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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  

我們正在創建一個全球通用的分散式平台 BILLCRYPT pl。這是公司，專業社區，專家和產品的代

表處的多功能區塊鏈集成系統。 

用戶以舒適的界面在區塊鏈上以分佈式應用程序（DApp）的形式由用戶創建區塊鍊錶示（BR）。 

在該平台的基礎上，正在建設一個具有技術和經濟屬性的區塊鏈間基礎設施，將區塊鏈項目和實

際部門的項目結合起來。 

一個單一的舒適環境將使每個人都可以創建自己的BR，從而形成一個可以確保信任的單一系統。 

這將使任何業務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系統中嵌入的投資屬性將使您能夠最有效地發展業務，建立有利可圖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經濟上

相互促進。由於協同效應，可以獲得多重好處。 

  

對於投資者來說，這將是最容易理解和說明性的結構，通過查看虛擬映像 Virtual Image Part-ViP，

可以快速，可靠地評估所代表的業務並做出有利可圖的投資決策。 

 

對於普通用戶，這將是選擇專家，服務和產品的最簡單，最可靠的方法。 

  

為了有效發揮平台和投資生態系統的全部潛力，已創建了新一代通用數字資產-以太坊區塊鏈上

ERC-20 標準的 進化的 BILLCRYPT 令牌。 

  

同時： 

     •數字資產價值存儲； 

     •特權俱樂部卡，可訪問區塊鏈代表處和項目功能； 

     •一種進入系統項目的封閉預售票證； 

     •內部數字貨幣，用於支付區塊鏈代表處的功能，您還可以為其購買其他項目代幣形式的新加

密資產。反過來，每個這樣的令牌也為持有人和用戶賦予了極大的特權，並增加了他們的福利。 



 

  

平台的不斷發展，區塊鏈代表處的日益普及，對代幣的需求不斷增長，為 BILLCRYPT 提供了發展

性，使其成為必不可少的金融工具。 

介紹 
區塊鏈時代的發展已接近在日常生活中引入去中心化技術的門檻。 

我們很自豪地宣布，我們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提出每天普遍使用區塊鏈的概念的人。 

平台 Billcrypt pl將使區塊鏈真正成為每個人所必需的。 

  

我們引入了新概念： 

BR-區塊鍊錶示 

ViP-虛擬映像部分（虛擬映像的一部分） 

IVO-初始 ViP 優惠 

  

目前，很難確定 有關任何對象的信息的可靠性，無論它是公司，任何領域的專家還是產品。這給

決策帶來了困難。   在投資領域工作了許多年，我們還經常面臨為有前途甚至突破性業務融資的

問題。   通常，原因在於復雜而漫長的決策過程，潛在機構投資者過度管理。即使出現了在加密

市場吸引投資的可能性，信任問題仍然極為重要。 

 

  

作為具有多年經驗的專業人員，我們了解到，因為我們必須進行全面而艱苦的工作來評

估潛在項目，即使該業務已經開展，也不一定總是對可靠的信息充滿信心。 

要在眾多項目中找到既值得關注又值得關注的真實項目，您需要能夠找到這樣有前途的

項目，並花費大量的精力，金錢和時間。  

  

區塊鏈可以實現無需任何人為因素即可保持數據絕對可靠性的原理。 

因此，我們決定創建一個平台-區塊鏈系統附加組件，它將以其概念性方法，技術和功能

解決這些問題。 

  

公司，項目，企業將能夠在平台上創建其代表區塊鏈的辦事處，在該處將顯示有關該業

務的所有相關信息，這將使投資者能夠以最大的信心快速做出投資決策。普通用戶將很

容易選擇他們需要的服務或產品。 

  



 

根據區塊鏈中BR所有者的信息，將形成 ViP 公司可靠的虛擬映像（虛擬映像頁面），然

後將其分為多個部分-虛擬映像部分。ViP 的每個部分都將具有一定的價值，具體取決於等

級和狀態，並將成為直接投資特定業務或產品的另一種工具。 

  

投資者將能夠隨時監視虛擬映像（一組可靠的數據）公司或產品的狀況，並及時調整其

投資，以減少或增加。 

我們為系統的所有用戶-公司，項目所有者，機構和普通投資者的經濟互動開發了新的原

則。 

  

為此，創建了用戶令牌 BULCRYPT，該令牌在集成系統的全局構建過程中具有功能開發的

進化原理。 

 

背景 
 

問題：  

現實生活中區塊鏈的使用是混亂的，非系統的。 

  

儘管去中心化系統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並且第一個區塊鏈已經慶祝了它的十年，但是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區塊鏈技術的問題仍然很重要。 

普通用戶還沒有單獨使用區塊鏈，而是偶爾使用它來申請某些服務，例如，檢查文檔的

真實性或註冊權利時。 

  

當今整個區塊鏈行業的另一個問題是項目缺乏整合，技術和經濟上的分散性。當前，每

個項目都可以獨立生存，而且正如實踐所示，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功。對於初創公司尤

其如此。 

  

對於現有企業而言，在日常業務中也沒有簡單，清晰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區塊鏈

技術。希望積極發展的公司面臨使用突破性技術的必要性。在他們的活動中引入區塊鏈

技術將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業務，並為那些應得的人提供好處。然而，目前要滲透到加

密和區塊鏈行業並不容易。有必要吸引更多的智力，技術和財務資源。 

  

對於投資者而言，另一面也存在相同的問題-他們沒有機會真正評估業務。他們經常被迫

根據不正確或不足的信息做出投資決策。 



 

