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 幣體系的功能價值及構架運作模式解析之二 

——G 幣體系的內涵、構架模式及願景目標 

作者：Gcoin 

大家翹首以盼的 G 幣系統很快就要正式上線運營了，為了讓大家更好地瞭解 G 幣體系的

功能價值和它的構架與運作模式，本人根據郭先生過往的直播內容，嘗試性地對 G 幣體系進

行了一個全方位的總結和分析，希望對大家理解未來的 G 幣體系及其應用與投資有所幫助。 

一、G 幣體系的內涵是什麼？ 

1、G 幣體系是有信譽的、安全的、保值增值的、有實物依託的三幣系統。 

“將它變成為一個全世界除主權國家貨幣之外的，一個具有錨定金本位的，一個可流通

的，包括 Block Chain 區塊鏈貨幣和虛擬網虛擬貨幣，和事實主權貨幣同等權利的有備付的

貨幣，這叫 G 幣。”——4 月 27 日。 

“解決今天貨幣超發，紙幣沒有錨定，人們花錢比掙錢都難，只有一個，錨定真正的金

本位還有必須是所有人的最高信用度。信用貨幣和加密安全的貨幣和錨定貨幣連在一起。G

幣的未來，他在一個個跑道上，要有法律，要有道德，不挑戰任何主權國家的利益，和貨幣

安全。絕對也不會成為洗錢的貨幣！所以法律和道德都會有。但是它是由我們爆料革命的戰

友，一個大家都是老闆的情況下，成立了一個兜裡可摸得著得，不是區塊鏈你摸不著的，金

幣，可以拿過來電腦手機可以支付，可以買東西，把實物拿回來的。然後，你會看到，這個

貨幣到任何國家會受人尊重。而不是像什麼比特幣啊，叫人懷疑，好像只要擁有比特幣就是



洗錢的一樣，就是暗網用的一樣，不是這樣。我們是要受人尊重的，可相信的，可換實物的，

可買東西的，可以有藝術美感的，這樣虛實結合的穩定型貨幣。我稱之為絕對信任加主權，

啥叫主權，叫擁有者主權的絕對性型貨幣。一定會打破所有的規則。”——5 月 2 日郭先生

直播 

2、G 幣體系是 G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 G 商圈的血脈。 

 

G幣體系是可交易可交換的區域內的貨幣。在G商圈中的G-Fashion、GTV、G-News、G-Mall

等領域使用和流通。G 幣體系是 G 商圈的金融血脈和紐帶。GTV 打賞、G-News 打賞、G-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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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 幣體系將是喜馬拉雅聯儲的核心 

 

“所以說親愛的兄弟姐妹們。這些機會連在一起的時候，當 G-Coin、G-Dollar 上市以後，

我們就可以，我希望那個時候我們大概有 5 家銀行，我們要並購或參股。基本上，現在進行

了大部分了，希望完成喜馬拉雅系統，就是喜聯儲能給我們所有的戰友的投資者完成了一個



最核心的、我們獨立的金融圈，金融生態。可以給 G-TV，可以給 G-Club，可以給

G-Fashion，可以給買 G-Dollar 的人融資。融什麼資，G-Dollar、G-Coin。”——6 月 20 日

直播 

（1）參考“美聯儲”主要功能與構成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為美聯儲，負責履行美國的

中央銀行的職責。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於 1913 年 12

月 23 日成立的。美聯儲的核心管理機構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系統由位於華盛

頓特區的聯邦儲備委員會 7 人和 12 家分佈全國主要城市的地區性的聯邦儲備銀行組成。作

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從美國國會獲得權力，行使制定貨幣政策和對美國金融機構進行

監管等職責。               

 

（2）G 幣體系將是“喜馬拉雅聯儲”製造和發行貨幣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功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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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幣體系將是喜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是喜聯儲在非黃金本位下製造貨幣功能的重

