掘”
，大部分采掘工作的代价是用数字货币作为报酬，通常情况下，随着“埋藏的矿物”
（剩余的
数字货币数量）的减少，采掘的难度会上升，且节点为了解决问题必然会浪费大量运算资源。
PoS 协议方式运算法则具有参与协议节点持有的数字货币数量越多，持有的时间越长，区块生成速度与协议
概率会随之上升的特征。此为持有大量数字货币的参与者（节点）为守护其价值而不损害系统信任度的前提
为基础。这种运算法则大幅度降低了通过区块生成的记账（账簿记录）的运算难度，在节约珍贵运算资源的
同时，提供可以筛选“优秀”记账节点的机质，从而强化区块链的稳定性。

但是,目前 PoS 仍处于从 PoW 进行转换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 PoS。因此，GTCB 协议算法在初期遵循以
以太坊为基础的 ERC 721 协议算法，并由 GTCB 的数字货币——GOLDT，同样也是 ERC 721 为基础的
Dapp（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去中心化程序）方式的数字货币制成。
事后将开发独创的 GTCB 系统主网，并将事前生成的区块数据与账户移植到新构建成的主网中，在 CVC 产
业发展与前进的同时，正式与子链相联动，来运营应用服务系统。

3) GTCB 的区块结构
在 GTCB 系统中，包括 GOLDT 交易数据的所有数据的底账会记录于区块之中，并每个依次连接形成链，最
终将存储于分散的多数节点之中。
GTCB 的区块数据结构具有：透明性、安全性、去中心分散化、不可逆性，可追踪性以及不可伪造等特征
在 GTCB 区块中保存的每个交易记录之中，都含有带有一个记录识别信息的 Header，并会在区块中记录以
下信息：
- 区块的容量和每小时的记录明细(timestamp)
- 区块标签
- 区块生成的账号的用户名和密码
- 全体区块的标签与哈希值
- 记录于区块的交易明细与 bite 费用的总数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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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中的交易记录
- 区块 Payload 长度与 Payload 值
- 区块生成的签名

4) 节点(Bite)费用分配
节点费用是交易开始时节点支付给账簿节点
的费用,用于交易过程中连接和使用宽带网络,以及随着节点的生成和链条的形成使用节点的费用。
在这个过程中,账簿节点可以设定最低费用,开始交易的节点
可以设定最高费用,在满足双方全部条件时,交易成功并成功输入区块链。
在 coin 交易的节点费用分配上，使用主链和子链进行交易时，节点将自己的 coin(主链是 GOLDT,子链时使
用分配给自己的 GOLDT)支付节点费用。在此过程中支付的 coin 通过相互联动的账户置换成单一的 GOLDT，
并实现交易。
在子链形成时，子链形成的节点账号应向主链 GTCB 支付 GOLDT 节费用，反之将子链的区块链内容传送到
GTCB 的记账节点进行记录时，GOLDT 交易过程中使用的宽带网和区块链生成所产生的节点费用将得到补偿。

3. GTCB 平台
GTCB 平台将按照有子链提供的应用服务拓展发展阶段，分三个阶段进行拓展和构建。
第一阶段（基础构筑阶段）：以管理数字货币 GOLDT 交易的 COIN 账户和子链应用服务为基础，开设智能合
同账户，开发相应的 COIN 钱包，管理工具，用户 DB 等平台运营基础。
另外为了与“GOLDT 专业交易所”联动运营开发逻辑和界面。以 GOLDT 为例，虽然是数字货币但在与实物
黄金直接联动的关系其价格是根据伦敦黄金交易所的基础价格为基准确定的，因此不存在在数字货币交易所
上市交易的必然性。当然也可以在数字交易所上市交易，但是为了实现通过 GOLDT 需求和供应者之间 P2P
交易灵通合理化会构建并运营另外的 P2P 方式“GOLDT 专业交易所”
。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子链应用服务需要的逻辑和模块，同时商品履历管理，配送管理，安心交易管理等开
发并增加增强可靠性开发各种模块，完成将它们与主链联动运营的节点设计和界面开发。
第三阶段（应用阶段）
：为提高 GOLDT 的流通的迅速性和便利性，开发并扩充具有合作关系的其他数字货币
交换到 GOLDT 后可以结算的限制性，GOLDT 和其他数字货币之间的中介交易模块等。并且通过开发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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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T 专用可及专用应用程序和认证/结算专用终端机。通过推广扩充支持 GOLDT 便捷实用和流通的出出
设施和便利系统，提升专用卡/终端功能和安全防护，提高 GOLDT 流通信誉度。
** GOLDT 和 GOLDTX COIN 的交换中介功能
作为为 GOLDT 的辅助数字货币发行的 GOLDTX COIN 将以 GOLDT1/10 价格首发之后 100 枚 GOLDT
COIN 可兑换 5 枚 GOLDT.(IV. 1. “2) 请参考 GOLDTX COIN 的交易价格稳定装置”
。
因此在 GTCB 平台第一阶段（基础构筑阶段）开发与“GOLDT 专业交易所”联动运营的逻辑和界面时，添
加了 GOLDTXCOIN 和 GOLDT 的交换交易的中介功能将在“GOLDT 专业交易所”加载功能。
如想交换 GOLDT 时，GOLDT 发行者可以为 GOLDTX COIN 持有者交换 GOLDT,有时 GOLDT 持有者可能会
答应换币邀请，希望把自己的 GOLDT 换成 GOLDT COIN。以上两种情况均可，但 GOLDTX COIN 销毁仅
适用于 GOLDT 发行主体交换支付的情况下

