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币体系的功能价值及构架运作模式解析之二 

——G币体系的内涵、构架模式及愿景目标 

作者：Gcoin 

大家翘首以盼的 G币系统很快就要正式上线运营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G币体系的

功能价值和它的构架与运作模式，本人根据郭先生过往的直播内容，尝试性地对 G币体系进

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总结和分析，希望对大家理解未来的 G币体系及其应用与投资有所帮助。 

一、G币体系的内涵是什么？ 

1、G币体系是有信誉的、安全的、保值增值的、有实物依托的三币系统。 

“将它变成为一个全世界除主权国家货币之外的，一个具有锚定金本位的，一个可流通

的，包括 Block Chain区块链货币和虚拟网虚拟货币，和事实主权货币同等权利的有备付的

货币，这叫 G币。”——4月 27日。 

“解決今天货币超发，纸币沒有锚定，人们花钱比挣钱都难，只有一个，锚定真正的金

本位还有必須是所有人的最高信用度。信用货币和加密安全的货币和锚定货币连在一起。G

币的未来，他在一个個跑道上，要有法律，要有道德，不挑战任何主权国家的利益，和货币

安全。绝对也不会成为洗钱的货币！所以法律和道德都会有。但是它是由我们爆料革命的战

友，一个大家都是老板的情況下，成立了一个兜里可摸得着得，不是区块链你摸不著的，金

币，可以拿过來电脑手机可以支付，可以买东西，把实物拿回來的。然后，你会看到，这个

货币到任何国家会受人尊重。而不是像什么比特币啊，叫人怀疑，好像只要拥有比特币就是

洗钱的一样，就是暗网用的一样，不是这样。我们是要受人尊重的，可相信的，可换实物的，

可买东西的，可以有艺术美感的，这样虚实结合的稳定型货币。我称之为绝对信任加主权，

啥叫主权，叫拥有者主权的绝对性型货币。一定会打破所有的规则。”——5月 2日郭先生

直播 

2、G币体系是 G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G商圈的血脉。 

 



G币体系是可交易可交换的区域内的货币。在G商圈中的G-Fashion、GTV、G-News、G-Mall

等领域使用和流通。G币体系是 G商圈的金融血脉和纽带。GTV 打赏、G-News打赏、G-Mall

和 G-Fashion购物、G-Pay支付、G-Club的人使用 G币可以打折等。 

3、G币体系将是喜马拉雅联储的核心 

 

“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这些机会连在一起的时候，当 G-Coin、G-Dollar上市以

后，我们就可以，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 5家银行，我们要并购或参股。基本上，现在

进行了大部分了，希望完成喜马拉雅系统，就是喜联储能给我们所有的战友的投资者完成了

一个最核心的、我们独立的金融圈，金融生态。可以给G-TV，可以给G-Club，可以给G-Fashion，

可以给买 G-Dollar的人融资。融什么资，G-Dollar、G-Coin。”——6月 20日直播 

（1）参考“美联储”主要功能与构成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为美联储，负责履行美国的

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 1913年 12

月 23日成立的。美联储的核心管理机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系统由位于华盛

顿特区的联邦储备委员会 7人和 12家分布全国主要城市的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组成。作

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从美国国会获得权力，行使制定货币政策和对美国金融机构进行

监管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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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币体系将是“喜马拉雅联储”制造和发行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功能体现 

G币体系将是喜联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喜联储在非黄金本位下制造货币功能的重

要体现。G币体系里的基础数字币、虚拟货币、实体币将成为区域乃至全球流通的重要国际

货币。 

4、G币体系将是新中国联邦经济的基石。 

 

“不要把新中国联邦和 G系列任何情况连在一起。新中国联邦就是一个我们的希望、我

们的精神、我们的追求目标，在这些国家没承认之前，跟 G系列没有任何的关系。G系列是

一个 Donors、是个捐助者、支持者，比如说新中国联邦永远永远不会参与到 G系列的商业

运行，也不可能让你合法参与商业运行。当然 G系列你只能是支持新中国联邦，之前在新中

国联邦成立的机构、聘请的部长，现在都是我来捐、G系列来捐。我来借钱捐，没让你们任

何人拿钱。” 

“没人能挡得住 GTV，Gfashion，Gclub，Gcoin,Gdollar是新中国联邦的建国基础。老

天不灭中国人呐，给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呀；老天让我们提前建设好这些，都是天意

