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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期待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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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内涵，本人根据郭先生以往的直播内容，尝试性地对 G币体系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总结

和多角度的分析，希望对大家了解未来的 G币体系有所帮助。 

一、G币体系的功能和价值 

1、促进新闻、情报市场的发展。使新闻、信息领域摆脱财团和金钱的垄断、让新闻信

息市场去中心化，让新闻信息恢复到快捷、真实的本质，捍卫新闻的自由。  

（1）搭建正义的信息媒体平台  

“我说 GTV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信仰、理想、正义、财富、放在一起的一個正道主义媒

体平台。G-News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门戶网站谁都挡不住这个趋势。 所以我们要挣干

干净净的钱，打造一個媒体上的真正的监督平台，监督著中国真正的下一个沒有共产党的新

政府，真正的和世界文明国家对接。”——4月 3日郭先生直播 

（2）构建合法、安全、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盈利机制和模式。 

“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弄明白G-TV、G-News未来它的价值和意义，G-TV上和G-News

上是要所有战友未来挣钱、挣未来、挣安全、挣智慧、挣整个人的尊严的、挣事业的一个平

台”——4月 18日直播 

“咱们再有这么一个 G 币！大家要看我三年前的直播，......我告诉他未来我们成功

后，我们要在媒体上，我们要有三块，第一块，金融系统，还有信息情报市场，它现在最重

要的是打赏，未来在我们这个 G-News，某社交媒体上，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作用，它是一

个生命的血液的循环机。......YouTube、推特、Facebook 靠广告生存，微信靠啥生存？包

括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的蚂蚁金服和腾讯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这是他核心的，然后是视

频。但是记住，最核心的价值是他们都没做到，打赏功能。摆脱广告费。这就叫情报信息市

场，也叫新闻市场。......所以新闻媒体现在靠广告费的生存时代和记者们只拿工资的时代，

这就造成一个叫做均资化的不公平，也就说这个人冒不了头，我做的再好，我付出再多风险

我只能拿到这个平均化的工资最高，他有天花板。那我凭什么冒险？那我就保持了最低这块

不被干掉，这就没有良知，这就没有真相，甚至被蓝金黄。这叫真相、新闻自由的垄断。但

是我们这个平台，现在就彻底给你改变，任何一个人你都有冲破天花板的机会，任何一个人



你都可能创造历史，任何一个人都能捍卫新闻的自由。那靠什么？——G币。”——4月 27

日直播 

2、形成区域性的流通货币。成为 G 商圈体系的流通货币，广泛应用于 Gfashion、GTV、    

Gnews、Gmall、Gclub、Gpay、Gmusic、Gbank等 G系列平台。 

 

“G-Fashion是唯一一个跟货币，稳定货币，黄金、美元、各种货币连勾的大平台。就

像我那个大船，我要上岸得有一个小船去摆渡到岸上去，全世界 Bitcoin 还有 Blockchain

所有这些货币，没有让你靠岸的地方，就不能到处实消费去。我们就要学到中国人的聪明，

微信牛啊！它把互联网变成了一个金融系统，马云太牛了！变成了蚂蚁金服，变成了大的融

资系统，太牛了。我们现在要比他更牛，我要把它变成黄金储备，稳定货币，而且是全球化

的。”——8月 9日直播 

3、从 G商圈的区域性流通货币发展成为全球流通货币。 

 

“第二步走完后是什么，全世界流通！从区域性的打赏性货币，情报市场支付，到积累

价值，接下来走向某些领域，通过 G-Fashion，G-News，进入到全世界某些领域流通。 第

三步，这些都是计划，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啊。”——4月 27日直播 

“G-Fashion变成一个聪明者的发财平台，和聪明者的金融平台。再一个就把人类上的

金时代、纸币时代、信用卡时代，也就是去中心化、变成虚拟稳定币时代，这就是我们想的！

谢谢！”——8月 15日直播 

4、CCP 倒台前后金融安全的港湾，可以保值增值，成为中国人的雅典娜盒子。同时也是隔

空取钱的手段之一，“隔空取钱”前提是基于信誉与法律。 

下面介绍一下郭先生“隔空取钱”的几种方式： 



（1）通过打赏 G币、预售的 Gdollar将民众合法的钱从墙内转移出来、从海外汇集起来。 

 