1.基础基础构建阶段：GTXB 生态界全部的基础平台构建
⭕COIN

账户和智能合约构成

- COIN 钱包，使用者 DB,管理等和系统全部智能合约构造设计及开发
-“GOLGT 专业交易所”和为联动运营逻辑及人机交互装置开发

2.开发阶段：子链应用服务的核心手逻辑及模块开发
⭕有关自主链应用服务结算及为智能合约体现模块装置
⭕自主链应用服务系统联动运营的节点开发设计等

3.应用阶段：扩张追加各种便利系统及扩充强化信赖性装置
⭕ 卡法并扩充用

GOLDT 交换合作关系的其他加密货币进行结算的限制性 GOLDT 和

其他加密货币之间的中介交易模块等的开发
⭕GOLDT

专用卡及使用结算终端机开发应用，性能及提高安全性能

图 10】分阶段 GTCB 平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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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子链 (Sub-chain)
1) 子链的功能
子链形成时通过于 GTCB 平台的界面设定子链的功能，可共享子链的所有功能，包括子链内/子链子链与主链
之间的交易，匿名交易，投票系统，账号管理，实时信息管理，数据存储等。
通过针对性设定子链内/主链和子链间的交易或进行多种数字货交易时数字货币持有者仍可以进行交易（出售，
收购）
，可反映本人的交易要求，如持有货币类型，目标货币类型，交易价格及交易数量等。

2)子链的协议算法
考虑到快速确认交易的层面，以协议算法选择 DPoS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 股份委托证明)的方式。
DPoS 是 Bitshares, BTS，Steem，EOS 等采用达成的协议不是所有节点都同意形成区块的协议方式，而是
由所有投币持有人投票选出一定数量的“证人节点”，只有这些“证人节点”才能在数据区块形成上达成一致。
DPoS 的股份委托给受让人节点的人数较少，投票过程中证人节点易被泄露，难以保证匿名性因此可能则。
另外拥有 coin 较少的节点也有可能被选为见证人节点，因此在证人资格的适当层面也存在问题，因此也有指
责称，该制度违背了区块链所向往的“去中心化”原则。
尽管如此其最大优势是区块形成协议的节点为少数处理速度快，因为同一形成的数据区块的是少数节点，因
此不超过 1 秒能够创建一个或多个区块。根据投票过程中的承诺①重新分配因投票（委托）式 coin 而产生
的一定比例的采矿补偿。②其优点是，通过投票(委托)coin，可以免除汇款(汇款)手续费(手续费减免公约)。
首先，DuoS 采用了协议算法，因为实物资产交易(对于与 GOLDT 有关的交易)的性质，因此尽可能快速地
确认交易。因为它首先考虑了区块产生。而且，通过 DuoS 的采用，我们避免了不必要的计算资源的滥用。
GTCB 子链协议算法 DPoS 的详细开发包括 Sharding，Off Chain，实施多种方法（如构建多节点证人组）
最大限度实现区块快速创建，同时解决节点在协议过程中可能脱离中央化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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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GOLD Exchange Coin(GOLDTX) 区块链系统
GOLDTExchange Coin 与 同 实 物 黄 金 直 接 相 连 的 “GOLDT” 的 辅 助 数 字 货 币 简 称 为 “GOLDTX” 。
“ GOLDTExchange Coin 区 块 链 (GOLDTX Blockchain) 系 统 ” 与 “ 发 行 GOLDTExchain Coin 管 理
GOLDTX Coin 。将 GOLDTX 转换为 GOLDT 时作为履行相关管理职能的区块链，简称为 GTXB”
”
。
此外 “GOLDT”和“GOLDTX”的发行主体以及“GOLDT 区块链(GTCB)”和 “GOLDTX 区块链(GTXB)”
系统的运营主体均为“GOLDT 股份公司”。
“GTXB 系统”大体 1) 从 GTXB 系统发行数字货币 GOLDTX, 2) GTX B, 3) GTXB 平台构成。