要體現。G 幣體系裡的基礎數字幣、虛擬貨幣、實體幣將成為區域乃至全球流通的重要國際

貨幣。 

4、G 幣體系將是新中國聯邦經濟的基石。 

 

“不要把新中國聯邦和 G 系列任何情況連在一起。新中國聯邦就是一個我們的希望、我

們的精神、我們的追求目標，在這些國家沒承認之前，跟 G 系列沒有任何的關係。G 系列是

一個 Donors、是個捐助者、支持者，比如說新中國聯邦永遠永遠不會參與到 G 系列的商業

運行，也不可能讓你合法參與商業運行。當然 G 系列你只能是支援新中國聯邦，之前在新中

國聯邦成立的機構、聘請的部長，現在都是我來捐、G 系列來捐。我來借錢捐，沒讓你們任

何人拿錢。” 

“沒人能擋得住 GTV，Gfashion，Gclub，Gcoin,Gdollar 是新中國聯邦的建國基礎。老

天不滅中國人呐，給我們這些人有機會呀；老天讓我們提前建設好這些，都是天意

呀。......新中國聯邦得到這些國家政府機構認可的時候、和國家承認的時候，是未來得到

認可後的准國家政權，他的財產來源、資金——像 G 系列捐助，像我們的法治基金、法制社

會這樣的完全不盈利機構的支援。”——6 月 28 日直播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收入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1）通過公開市場購入美國政府債

券的利息收入。（2）外匯投資的收入。（3）向各種存款機構、 商業銀行貸款獲得的利息

收入。（4）向存款機構、商業銀行提供服務收取的報酬（比如為它們提供的支票結算，資

金周轉，自動化票據交易所等服務。在支付會員銀行股息以後，聯邦儲備系統須將餘下的收

入上繳美國財政部，這大約占了全部聯邦儲備銀行淨收入的 94%。 

 

新中國聯邦經濟來源的途徑是多樣化的，其中包括法制基金和法制社會的捐款、全球非

盈利機構的捐贈、全球各喜馬拉雅農場盈利後的捐贈和 G 系列商業實體的捐贈，參考美聯儲

將大部分盈利上繳給美國政府的範本，未來的喜聯儲也將會對新中國聯邦給予極大的經濟支

援。 

5、G 幣體系中的虛擬幣（Gcoin）將是虛擬貨幣市場的核心商品。 

“G-Dollar 就是 G 幣大概 8 月底、9 月初就開始賣了全面運行，上市交易。所以說大家

記住，到 G-Coin、G-Dollar、都上市一定時間以後我們就形成了一個圈，就是 G-TV 的股東

就可以未來，還有 G-Fashion 的、G-Club 會員可以拿自己的這些資產到 G-Coin、G-Dollar、

去融資，融資以後你可以繼續買，繼續參加股票的投資，這就是我們新中國聯邦的金融

圈。”——7 月 5 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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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 幣體系中的虛擬幣、基礎數字幣是未來打造的自身虛擬貨幣、基礎數位貨幣交易平臺