“未來的喜马拉雅币 G币能让美国、中国的企业多少人把钱转出來。我说你真聪明啊，

但是呢，这取決於一个人的智商和你的姻缘，你的德行和你造化。”——4月 27日 

“当然了，在某些国家甚至我们可以开辟分店，我们有可靠的战友接受现金，这是合法

的呀。你拎一包子，你拎十包子现金我都可以接收，对吧。我们接受现金，什么当地货币我

们都接受，按当日价去算。所以咱们真正金融系统绝对是区块链躲避共产党的追踪和打击，

信息绝对保密。”——4月 29日 

（2）对汇款过程中被蓝金黄银行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责，通过法律手段对相关银行进

行索赔。如：华美银行、Stripe 公司非法退款；VOG投资、农场借贷项目资金被冻结、退款；

购买 Gclub会员后，美国银行账户余额被冻结、清空等违法违规行为。 

（3）使用 Rico法案对盗国贼海外资产进行查封 

“川普玫瑰园的讲话，最核心的，他明确地表示要向中共索赔这次冠状病毒，就是 C C 

P病毒对美国人造成死亡及伤害。战友们这可是大事儿啊。爆料革命我们最盼望的是什么？

美国官方灭共，官方灭共这才是以美灭共的所有的核心目的。以美灭共，他这个宣布意味着

什么？我向你索赔，你赔不赔？你不赔，我走法律程序。我在美国有什么权利？在美国包括

没收你的投资美国国债的资产，家族的房子，洛杉矶、旧金山的房子、纽约的房子，算不算

呢？......大家都明白的，这个官方的宣传川普总统想再回去是不可能的。不可逆转的开启

了美国国家对中共 C C P病毒的索赔。索赔第一步，法律查封、没收、追责。”——4月 28

日直播 

“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新中国联邦被一个一个国家给认可合法性；接下来新中国联邦会代

表着中国人民在海外合法的与西方合作，建立属于中国人的有法治信仰自由的政府。我们的

兄弟姐妹们，将成立新中国新的管理者。我们不参与国家的政治，但这些兄弟姐妹们有能力

又愿意，他们就会和西方一起合作，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包括接管在西方的非法财富，还

给中国人民。”——7月 27日直播 



*什么是 RICO？ 

     

    RICO 是美国 1970 年国会通过的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的缩写。日本有人将这一法案译为“1970 年组织犯罪取缔法”或直 译为“犯罪组织的

浸透、腐败组织规制法”。中国内地偶尔会在介绍美国打击黑社会的文章中提及该法案，并

将其翻译为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反欺诈与合谋法”或“诈骗、操纵和贿

赂组织法”，有的干脆将其简译为“反黑法”。 

但 RICO法案本身却对 Racketeering Activity做了广义的解释，除了敲诈勒索外，另

外 50 多项联邦法律所规定的谋杀、绑架、诈骗、抢劫、纵火、高利贷、非法赌博、行贿受

贿等诸多犯罪行为都被纳入其中。因此，在翻译 RICO法案名称时，应体现的要点在于 “有

组织的犯罪”、“腐败”和“组织”。笔者倾向于概括性地将该法案译为“反有组织犯罪及

腐化组织法”。 

（4）对中华民国国债的追索。 

“现在美国人（将）中共欠美国的国债要卖给咱，咱要买回来，啥感受战友们，把它放

到我们 GTV、G-Fashion、G-Coin、G-Dollar，啥也不用想了。Ｇ-Coin、G-Dollar未来有这

个国债 60、70%，作为一个压舱石，有锚定。”——7月 5日直播 

 

近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相继推出议案，呼吁美国向北京收回 108 年前，

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发行的近 2 万亿美元债券的“百年老账”。其内容是呼吁中国政府偿还

