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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期待已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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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富內涵，本人根據郭先生以往的直播內容，嘗試性地對 G 幣體系進行了一個全方位的總結

和多角度的分析，希望對大家瞭解未來的 G 幣體系有所幫助。 

一、G 幣體系的功能和價值 

1、促進新聞、情報市場的發展。使新聞、資訊領域擺脫財團和金錢的壟斷、讓新聞資

訊市場去中心化，讓新聞資訊恢復到快捷、真實的本質，捍衛新聞的自由。  

（1）搭建正義的資訊媒體平臺  

“我說 GTV 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把信仰、理想、正義、財富、放在一起的一個正道主義媒

體平臺。G-News 一定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門戶網站誰都擋不住這個趨勢。 所以我們要掙乾

乾淨淨的錢，打造一個媒體上的真正的監督平臺，監督著中國真正的下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新

政府，真正的和世界文明國家對接。”——4 月 3 日郭先生直播 

（2）構建合法、安全、公平、良性競爭的市場盈利機制和模式。 



“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能弄明白 G-TV、G-News 未來它的價值和意義，G-TV 上和 G-News

上是要所有戰友未來掙錢、掙未來、掙安全、掙智慧、掙整個人的尊嚴的、掙事業的一個平

臺”——4 月 18 日直播 

“咱們再有這麼一個G幣！大家要看我三年前的直播，......我告訴他未來我們成功後，

我們要在媒體上，我們要有三塊，第一塊，金融系統，還有資訊情報市場，它現在最重要的

是打賞，未來在我們這個 G-News，某社交媒體上，大家沒有意識到這個作用，它是一個生

命的血液的迴圈機。......YouTube、推特、Facebook 靠廣告生存，微信靠啥生存？包括阿

裡巴巴，阿裡巴巴的螞蟻金服和騰訊的網上支付，手機支付，這是他核心的，然後是視頻。

但是記住，最核心的價值是他們都沒做到，打賞功能。擺脫廣告費。這就叫情報資訊市場，

也叫新聞市場。......所以新聞媒體現在靠廣告費的生存時代和記者們只拿工資的時代，這

就造成一個叫做均資化的不公平，也就說這個人冒不了頭，我做的再好，我付出再多風險我

只能拿到這個平均化的工資最高，他有天花板。那我憑什麼冒險？那我就保持了最低這塊不

被幹掉，這就沒有良知，這就沒有真相，甚至被藍金黃。這叫真相、新聞自由的壟斷。但是

我們這個平臺，現在就徹底給你改變，任何一個人你都有衝破天花板的機會，任何一個人你

都可能創造歷史，任何一個人都能捍衛新聞的自由。那靠什麼？——G 幣。”——4 月 27 日

直播 

2、形成區域性的流通貨幣。成為 G 商圈體系的流通貨幣，廣泛應用於 Gfashion、G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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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ashion 是唯一一個跟貨幣，穩定貨幣，黃金、美元、各種貨幣連勾的大平臺。就

像我那個大船，我要上岸得有一個小船去擺渡到岸上去，全世界 Bitcoin 還有 Blockchain

所有這些貨幣，沒有讓你靠岸的地方，就不能到處實消費去。我們就要學到中國人的聰明，

微信牛啊！它把互聯網變成了一個金融系統，馬雲太牛了！變成了螞蟻金服，變成了大的融

資系統，太牛了。我們現在要比他更牛，我要把它變成黃金儲備，穩定貨幣，而且是全球化

的。”——8 月 9 日直播 

3、從 G 商圈的區域性流通貨幣發展成為全球流通貨幣。 

 

“第二步走完後是什麼，全世界流通！從區域性的打賞性貨幣，情報市場支付，到積累

價值，接下來走向某些領域，通過 G-Fashion，G-News，進入到全世界某些領域流通。 第

三步，這些都是計畫，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啊。”——4 月 27 日直播 



“G-Fashion 變成一個聰明者的發財平臺，和聰明者的金融平臺。再一個就把人類上的

金時代、紙幣時代、信用卡時代，也就是去中心化、變成虛擬穩定幣時代，這就是我們想的！

謝謝！”——8 月 15 日直播 

4、CCP 倒臺前後金融安全的港灣，可以保值增值，成為中國人的雅典娜盒子。同時也是隔

空取錢的手段之一，“隔空取錢”前提是基於信譽與法律。 

下面介紹一下郭先生“隔空取錢”的幾種方式： 

（1）通過打賞 G 幣、預售的 Gdollar 將民眾合法的錢從牆內轉移出來、從海外彙集起來。 

 