1. GOLDTX : Gold-T Exchange Coin
1) GOLDTX Coin 的发行标准及数量
GOLDTX 的首次发行价格为 GOLDT 价格的 1/10（每 0.01g 黄金发行 1 个 GOLDT）.但是，初期发行后，
流通的价格将取决于在数字货币交易所或持有人之间进行的实际交易成本价格来计算。
GOLDTX Coin 的发行数量原则是 GOLDT 发行数量的 5 倍即 5 亿枚。但考虑到中间流通过程中遗失丢失的
数量，同时追加 10%共计发行数量 55 亿枚，在开设 GTXB 系统的同时将全部同一时间发行。但是追加发行
数量为 5 亿枚，将装在发行主体的储备 Coin 账户中，在 lock up 后每次出现追加流通理由时都会增加发行
量进行追加流通。

2) GOLDTX 及 GOLDT 的交易价格稳定机制
特别

是

对 GOLDTX,我们将寻求交易价格稳定机制,确保 GOLDTX 的发行目的及用途得到充实,并保证 GOLDTX 的使
用。即 GOLDTX 首批发行先流通后开始不管 GOLDTX 的交易价格如何，每 100 枚 GOLDTX 可兑换 5 个实
物黄金联动数字货币 5 枚 GO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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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 GOLDTX 作为 GOLDT 的辅助数字货币，为了能够顺利履行其功能，对最初 GOLDTX 发行价格的
50%其价值与实物黄金联动数字货币 GOLDT 提供担保。不过针对用 GOLDTX 兑换的 GOLDT 根据［图 4］
“按年度为单位销售 GOLDT 及黄金储备计划”按“在年度 GOLDT 销售量 50%的范围内”进行，对于超过
预定年度 GOLDT 销售量 50%的要求，只能转至下一年度进行交换。同时一次交换 GOLDTX 的数量不可超
过“年度 GOLDT 销售数量的 0.1%”。首先与 GOLDTX 交换支付的 GOLDT“交换结账日起开始过 9 个月后
到发放日”才可以提交和实物黄金交换。这是为防止因投机动机而导致的 GOLDTX 收购囤积，为应对因
GOLDTX 增加而产生的实物黄金增加储备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此外，以 GOLDT 交换的 GOLDTX 由于其价值已经转移至实物黄金，所以不需要重新流通。交换后立即销毁
处理以确保 GOLDT 和 GOLDTX 的安全性和价格稳定性。
这些稳定机制的结果是 GOLDTX 的交易价格在“GOLDT 担保最初发行价格的 50%”的基础上，
“由市场对
GOLDTX 用途的需求和供养决定的价值”
。