的重要組成部分。   

“Gcoin、Gdollar 需要什麼你知道嗎？全世界貨幣交易市場比貨幣本身就值錢。你一旦

擁有一個虛擬貨幣或電子錢的一個交易市場。......我們的貨幣不但有實物消費生態，更誇

張的是它還能成為交易市場。......咱有自己的交易市場，這交易市場的價值是什麼？就是

一個國家的權利。”——8 月 28 日直播 

G 幣體系將包含虛擬貨幣、基礎數位貨幣兩種網路貨幣，這兩種貨幣將分別是 G 幣體系

打造的虛擬貨幣和基礎數位貨幣交易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G 幣體系構架模式 

1、虛擬貨幣和基礎數位貨幣相結合 

“將它變成為一個全世界除主權國家貨幣之外的，一個具有錨定金本位的，一個可流通

的，包括 Block Chain 區塊鏈貨幣和虛擬網虛擬貨幣，和事實主權貨幣同等權利的有備付的

貨幣，這叫 G 幣。”——4 月 27 日直播 

“那麼只要你開帳號，這個錢馬上就自動生成穩定幣 G-Dollar，虛擬幣 G-Coin。你就可

以用 G-Coin 在商店裡面買任何東西，買完之後，是按照當時的匯價，當時的價格來買的。

那麼你說你現在想買穩定幣 G-Dollar，它是跟美元掛鉤的，G-Dollar 一美元對應的是跟

G-Dollar 掛鉤的；G-Coin 是跟黃金，金本位掛鉤的，跟黃金的價格金幣掛鉤的。”——6 月

20 日直播 



未來的 G 幣體系將由基礎數位幣和虛擬幣兩大系統組成。基礎數字幣為穩定貨幣，1 個

對應 1 美元；而虛擬貨幣的價格則是跟隨市場的需求不斷波動的。虛擬幣和基礎數位幣可以

在交易平臺上相互轉換和交易。 

2、實體幣和網路電子錢相結合 

“今天你高興，我從我兒子那轉到我閨女那，我一會我從我閨女那轉到我孫子那，從我

孫子那轉到我爺爺那，你愛轉往哪轉哪，隨便轉。但是你說我不想轉了，我想把金幣拿回來

放我家，最大的一個一萬美元甚至十萬美元一個金幣。到哪去都是值。為什麼？我們這個十

萬金幣你可以再去兌換回美金，那是兌換方式。......你想想那啥感覺？一見面一握手，我

噻，手裡 10 萬金幣，啥也沒發生啊，擱兜裡了。早就在腦子裡面呐。多著呢！”——4 月 29

日直播 

“把黃金變成 G 幣——變成 G 幣可以流通，是不是？因為區塊鏈我在全世界以 G-Fashion

的名義，最起碼，我想買啥我買啥。不行我直接就可以換成小的金幣了，一塊兒一塊兒的，

是吧？可以從一塊錢到一百萬的，我可以揣兜裡，我到哪我去換去，甚至我可以換成美

金——達到這個目的，就是讓它能流通。——5 月 9 日直 

3、公幣、母幣哪個是實物幣，哪個是數字幣？ 

“我們喜馬拉雅，我們的 G-Dollar、G-Coin、公幣、母幣，我們未來成立的這個組織上，

給他最高的工資和薪水，讓他們監督我們。”——5 月 17 日直播 



 

陰陽是可以具象化、也可以抽象化。 陰陽是一種哲學觀、世界觀、方法論，它可以是

一種思維模式和分析事物的方法，也可以是一種宇宙的規律，同時也可以看成是組成世界的

本源。河圖洛書的黑白點、先後天八卦的陽爻和陰爻都是上古中國傳統陰陽觀的體現。二進

位就受到八卦的啟發，計算也是利用二級制的 1 和 0 的數位串，組成虛擬的網路世界。萬物

可分陰陽，陰陽又無限可分，而且陰陽是相對的。精（物質）、氣（能量）、神（精神意識）

三個層面都可以分陰陽。那麼，我們可以歸納出“實”可以認為是“陽”、“虛”可以認為是“陰”。

而對於公幣和母幣，“公幣”代表“陽”、“母幣”代表“陰”。那麼可以推論出“公幣”是實體的、具

象的實物幣。“母幣”是虛擬的、抽象的網路數位幣。 

4、G 幣體系中是基礎數字幣分公幣、母幣，還是虛擬幣分公幣、母幣？ 

虛擬貨幣需要經過嚴格的 KYC 認證。如果假設 G 幣體系裡的虛擬幣可以換成實體幣，這

一方案是否可行？人們是否可以把實體幣和他人進行交易和贈送給他人？ 

第一，因為拿到實體幣的人，無法獲取虛擬幣持有人的私人資訊，因此無法獲得這些財富。 

第二，因為虛擬幣的流通需要記帳，而且是對所有持有虛擬幣的人進行記帳。那麼這個虛擬

幣是不可能通過實體幣憑空轉移到另外一個人的手裡的。 

第三、實物幣是有固定的面值的，而虛擬幣的價格是不停地在變化的。 

第四、虛擬幣的產生就是適應網路世界、擺脫實體限制而產生的。 



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出，G 幣體系中的虛擬幣不能分公幣、母幣，只有 G 幣體系的基礎