“未來的喜馬拉雅幣 G 幣能讓美國、中國的企業多少人把錢轉出來。我說你真聰明啊，

但是呢，這取決於一個人的智商和你的姻緣，你的德行和你造化。”——4 月 27 日 

“當然了，在某些國家甚至我們可以開闢分店，我們有可靠的戰友接受現金，這是合法

的呀。你拎一包子，你拎十包子現金我都可以接收，對吧。我們接受現金，什麼當地貨幣我

們都接受，按當日價去算。所以咱們真正金融系統絕對是區塊鏈躲避共產黨的追蹤和打擊，

資訊絕對保密。”——4 月 29 日 



（2）對匯款過程中被藍金黃銀行的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追責，通過法律手段對相關銀行進

行索賠。如：華美銀行、Stripe 公司非法退款；VOG 投資、農場借貸項目資金被凍結、退款；

購買 Gclub 會員後，美國銀行帳戶餘額被凍結、清空等違法違規行為。 

（3）使用 Rico 法案對盜國賊海外資產進行查封 

“川普玫瑰園的講話，最核心的，他明確地表示要向中共索賠這次冠狀病毒，就是 C C 

P 病毒對美國人造成死亡及傷害。戰友們這可是大事兒啊。爆料革命我們最盼望的是什麼？

美國官方滅共，官方滅共這才是以美滅共的所有的核心目的。以美滅共，他這個宣佈意味著

什麼？我向你索賠，你賠不賠？你不賠，我走法律程式。我在美國有什麼權利？在美國包括

沒收你的投資美國國債的資產，家族的房子，洛杉磯、三藩市的房子、紐約的房子，算不算

呢？......大家都明白的，這個官方的宣傳川普總統想再回去是不可能的。不可逆轉的開啟

了美國國家對中共 C C P 病毒的索賠。索賠第一步，法律查封、沒收、追責。”——4 月 28

日直播 

“接下來你們會看到新中國聯邦被一個一個國家給認可合法性；接下來新中國聯邦會代

表著中國人民在海外合法的與西方合作，建立屬於中國人的有法治信仰自由的政府。我們的

兄弟姐妹們，將成立新中國新的管理者。我們不參與國家的政治，但這些兄弟姐妹們有能力

又願意，他們就會和西方一起合作，參與到新中國的建設。包括接管在西方的非法財富，還

給中國人民。”——7 月 27 日直播 

*什麼是 RICO？ 

     

    RICO 是美國 1970 年國會通過的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的縮寫。日本有人將這一法案譯為“1970 年組織犯罪取締法”或直 譯為“犯罪組織的浸透、

腐敗組織規制法”。中國內地偶爾會在介紹美國打擊黑社會的文章中提及該法案，並將其翻

譯為美國“反犯罪組織侵蝕合法組織法”、“反欺詐與合謀法”或“詐騙、操縱和賄賂組織法”，有

的乾脆將其簡譯為“反黑法”。 

但 RICO 法案本身卻對 Racketeering Activity 做了廣義的解釋，除了敲詐勒索外，另

外 50 多項聯邦法律所規定的謀殺、綁架、詐騙、搶劫、縱火、高利貸、非法賭博、行賄受

賄等諸多犯罪行為都被納入其中。因此，在翻譯 RICO 法案名稱時，應體現的要點在於 “有

組織的犯罪”、“腐敗”和“組織”。筆者傾向于概括性地將該法案譯為“反有組織犯罪及腐化組織

法”。 

（4）對中華民國國債的追索。 

“現在美國人（將）中共欠美國的國債要賣給咱，咱要買回來，啥感受戰友們，把它放

到我們 GTV、G-Fashion、G-Coin、G-Dollar，啥也不用想了。Ｇ-Coin、G-Dollar 未來有這

個國債 60、70%，作為一個壓艙石，有錨定。”——7 月 5 日直播 

 



近期，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共和黨議員相繼推出議案，呼籲美國向北京收回 108 年前，