呀。......新中国联邦得到这些国家政府机构认可的时候、和国家承认的时候，是未来得到

认可后的准国家政权，他的财产来源、资金——像 G系列捐助，像我们的法治基金、法制社

会这样的完全不盈利机构的支持。”——6月 28日直播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公开市场购入美国政府债

券的利息收入。（2）外汇投资的收入。（3）向各种存款机构、 商业银行贷款获得的利息

收入。（4）向存款机构、商业银行提供服务收取的报酬（比如为它们提供的支票结算，资

金周转，自动化票据交易所等服务。在支付会员银行股息以后，联邦储备系统须将余下的收

入上缴美国财政部，这大约占了全部联邦储备银行净收入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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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联邦经济来源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其中包括法制基金和法制社会的捐款、全球非

盈利机构的捐赠、全球各喜马拉雅农场盈利后的捐赠和 G系列商业实体的捐赠，参考美联储

将大部分盈利上缴给美国政府的模板，未来的喜联储也将会对新中国联邦给予极大的经济支

持。 

5、G币体系中的虚拟币（Gcoin）将是虚拟货币市场的核心商品。 

“G-Dollar就是 G币大概 8月底、9月初就开始卖了全面运行，上市交易。所以说大家

记住，到 G-Coin、G-Dollar、都上市一定时间以后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圈，就是 G-TV的股东

就可以未来，还有 G-Fashion 的、G-Club会员可以拿自己的这些资产到 G-Coin、G-Dollar、

去融资，融资以后你可以继续买，继续参加股票的投资，这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金融

圈。”——7月 5日直播 

6、G币体系中的虚拟币、基础数字币是未来打造的自身虚拟货币、基础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的重要组成部分。   

“Gcoin、Gdollar需要什么你知道吗？全世界货币交易市场比货币本身就值钱。你一

旦拥有一个虚拟货币或电子货币的一个交易市场。......我们的货币不但有实物消费生态，

更夸张的是它还能成为交易市场。......咱有自己的交易市场，这交易市场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一个国家的权利。”——8月 28日直播 

G币体系将包含虚拟货币、基础数字货币两种网络货币，这两种货币将分别是 G币体系

打造的虚拟货币和基础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G币体系构架模式 

1、虚拟货币和基础数字货币相结合 

“将它变成为一个全世界除主权国家货币之外的，一个具有锚定金本位的，一个可流通

的，包括 Block Chain区块链货币和虚拟网虚拟货币，和事实主权货币同等权利的有备付的

货币，这叫 G币。”——4月 27日直播 

“那么只要你开账号，这个钱马上就自动生成稳定币 G-Dollar，虚拟币 G-Coin。你就

可以用 G-Coin在商店里面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是按照当时的汇价，当时的价格来买的。

那么你说你现在想买稳定币 G-Dollar，它是跟美元挂钩的，G-Dollar一美元对应的是跟

G-Dollar挂钩的；G-Coin是跟黄金，金本位挂钩的，跟黄金的价格金币挂钩的。”——6

月 20日直播 

未来的 G币体系将由基础数字币和虚拟币两大系统组成。基础数字币为稳定货币，1个

对应 1美元；而虚拟货币的价格则是跟随市场的需求不断波动的。虚拟币和基础数字币可以

在交易平台上相互转换和交易。 



2、实体币和网络电子货币相结合 

“今天你高兴，我从我儿子那转到我闺女那，我一会我从我闺女那转到我孙子那，从我

孙子那转到我爷爷那，你爱转往哪转哪，随便转。但是你说我不想转了，我想把金币拿回来

放我家，最大的一个一万美元甚至十万美元一个金币。到哪去都是值。为什么？我们这个十

万金币你可以再去兑换回美金，那是兑换方式。......你想想那啥感觉？一见面一握手，我

噻，手里 10万金币，啥也没发生啊，搁兜里了。早就在脑子里面呐。多着呢！”——4月 29

日直播 

“把黄金变成 G币——变成 G币可以流通，是不是？因为区块链我在全世界以

G-Fashion的名义，最起码，我想买啥我买啥。不行我直接就可以换成小的金币了，一块儿

一块儿的，是吧？可以从一块钱到一百万的，我可以揣兜里，我到哪我去换去，甚至我可以

换成美金——达到这个目的，就是让它能流通。——5月 9日直 

3、公币、母币哪个是实物币，哪个是数字币？ 

“我们喜马拉雅，我们的 G-Dollar、G-Coin、公币、母币，我们未来成立的这个组织

上，给他最高的工资和薪水，让他们监督我們。”——5月 17日直播 

 