數位幣才可以對應實物幣。那麼 G 幣體系的基本構架就可以分析出來了，構架模型圖如下： 

 

5、G 幣體系裡的基礎數字幣的命名 

  

“我們要成為世界主權國家之外的金融系統發行的 G 幣，我們也叫喜馬拉雅幣。”——4

月 28 日直播 

“所以說 G 幣，還有喜馬拉雅幣，我們叫一個新詞，第一次在這爆料啊！叫 Himalaya 

Reserves。我們叫喜馬拉雅儲備，從來沒說過，今天第一次說。”——5 月 9 日直播 

“接下來 G-Fashion、G-Coin、G-Dollar，我們簡稱叫喜幣，喜元，就是 H-Dollar、

H-Coin，就叫喜幣和喜元。會成為世界上最牛的貨幣，大家記住。”——7 月 22 日直播 

從郭文貴先生歷次直播透露的細節中，我們可以推斷出，喜馬拉雅基礎數字貨幣的名字

就是喜元，而基礎數位貨幣對應的實體幣叫喜幣。因此，G 幣體系的整體框架就逐漸清晰了，

構架圖如下： 



 

（1）G 幣（Gcoin）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另外那個 G 幣，大家想大家知道那個共濟會幫助我特別多特別多。更重要的是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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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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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總結出，Gcoin 的 G 的含義中，有 God、Good、Gold、Glad、Glory、Great、

Global、Goal、Grow 等多重美好深遠的意義。 

（2）H-Coin、H-dollar 中“H”的含義： 

Himalaya：梵語：hima alaya，意為“雪域”，藏語意為“雪的故鄉”。是世界上最高最大

最雄偉的山脈，位於青藏高原南部。爆料革命的目標也定義為：實現喜馬拉雅目標——即

實現法制、民主、自由新中國。因此，喜馬拉雅寓意深遠，聖潔、雄偉、廣袤、厚重、堅毅、

崇高、追求理想等多重含義。作為以後即將發行的基礎數字貨幣的名稱，再恰當不過。 

（3）喜元、喜幣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Hdollar、Hcoin 簡稱喜元、喜幣，“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喜慶的意思。

“喜”，會意字，從壴，從口。“喜”的甲骨文從壴，從口。“壴”為“鼓”的本字，為一面大鼓懸在

木架子上，下有底座；“口”表示發聲，是人類思想意識的外在體現，亦可表現于話語、行為。 

 

“喜”的甲骨文字形表現了人們敲鑼打鼓，喜氣洋洋，鼓聲、呼聲響徹雲霄的場面。“喜”

從吉，從屮，從口。“吉”為吉利、吉祥；“屮”是草木初生，可引申為普遍；“口”是發聲器官，

可引申為言語。“吉”、“屮”、“口”為“喜”，表示人逢喜事普遍要說吉利話使人喜悅，同時也表

明喜悅是一種吉祥、吉利的徵兆。若將“喜”視作從“吉”，從“善”省“羊”，表示做人處事以善為

本，必會吉祥、吉利，此也為“喜”也。“吉”有吉祥、吉慶的意思。吉祥如意、吉慶有餘都是

喜事。《說文•口部》：“喜，樂也。”本義為快樂、高興。有道是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

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4）喜元的“元”所代表的吉祥寓意 

 

元：為八卦第一卦“乾”卦的卦辭：“乾，元亨利貞。”之首。《周易》寫的《象傳》象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左傳》襄公九年載：穆薑釋隨卦卦辭，讀“元、亨、利、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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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正，稱為“四德”，賦予道德規範的涵義。唐孔穎達《周易