時任中華民國政府發行的近 2 萬億美元債券的“百年老賬”。其內容是呼籲中國政府償還超過

1.6 萬億美元的債務，其中包括拖欠美國主權債務持有者的利息。決議案中所提到的中國政

府發行的債券，是由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以黃金作為後盾于 1912 年發行的債券。國民政

府在 1949 年因為內戰敗退到了臺灣，對於收回這筆“百年老賬”是否有法理依據，有金融專

家和活動人士認為，主權債務的追溯期永遠不會失效。 

美國田納西州的比安科（Jonna Bianco）於 2001 年發起成立的“美國債券持有人基金

會”（American Bondholder Foundation）據稱全權代表美國數千名該債券持有人的 95%。

中國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 1987 年與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達成協議，向英國支付了 2350

萬英鎊。當時，柴契爾要求中國償還英國人持有的債券，否則不同意中國進入英國的資本市

場。 

美國債券持有人基金會發起人比安科認為，中國通過與英國人結算，而不與美國人結算

債務的行為，等於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義務，並把自己置於選擇性主權違約地位。她說：“對

主權債務國來說，這是最糟糕的地位。” 有學者認為，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要美國奉行“一

個中國”的政策，而按照國際法繼任國政府應對其前任政府的債務負責。 

（5）定性 CCP 政府為非法政府，美國將目前 CCP 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轉移至合法政府 



 

“直接針對共產黨——把它列為非法政權，直接針對共產黨——把它所有海外的資產全部查

封。我現在告訴他們，我可以把 1949、2020 的國債——2 萬億美元的國債，我說我買

50%。原來我可以買 30%，現在要買 50%、70%我都可以買。我新中國聯邦買，我把這個

國債買回來。哎..他們很感興趣。我說我買了，只有新中國聯邦未來有權利代表中國人民跟

你討論這個國債的事，但是你得把這個流氓政權給我趕出去。你把這個流氓政權給趕出去滅

掉，我們就可以跟你談這個問題，否則的話沒人跟你談。你扯呢這是，你那是白

紙。”——7 月 4 日直播 

美國國債（U.S.Treasury Securities），是指美國財政部代表聯邦政府發行的國家公債。

由於自從發行以來，美國政府忠實地嚴格地執行了“按月付息”和“到期還本”的承諾，這個債

券在全世界有極高的信用。在投資界，它是收益較高，最穩定、可靠的，可以互相倒賣的一

種產品（其他產品如股票、基金都有較高風險；銀行存款利息太低，並且有銀行倒閉的風

險）。美國的債券受到大家的青睞，原因除了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以外，還有兩個

字——信用。中國的持有美國國債在 2020 年 8 月 1 日達 1,068,000.000 百萬美元，相較於

2020 年 7 月 1 日的 1,073,400.000 百萬美元有所下降。 

5、解決世界貨幣超發危機 ，制約美元霸權，打造最有信譽、最有價值、最安全的國際基礎

數字貨幣體系。保護個人剩餘價值，實現貨幣保值、增值的目的。 



“那麼，再說到我們這兒 G 幣的時候，戰友們，G 幣要成為世界上，現在連美元都沒有，美

元就是信用貨幣啊， 沒了就沒了，紙就紙，咋的？你告訴我，世界有一種貨幣讓你能信任

的？美元？英鎊？瑞元？法郎？日元？港幣？人民幣？坦尚尼亞幣？你告訴我。既能流通，

還能讓你兌現，永遠沒有！最快的兌現，最快的可以拿到黃金，最快的可以在全世界流通。 

未來在全世界只有 G 幣，這是我們的計畫。千萬你別當真的啊，真的就需要你們和我努力

啊。”——4 月 27 日直播 

“所以說戰友們，咱們的喜馬拉雅，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第三力量，那早著呢。你們告訴我，

世界上有一種貨幣可以讓你今天放心它有升值空間，或者說有期望的升值空間，有嗎？找一

個出來。你不被貶值已經不錯了，甭想升值，能找一個？說白了就是國家主權下的大家洗錢

的方式，或者印錢的方式，沒有一種貨幣是。只有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中國老

百姓錢放哪安全？我絕不相信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說你回去以後錢就安全了，那貨幣就穩