超过 1.6 万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包括拖欠美国主权债务持有者的利息。决议案中所提到的中

国政府发行的债券，是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以黄金作为后盾于 1912 年发行的债券。国

民政府在 1949 年因为内战败退到了台湾，对于收回这笔“百年老账”是否有法理依据，有

金融专家和活动人士认为，主权债务的追溯期永远不会失效。 

美国田纳西州的比安科（Jonna Bianco）于 2001 年发起成立的“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

会”（American Bondholder Foundation）据称全权代表美国数千名该债券持有人的 95%。

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 1987 年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协议，向英国支付了 2350



万英镑。当时，撒切尔要求中国偿还英国人持有的债券，否则不同意中国进入英国的资本市

场。 

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发起人比安科认为，中国通过与英国人结算，而不与美国人结算

债务的行为，等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义务，并把自己置于选择性主权违约地位。她说：“对

主权债务国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要美国奉行

“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按照国际法继任国政府应对其前任政府的债务负责。 

（5）定性 CCP 政府为非法政府，美国将目前 CCP 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转移至合法政府 

 

“直接针对共产党——把它列为非法政权，直接针对共产党——把它所有海外的资产全部

查封。我现在告诉他们，我可以把 1949、2020 的国债——2 万亿美元的国债，我说我买

50%。原来我可以买 30%，现在要买 50%、70%我都可以买。我新中国联邦买，我把这个

国债买回来。哎..他们很感兴趣。我说我买了，只有新中国联邦未来有权利代表中国人民跟

你讨论这个国债的事，但是你得把这个流氓政权给我赶出去。你把这个流氓政权给赶出去灭

掉，我们就可以跟你谈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没人跟你谈。你扯呢这是，你那是白纸。”

——7 月 4 日直播 

美国国债（U.S.Treasury Securities），是指美国财政部代表联邦政府发行的国家公债。

由于自从发行以来，美国政府忠实地严格地执行了“按月付息”和“到期还本”的承诺，这

个债券在全世界有极高的信用。在投资界，它是收益较高，最稳定、可靠的，可以互相倒卖

的一种产品（其他产品如股票、基金都有较高风险；银行存款利息太低，并且有银行倒闭的

风险）。美国的债券受到大家的青睐，原因除了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外，还有两个字

——信用。中国的持有美国国债在 2020年 8月 1日达 1,068,000.000百万美元，相较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的 1,073,400.000 百万美元有所下降。 

5、解决世界货币超发危机 ，制约美元霸权，打造最有信誉、最有价值、最安全的国际基础

数字货币体系。保护个人剩余价值，实现货币保值、增值的目的。 

“那么，再说到我们这儿 G 币的时候，战友们，G 币要成为世界上，现在连美元都没有，

美元就是信用货币啊， 没了就没了，纸就纸，咋的？你告诉我，世界有一种货币让你能信

任的？美元？英镑？瑞元？法郎？日元？港币？人民币？坦桑尼亚币？你告诉我。既能流通，

还能让你兑现，永远没有！最快的兑现，最快的可以拿到黄金，最快的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未来在全世界只有 G 币，这是我们的计划。千万你别当真的啊，真的就需要你们和我努力

啊。”——4 月 27 日直播 

“所以说战友们，咱们的喜马拉雅，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第三力量，那早着呢。你们告诉我，

世界上有一种货币可以让你今天放心它有升值空间，或者说有期望的升值空间，有吗？找一

个出来。你不被贬值已经不错了，甭想升值，能找一个？说白了就是国家主权下的大家洗钱

的方式，或者印钱的方式，没有一种货币是。只有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中国老

百姓钱放哪安全？我绝不相信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说你回去以后钱就安全了，那货币就稳