正義》引《子夏傳》說：“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認為乾卦“四德”

意味著陽氣始生萬物，物生而通順，能使萬物和諧，並且堅固而得其終。因此，“元”有初始、

首先、根源、善吉、廣大之意。 

因此“喜元”的稱謂寓意為：吉祥如意之物始生，必將發展壯大，創造美好的未來，並將

引領世界進入新的時代和文明。 

三、G 幣體系的願景目標 

1、G 幣體系中虛擬幣（Gcoin）的願景目標 

打造網路世界最被認可的、最安全的、最具價值的、最具信譽的虛擬貨幣，實現金融領

域去中心化。Gcoin 對應的是現實社會的國際儲備——黃金，可以簡單的理解為打造網路黃

金。具備強大的增值潛力和金融領域去中心化的特殊功能。因此，Gcoin 的誕生與發展史將

會是其他虛擬貨幣的沒落史。 

“很多人在問，基本上美國這個國家，他絕對不想讓美國公民碰任何的虛擬貨幣。因為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的黃金 2.7 億到 2.8 億盎司，每年印刷的美元，合法的啊！咱不說非法的，

2.7 萬億。按照這個算的話，1 盎司金子就是 1 萬美元，現在是 1 千 6、1 千 7 嘛！對不對！

那你看差了多少倍？差了 5 倍到 6 倍。......那麼你買虛擬貨幣的時候，美國貨幣就是紙，

全世界的貨幣都是紙，沒有一個金子。其實大家都很傻的，就是你錢不花，哪天就沒了，真

的就沒了，包括美元。黃金是美國和全世界打壓最重要的，就是不讓你起來。他怕你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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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完蛋了，你知道嗎？這是個全人類上荒唐的大騙局。”——6 月 9 日直播 

 

2、G 幣體系裡基礎數字幣喜元（Hdollar）的目的： 

（1）喜元（Hdollar）的初、中期願景目標 

打造網路世界主權國家級的國際基礎流通數位貨幣。並配合使用實體幣 Hcoin（喜

幣），打造虛實結合的喜馬拉雅基礎貨幣系統。喜元對應的是現實社會的國際流通貨

幣——美元，可以簡單地理解為網路美元。主打支付和跨境匯款功能。 

“未來會在 G-News、G-Fashion 上使用，然後從區域性的貨幣，變成區塊鏈加密貨幣。

現在還是靠銀行支付，未來有我們的支付方式，現在不便透露。G-Pay 然後從區塊鏈變成某

個領域比如時裝，消費領域像亞馬遜，像阿裡巴巴，我們有自己支付的整個信用支付，行業

支付，最後變成全世界的流通貨幣。”——5 月 4 日直播 

“如何將這個 G 幣，這個系列，運營的更穩定更好，而且一定要合法。而且確實能讓新

中國聯邦的爆料革命當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然後呢讓西方世界看到我們守法，科技穩定，

安全的基礎上。毋庸置疑的，我非常堅信，就像滅共一樣。G-Coin、G-Dollar 將成為世界

上，最穩定的，最可信的國家主權級的流行貨幣和儲備貨幣”——8 月 29 日直播 

（2）喜元（Hdollar）的遠期願景目標 

保證喜元穩定的購買力，實現保值、增值功能，擠壓世界貨幣超發帶來的泡沫經濟和通

貨膨脹，制約美元霸權，保護勞動者的剩餘勞動價值，維護世界金融秩序。 



“我覺得上線開始，它會有一段穩定期。等到穩定期後，我覺得它就飛速的上漲，它一

定會成為全球巨大有爭議的，經過這個波動期全世界都傻眼害怕的時候，“你挑戰我主權貨

幣的時候”，最後大家認可之後，很多主權國家就會來買了。他一定會來買的，沒有選擇

的。”——6 月 9 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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