3) GOLDTX的发行目的及用途
GOLDTX 基本上是促进 GOLDT 普及扩散的辅助数字货币。因此 GOLDTX 在 GOLDT 发行初期，其销售和
GOLDT 有关作为购买 GOLDT 的奖金。另外 GOLDT 的购买者可以采用 Air Drop 的支付方式。购买 GOLDT
带来的 GOLDTX 支付数量等将根据 GOLDT 宣传活动按计划逐步公告。
接下来 GOLDTX 是 GOLDT 和 GOLDTX 的发行主体将在今后推进的 MCN (Multi Channel Network) 事业
过程中用于支付各种 youtuber 频道的广告费及付费频道的费用。对于以上频道在使用 GOLDTX 作为支付手
段的同时，计划给用户提供基本优惠还计划推为用户提供各种优惠。以上的 MCN 事业计划将另外在 GOLDT
和 GOLDTX 网站上公开发布。
此外 GOLDTX 将与 GOLDT 连接运营的黄金博物馆项目全过程都将作为结算手段。黄金观赏石中标金额缴
纳，相关黄金产品销售金额，黄金博物馆和旅游商品等的结算可与 GOLDT 一起作为结算时交易价格使用。
对在作为结算时交易价格使用的 GOLDTX COIN 不进行销毁处理可重新流通。
此外黄金博物馆入场费收入，相关黄金产品销售的收入，便利设施运营收入，挂钩旅游产品销售收入等博物
馆产生的收益，收益金部分通过 GTCB 平台向 GOLDT 和 GOLDTX COIN 向持有者提供 GOLDTX COIN
作为 Air Drop 的支付方式支付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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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础数字货币 GOLDT”和“基础数字货币 GOLDTX”的同步上市(ICO)
GOLDTX 基本上是促进 GOLDT 普及扩散的辅助加密货币。因此 GOLDTX 在上市的同时（请参考 I. 3.
GOLDT-数字货币交易所的基础货币数字货币）预定在 UDAX 所属的数字货币交易所上市（ICO）
。
这是 GOLDTX 最初发行价格的 50%由 GOLDT 担保，与每 100 枚 GOLDTX 的交易价格无关，可用 5 个
GOLDT 来交换必然结局。

5）GOLDTX 流通支援基础设施建立
与 GOLDT 一起构建支持 GOLDTX 流通的基础设施。为了方便交易和流通 GOLDTX，在推进数字货币交所
上市的同时，通过“GOLDT 专业交易所”将以 P2P 方式支持 GOLDTX 交易。为了方便使用 GOLDTX 发行
“GOLDTX 币钱包功能专用卡和移动应用程序”，GOLDTX COIN“具备认证支付功能的专用终端机”将在
需要的任何地方安装，以便支持 GOLDTX 币顺利使用和流通。

2. GOLDTX 区块链 (GTXB)
“GOLDTX 区块链 (GTXB)”不是由“GOLDT 区块链 (GTCB)”的主链或子链构成，而是由独立的单独的区
块链构成。
即便如此，在 GOLDTX 与 GOLDT 进行相互交换交易的情况时，通过 GTCB 系统平台最终确定交换交易关系，
相关的数据将在 GTCB 与 GTXB 区块链生成并保存。因此，对于与 GOLDT 相关的交易，将在 GTXB 平台进
行数据联动运营。