定了，我绝不相信！只有一个全世界流通，让中国老百姓觉得放在那安全的货币，而且是国

际化的才可能，这就是我们 G 币的目标。而且我们绝不搞纸张的，不搞纸张的。”——4
月 29 日直播 

“美元、港币、人民币、欧元、日币、瑞元、英镑将实行大调整。金子你别想了，它不会高

到你想象。现在金子的实际价格就是 1 万美元 1 盎司，全人类公开的 2 万 8 千盎司，美元 2
万 7 千亿，它就是 1 万美元 1 盎司。美国人现在不让你搞金本位，因为他付不起啊，大家

都在印钞，都在乱搞 QE，印钞票就是 QE，就是骗人，就是印钞票嘛。但是黄金涨了，美

元就完了，所有世界的货币全是纸，都是假的，日元都是假的，就是政府信用。这就是为什

么不让黄金涨，你涨了大家全完蛋。但是这一天早晚得来的、早晚得来，只是它是在你我有

生之年，还是老年、还是中年、还是明年、还是明天而已。但是港币彻底嗝屁了。”

——6 月 20 日直播 

“个共产党和共产党带来的威权主义、独裁主义、黑客、CCP 病毒、蓝金黄，这是一个巨

大的危机。第二个威胁，全人类都面临着一个货币的超级、超度、过度印发，QE、M2，咱

们叫 M2，就是印刷的，超级印刷太多了。美国法定美元 2.7 万亿，黄金 2.6 万亿盎司，全

球按照这个，黄金应该在 1 万美元到 1 万 2 千美元一盎司。现在是 2000 美元，美国实际上

印刷的美元，在市场流通的超过百倍。欧元大量兑水，QE。全世界由于银行金融所谓的叫

做防洗钱控制，那是放狗屁的，就是他全世界在搞了一个假的货币的梦。......欧元为啥瞬间

崩盘？欧元内部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还有新加入的几个小国，纯粹的都是胡扯的事。入

不敷出啊！完全靠借贷过日子。一旦哪个政客出来搞一下子，立马完蛋了。所以说未来瑞士

瑞郎和英镑还可靠。日元你不要看，这日元是完全不玄乎的。......你想想你看到 G-Club 的

时候，马上 G-Fashion 同时就上线了，然后 G-Coin、G-Dollar，G-Coin、G-Dollar 上线以

后震惊世界。就回答我刚才开始今天直播说的, 我们将把全世界货币上最大的危机, 人类上

面临的共产党最大的危机和同时的货币危机, 我们能做到解决它, 让全世界的人安全地、有

信用地、公平地享受自己的生产力和自己的货币。而且我们要让全世界人民看到, 我们是

去中心化, 没有任何政治操作的, 最安全的、实用的、多功能性的，方便、安全、隐私保密

的货币系统。”——8 月 7 日 

（1）基础数字币喜元（Hdollar）初、中期的功能与愿景 

“同时能保证大家货币、货物、智慧、劳动力、生产力，可以自由交换，快速交换，减少剥

削环节，保护你的剩余价值。这不都有了么是吧，这是基础。”——8 月 16 日直播 



 

基础数字币喜元和美元直接挂钩，以 1:1 的比例进行兑换。它将以优质的信誉合法融入

国际货币和金融市场，主打快捷支付、低价全球汇兑业务。运营自身的 G-Pay、G-Bank、
G-Exchange 等业务。在保证使用者节省费用的同时，基础数字币自身也获得巨大的市场盈

利。 

（2）数字稳定币喜元（Hdollar）长期的功能与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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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马拉雅基础数字货币将打造锚定一篮子国际流通货币的、低通胀的、有购买力的、全

球流通的基础数字货币。解决全球货币超发危机、挤压泡沫经济、抑制通货膨胀、抵御个人

财富被稀释，实现保值增值、保护劳动者剩余价值、平衡和制约美元霸权、维护世界金融秩

序的功能。 

随着 1971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灭，美元确立了国际货币霸权的地位。全球以美元作

为主要国际流通货币、放弃金本位的过程本质就是“劣币驱良币”（格雷欣现象）的过程。

而喜马拉雅基础数字币将会逐步成为全球广泛接受的国际流通货币，并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