定了，我絕不相信！只有一個全世界流通，讓中國老百姓覺得放在那安全的貨幣，而且是國

際化的才可能，這就是我們 G 幣的目標。而且我們絕不搞紙張的，不搞紙張的。”——4 月

29 日直播 

“美元、港幣、人民幣、歐元、日幣、瑞元、英鎊將實行大調整。金子你別想了，它不會高

到你想像。現在金子的實際價格就是 1 萬美元 1 盎司，全人類公開的 2 萬 8 千盎司，美元 2

萬 7 千億，它就是 1 萬美元 1 盎司。美國人現在不讓你搞金本位，因為他付不起啊，大家

都在印鈔，都在亂搞 QE，印鈔票就是 QE，就是騙人，就是印鈔票嘛。但是黃金漲了，美

元就完了，所有世界的貨幣全是紙，都是假的，日元都是假的，就是政府信用。這就是為什

麼不讓黃金漲，你漲了大家全完蛋。但是這一天早晚得來的、早晚得來，只是它是在你我有



生之年，還是老年、還是中年、還是明年、還是明天而已。但是港幣徹底嗝屁了。”——6

月 20 日直播 

“個共產黨和共產黨帶來的威權主義、獨裁主義、駭客、CCP 病毒、藍金黃，這是一個巨大

的危機。第二個威脅，全人類都面臨著一個貨幣的超級、超度、過度印發，QE、M2，咱們

叫 M2，就是印刷的，超級印刷太多了。美國法定美元 2.7 萬億，黃金 2.6 萬億盎司，全球

按照這個，黃金應該在 1 萬美元到 1 萬 2 千美元一盎司。現在是 2000 美元，美國實際上印

刷的美元，在市場流通的超過百倍。歐元大量兌水，QE。全世界由於銀行金融所謂的叫做

防洗錢控制，那是放狗屁的，就是他全世界在搞了一個假的貨幣的夢。......歐元為啥瞬間崩

盤？歐元內部的義大利、希臘、西班牙還有新加入的幾個小國，純粹的都是胡扯的事。入不

敷出啊！完全靠借貸過日子。一旦哪個政客出來搞一下子，立馬完蛋了。所以說未來瑞士瑞

郎和英鎊還可靠。日元你不要看，這日元是完全不玄乎的。......你想想你看到 G-Club 的時

候，馬上 G-Fashion 同時就上線了，然後 G-Coin、G-Dollar，G-Coin、G-Dollar 上線以後

震驚世界。就回答我剛才開始今天直播說的, 我們將把全世界貨幣上最大的危機, 人類上面

臨的共產黨最大的危機和同時的貨幣危機, 我們能做到解決它, 讓全世界的人安全地、有信

用地、公平地享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自己的貨幣。而且我們要讓全世界人民看到, 我們是去

中心化, 沒有任何政治操作的, 最安全的、實用的、多功能性的，方便、安全、隱私保密的

貨幣系統。”——8 月 7 日 

（1）基礎數位幣喜元（Hdollar）初、中期的功能與願景 

“同時能保證大家貨幣、貨物、智慧、勞動力、生產力，可以自由交換，快速交換，減少剝

削環節，保護你的剩餘價值。這不都有了麼是吧，這是基礎。”——8 月 16 日直播 



 

基礎數字幣喜元和美元直接掛鉤，以 1:1 的比例進行兌換。它將以優質的信譽合法融入

國際貨幣和金融市場，主打快捷支付、低價全球匯兌業務。運營自身的 G-Pay、G-Bank、

G-Exchange 等業務。在保證使用者節省費用的同時，基礎數字幣自身也獲得巨大的市場盈

利。 

（2）數位穩定幣喜元（Hdollar）長期的功能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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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馬拉雅基礎數字貨幣將打造錨定一籃子國際流通貨幣的、低通脹的、有購買力的、全

球流通的基礎數字貨幣。解決全球貨幣超發危機、擠壓泡沫經濟、抑制通貨膨脹、抵禦個人



財富被稀釋，實現保值增值、保護勞動者剩餘價值、平衡和制約美元霸權、維護世界金融秩

序的功能。 

隨著 1971 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破滅，美元確立了國際貨幣霸權的地位。全球以美元作