阴阳是可以具象化、也可以抽象化。 阴阳是一种哲学观、世界观、方法论，它可以是

一种思维模式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也可以是一种宇宙的规律，同时也可以看成是组成世界的

本源。河图洛书的黑白点、先后天八卦的阳爻和阴爻都是上古中国传统阴阳观的体现。二进

制就受到八卦的启发，计算也是利用二级制的 1和 0的数字串，组成虚拟的网络世界。万物

可分阴阳，阴阳又无限可分，而且阴阳是相对的。精（物质）、气（能量）、神（精神意识）

三个层面都可以分阴阳。那么，我们可以归纳出“实”可以认为是“阳”、“虚”可以认为

是“阴”。而对于公币和母币，“公币”代表“阳”、“母币”代表“阴”。那么可以推论

出“公币”是实体的、具象的实物币。“母币”是虚拟的、抽象的网络数字币。 

4、G币体系中是基础数字币分公币、母币，还是虚拟币分公币、母币？ 

虚拟货币需要经过严格的 KYC认证。如果假设 G币体系里的虚拟币可以换成实体币，这

一方案是否可行？人们是否可以把实体币和他人进行交易和赠送给他人？ 



第一，因为拿到实体币的人，无法获取虚拟币持有人的私人信息，因此无法获得这些财富。 

第二，因为虚拟币的流通需要记账，而且是对所有持有虚拟币的人进行记账。那么这个虚拟

币是不可能通过实体币凭空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手里的。 

第三、实物币是有固定的面值的，而虚拟币的价格是不停地在变化的。 

第四、虚拟币的产生就是适应网络世界、摆脱实体限制而产生的。 

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出，G币体系中的虚拟币不能分公币、母币，只有 G币体系的基础

数字币才可以对应实物币。那么 G币体系的基本构架就可以分析出来了，构架模型图如下： 

 
5、G币体系里的基础数字币的命名 

  

“我们要成为世界主权国家之外的金融系統发行的 G币，我们也叫喜马拉雅币。”

——4月 28日直播 

“所以说 G币，还有喜马拉雅币，我们叫一个新词，第一次在这爆料啊！叫 Himalaya 

Reserves。我们叫喜马拉雅储备，从来没说过，今天第一次说。”——5月 9日直播 

“接下来 G-Fashion、G-Coin、G-Dollar，我们简称叫喜币，喜元，就是 H-Dollar、

H-Coin，就叫喜币和喜元。会成为世界上最牛的货币，大家记住。”——7月 22日直播 

从郭文贵先生历次直播透露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喜马拉雅基础数字货币的名字

就是喜元，而基础数字货币对应的实体币叫喜币。因此，G币体系的整体框架就逐渐清晰了，

构架图如下： 

 

（1）G币（Gcoin）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另外那个 G币，大家想大家知道那个共济会帮助我特别多特别多。更重要的是 God、

Good ，是吧，上天、好的，Go还有“去”，还有“金子”，还有 good“好的”意思，好多 G

有关的......G是排在英文字母 A、B、C、D、E、F、G，也排第七，天意！——5月 15日直

播 

我们可以总结出，Gcoin的 G的含义中，有 God、Good、Gold、Glad、Glory、Great、

Global、Goal、Grow等多重美好深远的意义。 

（2）H-Coin、H-dollar中“H”的含义： 

Himalaya：梵语：hima alaya，意为“雪域”，藏语意为“雪的故乡”。是世界上最高

最大最雄伟的山脉，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爆料革命的目标也定义为：实现喜马拉雅目标

——即实现法制、民主、自由新中国。因此，喜马拉雅寓意深远，圣洁、雄伟、广袤、厚重、

坚毅、崇高、追求理想等多重含义。作为以后即将发行的基础数字货币的名称，再恰当不过。 

（3）喜元、喜币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Hdollar、Hcoin简称喜元、喜币，“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喜庆的意思。

“喜”，会意字，从壴，从口。“喜”的甲骨文从壴，从口。“壴”为“鼓”的本字，为一

面大鼓悬在木架子上，下有底座；“口”表示发声，是人类思想意识的外在体现，亦可表现

于话语、行为。 

 

“喜”的甲骨文字形表现了人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鼓声、呼声响彻云霄的场面。

“喜”从吉，从屮，从口。“吉”为吉利、吉祥；“屮”是草木初生，可引申为普遍；“口”