货币，它平衡和制约美元霸权过程的本质就是在自由货币流通市场中“良币驱劣币”（反格

雷欣现象）的体现。 

6、具有虚拟货币的安全性、隐蔽性、快捷性。可打破银行对货币和金融的垄断，完成金融

领域去中心化的使命。 



“去中心化就是去掉银行，去掉那些中间商，我们就是其中最核心的。Facebook 没有

锚定金本位，它也没有这个能力，它也没有这个想法。你看它的白皮书第二次修改稿，我又

看了一遍啊。它没有任何情怀，没有任何，只是给你，说白了，躲避美国监管，美元监管系

统，或者中共监管系统，不就是储蓄功能吗？就是一个简单支付逃避功能吗？......想把区块

链去中心化,不就是去银行行化嗎,不就是去政府监管化嗎？对不对？我們要的是合法的可

相信的,可兑换的，有锚定的,传统加现代加密的去中心化的货币。......信用货币和加密安全

的货币和锚定货币连在一起。”——4 月 29 日直播 

虚拟货币由于存在交易的非面对面与匿名性、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注资方式的多样性、

获取现金的可能性、服务的分割性、交易的快捷性与不可撤销性、识别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

难度非常大，交易模式复杂，很容易沦为洗钱的工具。可以说，因为具有去中心化和分布式

记账、匿名性等特征，躲过监管、跨境转移资产是虚拟货币的天然属性，可能也是比特币为

代表的虚拟货币诞生的初衷。目前市场上的虚拟货币没有国家支撑、没有信用支撑、缺乏法

律监管、最终将是昙花一现，甚至是庞氏骗局。 

因此，虚拟货币（Gcoin）所要打造的是全球最具信誉、最安全的、最有升值空间的、

最被认可的虚拟货币。在打造网络版黄金的同时，完成金融流通领域的去中心化使命。 

7、通过货币体系的附加应用和下游产业，积聚大量的财富。 

“我们把市场应用给做好，这个太重要了。这一千万个家庭未来都用咱的 G-Coin、
G-Dollar，然后用这个各种外汇可以用，变成了手机支付。绝对不是 5 万亿，也不是共产党

12 万亿美元，这个全人类的半壁江山是我们的，半壁江山！你给我数数，中国和美国加在

一起，什么都是全世界老大，可以忽视掉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忽视它。中国和美国的市

场和人力资源和金融和任何加在一起，可以忽视掉一切。一个美国是多少华人啊？上千万，

一个欧洲，这个五百万中国人用你这个系统，你是值多少钱呐？如果五百万都用你这个支付

系统，你值多少钱呐？甭说台湾、香港，甭说全世界这海外一亿人口。”——8 月 8 日直播 

“中国的所有的盈利，绝大多数是靠什么？是靠支付。什么叫互联网科技呀？一个是创新，

就是科技，是吧；第二是应用，是吧。这个应用是到市场上普遍性应用，人家 YouTube、
人家谷歌、人家这些应用就是做的非常好。中国就是抄人家的嘛！是吧！包括推特应用。多