為主要國際流通貨幣、放棄金本位的過程本質就是“劣幣驅良幣”（格雷欣現象）的過程。而

喜馬拉雅基礎數字幣將會逐步成為全球廣泛接受的國際流通貨幣，並成為各個國家的儲備貨

幣，它平衡和制約美元霸權過程的本質就是在自由貨幣流通市場中“良幣驅劣幣”（反格雷欣

現象）的體現。 

6、具有虛擬貨幣的安全性、隱蔽性、快捷性。可打破銀行對貨幣和金融的壟斷，完成金融

領域去中心化的使命。 

“去中心化就是去掉銀行，去掉那些中間商，我們就是其中最核心的。Facebook 沒有錨

定金本位，它也沒有這個能力，它也沒有這個想法。你看它的白皮書第二次修改稿，我又看

了一遍啊。它沒有任何情懷，沒有任何，只是給你，說白了，躲避美國監管，美元監管系統，

或者中共監管系統，不就是儲蓄功能嗎？就是一個簡單支付逃避功能嗎？......想把區塊鏈去

中心化,不就是去銀行行化嗎,不就是去政府監管化嗎？對不對？我們要的是合法的可相信

的,可兌換的，有錨定的,傳統加現代加密的去中心化的貨幣。......信用貨幣和加密安全的貨

幣和錨定貨幣連在一起。”——4 月 29 日直播 

虛擬貨幣由於存在交易的非面對面與匿名性、適用範圍的廣泛性、注資方式的多樣性、

獲取現金的可能性、服務的分割性、交易的快捷性與不可撤銷性、識別利用虛擬貨幣洗錢的

難度非常大，交易模式複雜，很容易淪為洗錢的工具。可以說，因為具有去中心化和分散式

記帳、匿名性等特徵，躲過監管、跨境轉移資產是虛擬貨幣的天然屬性，可能也是比特幣為



代表的虛擬貨幣誕生的初衷。目前市場上的虛擬貨幣沒有國家支撐、沒有信用支撐、缺乏法

律監管、最終將是曇花一現，甚至是龐氏騙局。 

因此，虛擬貨幣（Gcoin）所要打造的是全球最具信譽、最安全的、最有升值空間的、

最被認可的虛擬貨幣。在打造網路版黃金的同時，完成金融流通領域的去中心化使命。 

7、通過貨幣體系的附加應用和下游產業，積聚大量的財富。 

“我們把市場應用給做好，這個太重要了。這一千萬個家庭未來都用咱的 G-Coin、G-Dollar，

然後用這個各種外匯可以用，變成了手機支付。絕對不是 5 萬億，也不是共產黨 12 萬億美

元，這個全人類的半壁江山是我們的，半壁江山！你給我數數，中國和美國加在一起，什麼

都是全世界老大，可以忽視掉歐洲、非洲、拉丁美洲，忽視它。中國和美國的市場和人力資

源和金融和任何加在一起，可以忽視掉一切。一個美國是多少華人啊？上千萬，一個歐洲，

這個五百萬中國人用你這個系統，你是值多少錢呐？如果五百萬都用你這個支付系統，你值

多少錢呐？甭說臺灣、香港，甭說全世界這海外一億人口。”——8 月 8 日直播 

“中國的所有的盈利，絕大多數是靠什麼？是靠支付。什麼叫互聯網科技呀？一個是創新，

就是科技，是吧；第二是應用，是吧。這個應用是到市場上普遍性應用，人家 YouTube、

人家穀歌、人家這些應用就是做的非常好。中國就是抄人家的嘛！是吧！包括推特應用。多

少人想幹掉 Twitter？沒有辦法做到，人家應用做得最好的，應用。第三個是什麼？收入，

美國全是廣告。中國是幹了什麼？中國完全是金融化。美國市場的 6 萬億美元，是它整個

的市值，它沒有什麼附加產品。中國的將近，咱就是說 3 萬億美元，這個互聯網，它誕生

的螞蟻金服，它誕生的微信視頻，它誕生的百度所謂的一系列事業，包括馬云云資料，你知

道他總市值是多少錢嗎？......它加在一起就 3 萬億的互聯網的市值，它誕生了 9 萬億美元。



所以中共這個很可怕的 12 萬億美元。......全世界最會玩錢的，最會控制市場的，共產黨天

下第一。美國人都在靠廣告，那個小紮克伯格，為啥呀他要搞這個 Libra？他發現這個收入

不行，他羡慕馬雲，他羡慕騰訊。你加一起你跟人家比沒法比啦！一個螞蟻金服上市就是上

萬億，那是肯定的，那個市場大了去了。利潤值，美國的利潤值百分比是 1.5，中共的是

15，就我一塊錢我能拿 15 塊錢回來，美國是 1.5，你咋跟人家比呀！”——8 月 9 日直播 

“全人類的金融系統是從西方開始的，但是一定在西方結束。現在中國已告訴你答案了。一

個不到 3 萬億美元的互聯網市場，能生產出 12 萬億美元的互聯網的 GDP。一個人類上的

GDP 的發源地，全西方整個世界 28 億人的地方，矽谷和全美國 6 萬億互聯網市場，他才

不到 10 萬億美元，你玩啥呢？就是因為中國的微信支付和阿裡巴巴錢包。那麼我們未來的

G-Club、還有 G-Coin、G-Dollar 是什麼 Libra，就那個什麼 Facebook、還有所有的，是它

們的和。因為英國、美國必須面對互聯網，人類從過去的傳統金到紙幣，從紙幣到信用卡，

現在必須要面對就是虛擬貨幣——就是網路貨幣，這我們是第一茬啊。......只要第一次

KYG——真實身份驗證完之後，我橫通全世界呀！”——8 月 15 日直播 

（1）跨國匯款業務的手續費收入 

其他國家貨幣與具備國家主權性質的基礎數字貨幣喜元（Hdollar）兌換後，進行跨國匯款

的手續費收入。　 