是发声器官，可引申为言语。“吉”、“屮”、“口”为“喜”，表示人逢喜事普遍要说吉

利话使人喜悦，同时也表明喜悦是一种吉祥、吉利的征兆。若将“喜”视作从“吉”，从

“善”省“羊”，表示做人处事以善为本，必会吉祥、吉利，此也为“喜”也。“吉”有吉

祥、吉庆的意思。吉祥如意、吉庆有余都是喜事。《说文•口部》：“喜，乐也。”本义为

快乐、高兴。有道是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

时。 

（4）喜元的“元”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元：为八卦第一卦“乾”卦的卦辞：“乾，元亨利贞。”之首。《周易》写的《象传》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释随卦卦辞，读“元、亨、利、

贞”，以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正，称为“四德”，赋予道德规范的涵义。唐孔颖

达《周易正义》引《子夏传》说：“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认为乾

卦“四德”意味着阳气始生万物，物生而通顺，能使万物和谐，并且坚固而得其终。因此，

“元”有初始、首先、根源、善吉、广大之意。 

因此“喜元”的称谓寓意为：吉祥如意之物始生，必将发展壮大，创造美好的未来，并

将引领世界进入新的时代和文明。 

三、G币体系的愿景目标 

1、G币体系中虚拟币（Gcoin）的愿景目标 

打造网络世界最被认可的、最安全的、最具价值的、最具信誉的虚拟货币，实现金融领

域去中心化。Gcoin对应的是现实社会的国际储备——黄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打造网络黄

金。具备强大的增值潜力和金融领域去中心化的特殊功能。因此，Gcoin的诞生与发展史将

会是其他虚拟货币的没落史。 

“很多人在问，基本上美国这个国家，他绝对不想让美国公民碰任何的虚拟货币。因为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黄金 2.7亿到 2.8亿盎司，每年印刷的美元，合法的啊！咱不说非法的，

2.7万亿。按照这个算的话，1盎司金子就是 1万美元，现在是 1千 6、1千 7嘛！对不对！

那你看差了多少倍？差了 5倍到 6倍。......那么你买虚拟货币的时候，美国货币就是纸，

全世界的货币都是纸，没有一个金子。其实大家都很傻的，就是你钱不花，哪天就没了，真

的就没了，包括美元。黄金是美国和全世界打压最重要的，就是不让你起来。他怕你起来了，

它就完蛋了，你知道吗？这是个全人类上荒唐的大骗局。”——6月 9日直播 

 

2、G币体系里基础数字币喜元（Hdollar）的目的： 

（1）喜元（Hdollar）的初、中期愿景目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8%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8%A1%8C%E5%81%A5%EF%BC%8C%E5%90%9B%E5%AD%90%E4%BB%A5%E8%87%AA%E5%BC%BA%E4%B8%8D%E6%81%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A2%96%E8%BE%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A2%96%E8%BE%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BE%B7


打造网络世界主权国家级的国际基础流通数字货币。并配合使用实体币 Hcoin（喜

币），打造虚实结合的喜马拉雅基础货币系统。喜元对应的是现实社会的国际流通货币

——美元，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网络美元。主打支付和跨境汇款功能。 

“未来会在 G-News、G-Fashion上使用，然后从区域性的货币，变成区块链加密货币。

现在还是靠银行支付，未来有我们的支付方式，现在不便透露。G-Pay然后从区块链变成某

个领域比如时装，消费领域像亚马逊，像阿里巴巴，我们有自己支付的整个信用支付，行业

支付，最后变成全世界的流通货币。”——5月 4日直播 

“如何将这个 G币，这个系列，运营的更稳定更好，而且一定要合法。而且确实能让新

中国联邦的爆料革命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后呢让西方世界看到我们守法，科技稳定，

安全的基础上。毋庸置疑的，我非常坚信，就像灭共一样。G-Coin、G-Dollar将成为世界

上，最稳定的，最可信的国家主权级的流行货币和储备货币”——8月 29日直播 

（2）喜元（Hdollar）的远期愿景目标 

保证喜元稳定的购买力，实现保值、增值功能，挤压世界货币超发带来的泡沫经济和通

货膨胀，制约美元霸权，保护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价值，维护世界金融秩序。 

“我觉得上线开始，它会有一段稳定期。等到稳定期后，我觉得它就飞速的上涨，它一

定会成为全球巨大有争议的，经过这个波动期全世界都傻眼害怕的时候，“你挑战我主权货

币的时候”，最后大家认可之后，很多主权国家就会来买了。他一定会来买的，没有选择

的。”——6月 9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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