少人想干掉 Twitter？没有办法做到，人家应用做得最好的，应用。第三个是什么？收入，

美国全是广告。中国是干了什么？中国完全是金融化。美国市场的 6 万亿美元，是它整个

的市值，它没有什么附加产品。中国的将近，咱就是说 3 万亿美元，这个互联网，它诞生

的蚂蚁金服，它诞生的微信视频，它诞生的百度所谓的一系列事业，包括马云云数据，你知

道他总市值是多少钱吗？......它加在一起就 3 万亿的互联网的市值，它诞生了 9 万亿美元。

所以中共这个很可怕的 12 万亿美元。......全世界最会玩钱的，最会控制市场的，共产党天

下第一。美国人都在靠广告，那个小扎克伯格，为啥呀他要搞这个 Libra？他发现这个收入

不行，他羡慕马云，他羡慕腾讯。你加一起你跟人家比没法比啦！一个蚂蚁金服上市就是上

万亿，那是肯定的，那个市场大了去了。利润值，美国的利润值百分比是 1.5，中共的是

15，就我一块钱我能拿 15 块钱回来，美国是 1.5，你咋跟人家比呀！”——8 月 9 日直播 



“全人类的金融系统是从西方开始的，但是一定在西方结束。现在中国已告诉你答案了。一

个不到 3 万亿美元的互联网市场，能生产出 12 万亿美元的互联网的 GDP。一个人类上的

GDP 的发源地，全西方整个世界 28 亿人的地方，硅谷和全美国 6 万亿互联网市场，他才

不到 10 万亿美元，你玩啥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微信支付和阿里巴巴钱包。那么我们未来的

G-Club、还有 G-Coin、G-Dollar 是什么 Libra，就那个什么 Facebook、还有所有的，是它

们的和。因为英国、美国必须面对互联网，人类从过去的传统金到纸币，从纸币到信用卡，

现在必须要面对就是虚拟货币——就是网络货币，这我们是第一茬啊。......只要第一次

KYG——真实身份验证完之后，我横通全世界呀！”——8 月 15 日直播 

（1）跨国汇款业务的手续费收入 

其他国家货币与具备国家主权性质的基础数字货币喜元（Hdollar）兑换后，进行跨国汇款

的手续费收入。　 

（2）支付功能产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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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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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打造自身货币市场中巨量交易的产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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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ollar,  G-Coin、G-Dollar 需要什么你知道吗？可是咱这个不是，咱自己

有交易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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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虚拟币交易市场中交易产生的手续费 

例如：比特币，以太坊和莱特币等数字货币都需要有与发送每笔交易相对应的网络矿工

费用。数据网站 bitinfocharts.com 显示，6 月 22 日比特币的平均手续费为每笔交易 1.14 美

元。以太坊（ETH）网络费用显示，当天的平均手续费为每笔交易 0.62 美元左右。2020
年 6 月 22 日的比特币（BTC）平均交易（txn）费用为每 txn 1.13 美元。以太坊（ETH）平

均每笔交易为 0.62 美元。 

②数字货币交易市场中的国际外汇兑换业务产生的手续费 

在每笔外汇交易时，由货币买入和卖出之间的点差产生的手续费。手续费的点差就是将

每笔交易收取的手续费换算成点差。不论交易何种货币,都将手续费换算成为该货币的点差。

点差在本质上是买入价与卖盘价之间的差额。外汇交易商在网上使用外汇交易时产生的点差

来获取利润，外汇交易商提供给你的服务是收费的。交易商的宗旨就是低价买高价卖，这样，

卖出的价格永远都高于买入的价格。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B0%E5%85%A5%E4%BB%B7/7171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6%E6%B1%87%E4%BA%A4%E6%98%93%E5%95%86


③虚拟货币和数字货币、实体币和数字币的相互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手续费。 

“我们这个有两种，一个叫 stable 币——G-Dollar 。 G-Dollar 啥概念啊？我把钱放在

这儿，我随时我分分钟我在手机里拿，“啪”就转走，美金，这是我一对一的美金。我现在

想把它变成 G-Coin，“呱”我就给给它手机一按，直接到了 G-Coin 去了。G-Coin 你可以

交易,但 G-Coin 你再回来，对不起了，你得市场交易，你不能再回来了。就是说有可能涨了，

有可能降了，那你得卖掉，有人给你钱再回来，再回到 G-Dollar 来。”——8 月 28 日直播 

“我们未来一定会做金币，从 1 美分、1 美元、2 美元、5 美元、50 美元、100 美元、

200 美元、500 美元，一个真金的金币，真金的，最后我们到达 10000 美元一个，10000
美元一个金币，实物，说我今天我买了，我现在我啥不也想买，我把金币拿走，你拿走，你