1) GTXB 功能
“GTXB”作为系统主链，执行 GTXB 数字货币 GOLDTX 交易管理智能合同和控制其他各种账户等多重功能。
特别是 “GTXB”起到生成 “GOLDTX”最初发行和之后与 Coin 交易及 GOLDT 交换等有关的所有数据区
块链生成记录并保管的作用区块链。
① GOLDTX 交易管理
GOLDTX 共发行 55 亿枚，总量不变。GTXB 开设同时发行，按照即定的方针，分配到初期多数 Coin 账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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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的扩张会生成更多的 Coin 账户。还有 55 亿个 Coin 钱包中，为应对丢失或遗忘等现象，追加发行
5 亿个预备 Coin 账户。完成 lock up 后如发生追加流通原因，将按相应的数量附加流通。
初期 GTXB 是以太坊为基础的 ERC 20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 20)的采用 Dapp 方式开发，直
至为 GOLDTX Coin 自行开发主网时为止运营。
完成 GTXB 主网开发，将之前生成的区块移到主网后，在 1 秒以或更短的时间内生成记录 GOLDTX 交易数
据的区块，目标是形成主链 GTXB。
在此过程中,将开发从 GOLDT 发行主体以 GOLDT 交换支付的 GOLDTX,将其数量从全部 GOLDTX 发行数量
中扣除后进行销毁处理。
GOLDTX 交易明细被记录在交易总账兼公共账簿的区块中，以分布式存储在网络的各个节点中从而保障交易
数据的安全。
主链的 GOLDTX 交易管理独立，所有的 GOLDTX 最终在主链 GTXB 完成交易并且记录在案，仅以 GTXB 的
节点存储的区块内容即可实现 GOLDTX 的交易协商与验证。
② 智能合约
GTXB 的帐号由一般的 COIN 帐号和存储额外智能合同程序的智能合同帐号两种组成。其中智能合同账户在
交易形式符合智能合同账户条件时,可顺利签订并履行相应的合同内容。
符合条件可签订合约并履行其内容后,将记录合同的交易数据，记录相应账户中预存的储数据，记录有关当前
区块状态的数据等，生成新的区块。根据情况变数可及时修改。GTXB 系统具有编辑智能合约的特性，支持
整个 GTXB 平台运营，实现更广泛的应用范围扩展。
③ 其他功能
此外 GTXB 还可以执行以下功能。
-去中心化信用评价系统：通过节点对账户的交易行为评价。
-去中心化匿名交系统:实现匿名交易。
- 投票系统
-多种货币交易：多种链之间的交易中，可自动转换彼此的价值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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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TXB 的的协议运算法则
GTXB 初期根据以太坊的 ERC 20 (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 20)构建数字货币 GOLDTX 也以 ERC
20 为基础发行。因此协议算法也指向 PoS (Proof of Stake, 权益证明)但在以太坊完全转换成 PoS 之前为止，
以 PoW (Proof of Work, 工作证明)协议运算法则为基础，对区块形成协议和确认。PoS 是一种分布式的协
议方式，可称为是比特币的 PoW 方式的升级版本。
但是，目前 PoS 正处于从 PoW 转换 POS 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 PoS。因此 GTXB 的协议运算法则在
初期遵循以太坊为基础的 ERC 20 协议运算法则，GTXB 的数字货币 GOLDTX 也是以 ERC 20 为基础的
Dapp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 脱离中心化智能应用化程序）制作的数字货币。
之后我们将开发独创的 GTXB 系统主网，将之前生成的所有区块数据账号移到新建立的主网，正式运营
GOLDTX 服务。
新开发的 GTXB 系统主网协议运算法则将考虑快捷交易层面，采用 DPoS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 股份
委托证明)方式。
DPoS 是 Bitshares, BTS,Steem，EOS 采用的协定协议，不是所有节点区块形成的协议方式，而是只有一定
数量的“证人节点”由所有持有 COIN 者投票选出的（股权委托）只有那些“证人节点”协议形成的区块方
式。因此也有指责称,该制度违背了积木链所向往的"去中心化"原则。
尽管如此其最大优势是区块形成协议的节点为少数处理速度快，因为同一形成的数据区块的是少数节点，因
此不超过 1 秒能够创建一个或多个区块。根据投票过程中的承诺①重新分配因投票（委托）式 coin 而产生
的一定比例的采矿补偿。②其优点是，通过投票(委托)coin，可以免除汇款(汇款)手续费(手续费减免公约)。
作为协议运算法则，之所以采用 DPoS 的原因是因为 GOLDTX 作为代替实物黄金的 GOLDT 辅助数字货币，
在所有交易中最先考虑的是快速交易。进而通过 DPoS 可防止不必要计算机资源的滥用。
GTXB 采用了高效率和经济性价值，而不是“同理中央化”的理念。
GTXB 选择了高效率和经济性价值，而不是“同理中央化”的理念。GTXB 协议运算法则 DPoS 协议算法
DPOS 的详细开发将同时采用 Sharding，Off Chain，多重证人节点组合构成等综合方法，通过推进，实现
最快速区块生成，同时解决节点之间在协议过程中可能提出的中脱离中央化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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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TXB的区块结构
GTXB 系统中，包括 GOLDTX 交易在内的所有数据的总账都记录在区块中，逐一连接，形成链，存储在分布
多数的节点中。GTXB 的区块数据具有透明度，安全性，脱离中心分散化，不可逆性，可跟踪性和不可伪造
等结构性特征。
GTXB 区块存储的每笔交易记录中都包括拥有一个记录式信息的页眉 Header，以下信息被记录在区块中。
- 区块的容量和每小时的记录(timestamp)
- 区块标签
- 区块生成账户 ID 和密码
- 全部区块标签和哈希值
- 区块记录交易和比特费用中数字货币数(Cryptocurrency)
- 区块中包含的交易信息
- 区块 Payload 长度和 Payload Hash 价格
- 区块的生成签字