（2）支付功能產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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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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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打造自身貨幣市場中巨量交易的產生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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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ollar,  G-Coin、G-Dollar 需要什麼你知道嗎？可是咱這個不是，咱自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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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虛擬幣交易市場中交易產生的手續費 

例如：比特幣，乙太坊和萊特幣等數位貨幣都需要有與發送每筆交易相對應的網路礦工

費用。數據網站 bitinfocharts.com 顯示，6 月 22 日比特幣的平均手續費為每筆交易 1.14 美

元。乙太坊（ETH）網路費用顯示，當天的平均手續費為每筆交易 0.62 美元左右。2020

年 6 月 22 日的比特幣（BTC）平均交易（txn）費用為每 txn 1.13 美元。乙太坊（ETH）平

均每筆交易為 0.62 美元。 

②數位貨幣交易市場中的國際外匯兌換業務產生的手續費 

在每筆外匯交易時，由貨幣買入和賣出之間的點差產生的手續費。手續費的點差就是將

每筆交易收取的手續費換算成點差。不論交易何種貨幣,都將手續費換算成為該貨幣的點差。

點差在本質上是買入價與賣盤價之間的差額。外匯交易商在網上使用外匯交易時產生的點差

來獲取利潤，外匯交易商提供給你的服務是收費的。交易商的宗旨就是低價買高價賣，這樣，

賣出的價格永遠都高於買入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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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貨幣和數位貨幣、實體幣和數位幣的相互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手續費。 

“我們這個有兩種，一個叫 stable 幣——G-Dollar 。 G-Dollar 啥概念啊？我把錢放在

這兒，我隨時我分分鐘我在手機裡拿，“啪”就轉走，美金，這是我一對一的美金。我現在想

把它變成 G-Coin，“呱”我就給給它手機一按，直接到了 G-Coin 去了。G-Coin 你可以交易,

但 G-Coin 你再回來，對不起了，你得市場交易，你不能再回來了。就是說有可能漲了，有

可能降了，那你得賣掉，有人給你錢再回來，再回到 G-Dollar 來。”——8 月 28 日直播 

“我們未來一定會做金幣，從 1 美分、1 美元、2 美元、5 美元、50 美元、100 美元、200

美元、500 美元，一個真金的金幣，真金的，最後我們到達 10000 美元一個，10000 美元

一個金幣，實物，說我今天我買了，我現在我啥不也想買，我把金幣拿走，你拿走，你就立

馬貼現，但是對不起你得付費用，也得賺錢，就這麼簡單。”——4 月 29 日直播 

我們可以看出，G 幣體系裡的虛擬幣（Gcoin）和基礎數字幣（Hdollar）之間交易會產

生手續費，而且基礎數字幣（Hdollar）和基礎數位幣的實體幣（Hcoin）進行交易時，也會

產生手續費。 

（4）提供融資業務產生的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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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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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由 G 幣體系構成的銀行業進行常規業務的收入 