就立马贴现，但是对不起你得付费用，也得赚钱，就这么简单。”——4 月 29 日直播 

我们可以看出，G 币体系里的虚拟币（Gcoin）和基础数字币（Hdollar）之间交易会产

生手续费，而且基础数字币（Hdollar）和基础数字币的实体币（Hcoin）进行交易时，也会

产生手续费。 

（4）提供融资业务产生的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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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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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由 G 币体系构成的银行业进行常规业务的收入 

“所以说今天公布的各种支付方式可以提前预买 G 币，第一段 G 币，我们会第二段的

G 币中的区块链币，然后到 G 币的那个那个两种或者三种币，然后 G 币的系统将形成，然

后我们将开展，我们又有银行了吗是吧！那不就等于银行吗，战友们。”——5 月 5 日直播 

8、虚拟货币 Gcoin 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商品，具备抵押融资功能。 

“然后就是 G-Coin、G-Dollar。大家说没钱了，你傻呀，接下来，你要把这个圈转圆

了，知道了吗？......全世界没有一个货币系统可以贷款的，我们未来可以贷款。所以你 G-TV
股票、G-Club、G-Fashion 股票、G-News 股票、未来的 G-Coin、G-Dollar，你都是可以

交易的嘛，想啥呢？”——7 月 5 日直播 

9、G 币体系可以让 G 商圈投资者进行融资，并可以合理合法避税 

“我要拿这个钱就是融资，我要去到 G-Coin 融资，我到 G-Dollar 融资。那么我这个融

资的结果是什么？钱我照用，我还不用纳税，我的椅子照样在那。这个椅子就是生了金蛋的

椅子了，这个椅子在这块，七哥我借你钱。咱肯定有这个生态系统啊，你又不纳税，你借了



钱就去花。一百年，我借你一百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让你借款 100 年的。......你卖了它,
没椅子你还得交税，你不可能的嘛。那么这就是 G-Coin”——8 月 28 日直播 

10、为新中国联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G 币体系的货币发行属性将成为今后喜马拉雅联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功能之一，它可能

会以两种方式对新中国联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第一，如果 G 币体系（喜联储）是完

全商业化、独立的金融集团，那么它将以捐赠形式支持新中国联邦的发展。第二，如果 G
币体系（喜联储）是相对独立的、行使一定中央银行职责的、与准国家机构有密切联系的、

类似美联储的金融机构，由于它承受了一定的社会职责，因此，在扣除自身机构运营成本和

正常盈利后，有将获利盈余上交准国家机构的义务。 

二、基础数字币（Hdollar）和虚拟币（Gcoin）的获取资格与方式 

 

1、获得基础数字币（喜元、Hdollar）的途径和价格 

12月份将推出苹果 APP，按照 1美元 1个的价格全球在线进行购买。 

2、获取虚拟币（Gcoin）的方式和价格 

（1）苹果打赏 G币和预售 Gdollar的成功购买者可以直接兑换虚拟币（Gcoin）。 

*虚拟币公开上市前的初始定价：0.1美元/个 

*可以购买的数量=打赏 G币/预售 G币实际购买的美元金额×10 

举例：前期购买了 1000美元打赏 G币 

*可兑换的虚拟币数量=1000美元×10=10000个 

（2）GTV椅子的股东、VOG借款项目、各喜马拉雅农场借款项目、Gclub会员的投资者都可

以按照投资金额 2:1的比例数额获得虚拟币的购买资格。并根据可认购的虚拟币数量，按照

0.1美元/个，另外提供认购资金。 

*可认购的虚拟币（Gcoin）数量=以上 4种投资的美元金额×1/2 

*认购价格：0.1美元/个 

*需要准备的认购资金=获准的认购数量×0.1 

举例：农场借款项目投资了 10000美元 

*可认购的虚拟币数量=10000美元×0.5=5000个 

*需要准备的认购资金=获准的认购数量×0.1美元/个=5000×0.1=500（美元） 

（3）未来市场公开自由买卖虚拟币 

*开盘价：1美元/个 

*市场定价：无法预估 



*购买数量=自有资金÷单个虚拟币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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