4) 节点(Bite)费用分配
节点费用交易开始是节点支付给记账节点的费用，用于交易过程中宽带网络以及区块链形成后节点的使用费
用。在这个过程中记账节点可以设定最低费用。开始交易的节点可以设定最高费用，在满足双方的所有条件
同时，交易成功并输入区块链。
节点费用是驱动区块链运营的原动力，记账节点为获得节点费用，进行区块计算和协议验证。开始交易节点
coin 交易，智能合约等必须支付交易所需的全部节点附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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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TXB 平台
GTXB 平台将按照 GOLDTX 业务的拓展及发展阶段，分三个阶段进行拓展和构建。

1.基础构建阶段：GTXB 生态界全部的基础平台构建
⭕COIN

账户和智能合约构成

- COIN 钱包，使用者 DB,管理等和系统全部智能合约构造设计及开发
- GVC 专业交易所和为联动运营逻辑及人机交互装置开发

2.开发阶段：以 GOLTX 作为结算手段的各种服务结算逻辑及模块开发
⭕ 使用者履历管理，配送管理，安心交易管理等为增加信赖性的追加各种

模块开发
⭕ COIN

账户及为智能合约账户的联动运营的节点设计和完成人机交互装

置开发

3.应用阶段：扩张追加各种便利系统及扩充强化信赖性装置
⭕GOLTX

专用卡/应用程序及认证结算终端机开发运用

⭕提高专用卡/终端机的功能和安全性能，提高

GVX 流通的可信度

【图 11】分阶段 GTXB 平台构建
第一阶段 (基础构筑阶段)：为管理数字货币 GOLDTX 交易的 coin 账户科，开设与 GOLDTX 交易相关的智能
合约账户，开发相应的 coin 钱包，管理工具，用户 DB 等平台运营基础。以此同时，为支持 GOLDT 的交换
交易，开发“GOLDT 专业交易所”联动运营的逻辑和界面开发。
第二阶段 (发展阶段) : 开发使用 GOLDTX 的各种结算服务所需的结算逻辑和模块，同时开发追加用户履历管
理，配送管理，开发并增加安心交易管理等加强信赖性模块，完成将它们与 coin 账户及智能合约账户联动运
营的节点设计和界面开发。
第三阶段 (应用阶段) : 通过开发 GOLDTX 专用卡及专用应用程序和认证/结算专用终端机，通过推广将扩充
支持 GOLDTX 的简便使用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和便利系统，提升专用卡/终端机的功能和安全防护，提高
GOLDTX 流通的信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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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OLDT 和 GOLDTX coin 生态系统及联动结构
1. GOLDT 和 GOLDTX coin 生态系统及联动结构
GOLDT 的大生态系统由
1) GTCB, 2) GOLDT, 3) GOLDT 购买者, 4) GOLDT 发行依据：矿山, 5) GOLDT 相关黄金储备机构及黄金交
换窗口，6) GOLDT 专业交易所，7) UDAX 所属数字货币交易所, 8)GTCB 子链, 9)黄金博物馆， 10）
GOLDT 认证/结算专用卡(手机应用程序) 及认证/结算用 단终端机, 10) 伦敦黄金交易所等形成。
并且 GOLDTX 的生态系统由
1) GTXB, 2) GOLDTX, 3) GOLDTX 持有者, 4) GOLDTX 数字货币交易所, 5) GOLDT 专业交易所 (与 GOLDT
的交换), 6) MCN 及黄金博物馆, 7) GOLDT 认证/结算专用卡(手机应用程序) 及认证/结算用 단终端机) 等形
成。
.另外，在网络方面 GOLDT 和 GOLDTX coin 生态系统通过互联网连接，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的多数主要节
点和子节点，分别通过 GTCB 和 GTXB 主要节点进行联动运营，在这个过程中有关 GOLDT 和 GOLDTX 所有
交易数据都分别生成分别并保存在 GTCB 和 GTXB 上。

GTCB
（平台）GOLDT 账号，认证/结算系统
有关黄金储备机构
及交换窗口
GOLDT 与
实物黄金交换
UDAX

储备黄金
GOLDT 发行证据矿山
GOLDT 交易所

定价 GOLDT

购买/销售
GOLDT

交换 GOLDT

GOLDT 购买者/持有者

GTX 数字货币交易所
购买/销售 GVX

黄金观赏石竞拍

GOLDTX 持有者

黄金交易所
GTCB 子链

伦敦黄金交易所

各种结算
GTXB

黄金博物馆/MCN

【图 12】GOLDT 和 GOLDTX COIN 系统生态系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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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化