“所以說今天公佈的各種支付方式可以提前預買 G 幣，第一段 G 幣，我們會第二段的 G

幣中的區塊鏈幣，然後到 G 幣的那個那個兩種或者三種幣，然後 G 幣的系統將形成，然後

我們將開展，我們又有銀行了嗎是吧！那不就等於銀行嗎，戰友們。”——5 月 5 日直播 

8、虛擬貨幣 Gcoin 本身也是一種金融商品，具備抵押融資功能。 

“然後就是 G-Coin、G-Dollar。大家說沒錢了，你傻呀，接下來，你要把這個圈轉圓了，

知道了嗎？......全世界沒有一個貨幣系統可以貸款的，我們未來可以貸款。所以你 G-TV 股

票、G-Club、G-Fashion 股票、G-News 股票、未來的 G-Coin、G-Dollar，你都是可以交

易的嘛，想啥呢？”——7 月 5 日直播 

9、G 幣體系可以讓 G 商圈投資者進行融資，並可以合理合法避稅 

“我要拿這個錢就是融資，我要去到 G-Coin 融資，我到 G-Dollar 融資。那麼我這個融

資的結果是什麼？錢我照用，我還不用納稅，我的椅子照樣在那。這個椅子就是生了金蛋的

椅子了，這個椅子在這塊，七哥我借你錢。咱肯定有這個生態系統啊，你又不納稅，你借了

錢就去花。一百年，我借你一百年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不讓你借款 100 年的。......你賣了它,

沒椅子你還得交稅，你不可能的嘛。那麼這就是 G-Coin”——8 月 28 日直播 

10、為新中國聯邦的建設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援 



 

G 幣體系的貨幣發行屬性將成為今後喜馬拉雅聯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功能之一，它可能

會以兩種方式對新中國聯邦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援。第一，如果 G 幣體系（喜聯儲）是完

全商業化、獨立的金融集團，那麼它將以捐贈形式支持新中國聯邦的發展。第二，如果 G

幣體系（喜聯儲）是相對獨立的、行使一定中央銀行職責的、與准國家機構有密切聯繫的、

類似美聯儲的金融機構，由於它承受了一定的社會職責，因此，在扣除自身機構運營成本和

正常盈利後，有將獲利盈餘上交准國家機構的義務。 

二、基礎數字幣（Hdollar）和虛擬幣（Gcoin）的獲取資格與方式 

 

1、獲得基礎數字幣（喜元、Hdollar）的途徑和價格 

12 月份將推出蘋果 APP，按照 1 美元 1 個的價格全球線上進行購買。 

2、獲取虛擬幣（Gcoin）的方式和價格 

（1）蘋果打賞 G 幣和預售 Gdollar 的成功購買者可以直接兌換虛擬幣（Gcoin）。 

*虛擬幣公開上市前的初始定價：0.1 美元/個 

*可以購買的數量=打賞 G 幣/預售 G 幣實際購買的美元金額×10 

舉例：前期購買了 1000 美元打賞 G 幣 

*可兌換的虛擬幣數量=1000 美元×10=10000 個 

（2）GTV 椅子的股東、VOG 借款專案、各喜馬拉雅農場借款項目、Gclub 會員的投資者都可



以按照投資金額 2:1 的比例數額獲得虛擬幣的購買資格。並根據可認購的虛擬幣數量，按照

0.1 美元/個，另外提供認購資金。 

*可認購的虛擬幣（Gcoin）數量=以上 4 種投資的美元金額×1/2 

*認購價格：0.1 美元/個 

*需要準備的認購資金=獲准的認購數量×0.1 

舉例：農場借款項目投資了 10000 美元 

*可認購的虛擬幣數量=10000 美元×0.5=5000 個 

*需要準備的認購資金=獲准的認購數量×0.1 美元/個=5000×0.1=500（美元） 

（3）未來市場公開自由買賣虛擬幣 

*開盤價：1 美元/個 

*市場定價：無法預估 

*購買數量=自有資金÷單個虛擬幣市場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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