2. GTCB 和子链还有和 GTXB 的联动构造
GTCB 和 GTCB 子链系统如 [图 13]所示，由各区块链和主链的平台以及子链的 Back-end 网络服务器组成，
通过指定的节点相互联动。
子链系统的所有交易信息均按照事先设定的数据格式在子链的节点上生成区块记录，同时通过指定的节点向
主链 GTCB 传送信息在主链 GTCB 的节点生成并存储 GOLDT 区块记录。

节点

节点

节点

GTCB
GTCB 平台
节点

节点

节点

网络
节点

节点

GOLDT 专业交易所

GTCB 子链（黄金观赏石竞拍）

节点

节点

网络服务 Back-end 服务器
节点
节点
节点

节点

GTXB
节点

节点

网络
黄金博物馆

GOLDT 购买及持有者

GOLDTX 交易所

GOLDTX 持有者

[图 13] GTCB 和子链还有 GOLDTXB coin 的系统联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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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TCB 和 GTXB 系统的联动相关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各主节点数据分户账，各主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易透明。
第二，各主节点下面都连接着子节点，所有的节点都能实时连接到网上。
第三，主节点只能在现有的节点之间达成协议时增加。
第四，对账簿及其记录的检查需要收手续费，手续费 GTCB 使用 GOLDT 缴纳, GTXB 는使用 GOLDTX 缴纳。
第五，用户可以直接将 GOLDT 和 GOLDTX coin 作为结算工具，用于黄金观赏石拍卖及黄金博物馆主题的各
项应用服务。

VI. GOLDT 及 GOLDTX coin 事业概要
1. 扩大选矿设施及扩充冶炼设施
选矿设施是将开采的矿石进行破碎后，对矿井进行精矿分类作业的设施。
目前作为 GOLDT 发行依据的珍山矿山的主坑道位于忠南锦山郡锦山珍山面（株）
，主要选矿设施位于忠北堤
川市水山面金丰矿区，开采的矿石运输需要承担大量的时间和运输费用，这将导致黄金生产成本上升，进而
导致盈利减弱。
因此，在正式开发珍山矿山之前，计划在位于珍山矿山主坑道前方约 1500 坪土地上另设建设每日处理容量
为 100 吨的选矿设施。另外在位于忠北堤川的金丰矿山地区的冶炼设施也计划最佳引进使用最新技术的冶炼
设备进行扩建。

2. 黄金观赏石拍卖项目及黄金博物馆
黄金观赏石包括一定数量的黄金，同时是指具有艺术性的金矿物宝石原石，换句话说，将带着在珍山矿山开
采的黄金观赏石，以全世界人为对象，通过 On-Offline 定期进行拍卖。
黄金首席拍卖和相关联的 GOLDT，金矿开采的黄金观赏石的展示，可体验各种与黄金相关体验，计划将打
折销售的广进加工品空间设立在黄金博物馆。
GOLDT 黄金博物馆包括黄金观赏石在内，与实际开采的黄金矿山连接起来，与黄金观赏石一起展示出艺术
作品，不仅具备适合全家享受高科技 AV 娱乐设施，还具有优惠价格购买黄金产品的世界独特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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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OLDTX 基金会设立运营
GOLDTX 发行量的 15%即 7 亿 5 千万枚，分配到 GOLDTX 项目中发挥具有核心力量的集团合作，以财团形
态成立“GOLDTX 基金会” 并运营。基金会的主要职能如下。
- 发掘有潜力的信息及 MCN 相关投资
- 黄金博物馆相关事业的发掘及投资
- 发掘有潜力的技术项目及事业化
- 区块链相关创业投资
- 创业支援中心运营等
GOLDTX 基金会在基金会参与人员中另成立“GOLDTX 基金会运营委员会”以按照协议制决策运作为原则必
要时由基金会另行成立创业投资公司或资产运营公司。

VII. GOLDT 和 GOLDTX COIN 运用计划
1. GOLDT
GOLDT 总发行量为 12 亿枚,由此产生的黄金的存量最终将达到 10 吨的规模。
GOLDT 总发行量为 12 亿枚,由此产生的黄金的存量最终将达到 10 吨的规模。
根据 10 吨黄金的储备量，增加发行 20%的原因是，在 GOLDT 钱包等发生丢失或黑客侵入或因被
盗损失时，为销毁处理并代替发行相应的 GOLDT 将追加发行 20%的储备金。与 GOLDT 以 1:1 的
对等搭配的认证及保证书均附编号，可销毁或代替签发，未发生相应原因时额外发行部分不可销售
或流通。
发行后 1 年内仅销售 2 亿枚 GOLDT，此后与 GOLDT 销售及流通和黄金储备相关的计划【图 4】以年度为单
位销售 GOLDT 及黄金储备计划。
但考虑到 GOLDT 是黄金观赏石中标价的结算手段，黄金观赏石的预期中标价格总和与以年度为单位 GOLDT
销售及流通量进行比较后，判断 GOLDT 销售量可在部分数量范围内做适当的调整。
GOLDT 是与实务黄金国家行情联动的流通数字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不同，没有单独的分配计划，连形成子
链所需的 GOLDT 也将以黄金观赏石拍卖的手续费来计算支付在子链上。
而且 GTCB 和子链都采用公共区块链技术方式开发运营，严格禁止外部第三方挖掘连接节点，不会因外部的
挖掘而补偿支付 GOL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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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LDTX
GOLDTX 原则上发行数量是 GOLDT 发行数量的 5 倍,即 50 亿枚。但考虑到中间流通过程中遗失和丢失的数
量,追加 10%的发行数量共计 55 亿枚在开设 GTXB 系统的同时全部一次性发行。但追加发行数量为 5 亿枚包
含在发行主体的预备 COIN 账户中，装入 lock up 后在发生追加流通事由时按照相应数量追加流通。
GOLDTX 是由公共区块链技术方式开发的 GTXB 发行。而且 GOLDTX COIN 每 10 枚与实务黄金联动的
GOLDT 可按 0.5 枚比率进行交换，从这一点来看 GOLDT 可以保值。结果是为外界第三方的开采节点接受运
营，将带来 GOLDT 实物黄金储备增加负担可能会威胁到 GOLD 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因此，我们将切断外部第三方采掘 GOLDTX 的节点，运营自体节点，防止外部采掘的 GOLDTX
GOLDTX 发行后的运营计划如下

[表 5] GOLDTX COIN 运营计划
区别

数量(百万，枚)

比率

5,500

110%

500

10%

5,000

100%

第 1 次 GOLDT 营销计划

100

2%

第 2 次 GOLDT 营销宣传

100

2%

第 1 轮促销

800

16%

第 2 轮促销

500

10%

GTXB 系统开发投资

100

2%

1,500

30%

GOLDTX 基金会

750

15%

伙伴团队

900

18%

企划及 Advisor 集团

250

5%

5,000

100%

总发行量
储备量
实际发行与流通数量

ICO 及交易所销售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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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f Exemption from liability
This document contains "GOLDTCOIN (GOLDT)" and "GOLDTX". It is designed to describe the busines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may be supplemented without notice. In particular, it does not include
any form of purchase recommendation or purchase related views regarding GOLDT, which is an
encryption money, and it does not include any essential or formal contents of any contract or terms
related to the purchase.
Regarding the GOLDT project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understand the
various types of risks that this project has, among other things, and all future investment or purchase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is project are deemed to have been carried out after fully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zing the risks of this project. Therefore, it is clear that all investments or GOLDT acquisi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project are subject to and accepted by the investor or buyer at their own risk. As a
result, GOLDT Business Subject wishes to inform you that there is no involvement, intervention or
liability in any direct or indirect gains or losses that may arise as a result of any third party investment
in this business or GOLDT.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the scope of exemption for GOLDT business entitie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GOLDT transaction price increases or falls may occur independent of predictions depending on the
crypto- currency market situ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GOLDT business entity.
2) GOLDT holding itself as an encryption currency does not represent any ownership or interest in this
business. As a result, GOLDT does not authorize its holders to operate, manage or control this business.
3) GOLDT may be at risk in various forms, such as lost or stolen in the possession.
4) GOLDT is an encryption currency that can be subject to regulation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if any country applies regulations that are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o tolerate for this project, the
holder of GOLDT or GOLDT may be affected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r intensity of the
regulation by each country.
If you hav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s business and the potential risk
factors of the crypto-currency GOLDT, we recommend that you refrain from purchasing or trading
GOLDT, and that you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your participation in investing in this projec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project may fail regardless of the will of the business entity due to national
regulations, market demands, technical factors, or natural disasters. <Applied by GOLDT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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