  

此外，與機構投資者不同，普通投資者由於缺乏準備和核實信息的困難而常常被剝奪了

全面分析項目的機會。因此，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無法在預售階段投資於嚴肅的企業和

項目，而被迫在眾籌的最後階段或以資本化後的證券市場價格為更高的數字資產價格進

行結算。 

  

這是對現實世界中的公司，機構，企業家，專業人員，商品的信任的普遍問題。 

  

我們所有人都不斷面臨著不准確的信息，虛假的評價，虛假的新聞，虛假的新聞。這通

常會產生誤導，並阻止採取正確的措施。 

  

為了真正步入現實世界，現有的解決方案不適合積極發展的新分散市場細分。 

  

解： 
  

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是以集成平台，單一全球通用環境的形式創建整合的

通用空間，即統一區塊鏈（BR）的技術和經濟屬性生態系統。 

完美的解決方案將是平台 BILLCRYPT pl。 

任何公司，專業社區，任何領域的專家都將能夠在平台上創建自己的區塊鍊錶示形式。 

也可以為商品創建 BR，並且通常為需要歷史信息可靠性的所有事物創建 BR。 

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將在平台上創建一個龐大的統一 BR 目錄，並以可視方式顯示

有關 BR 所有者的地位和聲譽的真實可靠信息。 

這將是每個人都需要做出正確決定的極其重要的指標。 

 

項目簡介 

在區塊鏈中註冊和存儲任何信息是使用區塊鏈技術的理想方式。 

該平台允許任何用戶創建和託管將要積累的區塊鏈代表辦事處（BR），並將其形成並以

清晰的圖形視圖顯示所有者選擇顯示的所有屬性（以下詳細介紹） 平台的說明部分） 

 

  

 



 

BILLCRYPT 項目的目的是創建一個單一的全球系統區塊鏈代表處-BR  

因此： 

•使每個人都有機會積累有關自己作為專家，業務，所創造的產品和商品的可靠信息。 

•建立無條件信任的聲譽，並以可理解的方式將其呈現給感興趣的客戶，合作夥伴，承包

商，買家，投資者。 

•為所有用戶提供可靠的信息。 

•通過聲譽和地位獲利。 

•創建一個可靠的信息環境，使任何企業都可以為其後續的令牌化和任何類型的眾籌打下

堅實的基礎。 

•將決策安全級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要創建一個整體的區塊鍊錶示空間： 
 

•為現有的和新建的各種區塊鏈提供技術機會和集成解決方案，以連接到單個全球網絡-新

一代互聯網-WEB3.0 

  

創建全新的經濟模型： 
 

•具有內置開發功能的演化BILLCRYPT令牌； 

•漸進式金融工具，系統內具有支付功能的數字資產價值存儲； 

•平台內區塊鏈代表處之間的相互結算和相互投資； 

•用戶使用區塊鏈代表服務和商品付款； 

•持有人的特權； 

•平台內的新衍生金融工具ViP，反映了BR的聲譽價值； 

•為系統內的普通用戶贏得機會，執行區塊鏈代表處提供的工作和訂單； 

•自負盈虧和自我監管的創新模式。 

 

BILLCRYPT項目設定了自己的宏偉目標，但現實可行的目標： 
  

•使區塊鏈技術對每個人都能理解，負擔得起並有用； 

•建立具有直觀界面的平台區塊鏈代表處； 

•創建全球多功能集成服務； 

•平台內集成BR-2-BR； 

•與其他區塊鏈項目，系統和服務的外部集成； 

•與離線業務，B2B，B2G細分市場集成； 

•與其他技術結合； 

•連接相鄰的壁ni並與它們有效地互動； 



 

•進一步闡述以發展現有解決方案； 

•建立創新的全新經濟模型。  

演化經濟模型-每個BR的資本的發展和增加自然會發展和增加總業務量。 

BULCRYPT 將使與他們所投資的業務進行交互變得更加容易和安全，從而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受益。 

公司和企業將簡化合作夥伴和投資者並建立可靠的關係。 

BILLCRYPT 集成系統創建了一個全球信任空間，決策所需的任何信息都完全可靠。  

BILLCRYPT 分散式基礎架構的價值在於透明性，安全性和易於交互性，這可以確保提高每個特定業

務的效率並增加整體資本。 

 

平台說明 
BILLCRYPT pl是面向區塊鏈代表辦事處（BR）的全球去中心化集成系統 

一個單一的多功能基礎設施，以區塊鏈（DApp）上的去中心化應用程序的形式將區塊鏈

代表辦公室聯合起來。 

一個獨特的平台，結合了現實世界和虛擬空間，熟悉的Internet和區塊鏈的所有優勢。 

  

這是開發的下 一 步-具有實際可能性的虛擬空間。 

  

便捷的平台環境和舒適的界面將使每個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區塊鍊錶示最有效地發展集成

到系統中的業務。 

  

在平台上，將有可能： 
 

•進行與區塊鏈相關的必要活動； 

•創建自己的區塊鍊錶示； 

•選擇收集有關您的業務或產品的代表信息所必需的無線電通信局的屬性和功能； 

•選擇將構成ViP的信息流； 

•為各種產品，服務和業務線創建BR組，並在ViP主頁面（虛擬映像頁面）上總結有關每個

代表的信息； 

•選擇是為每個產品，服務，單個業務的業務線還是同時為兩種類型的ViP形成或分離一個

通用ViP； 

•選擇收集有關您的業務或產品的代表信息所必需的無線電通信局的屬性和功能； 

•選擇將構成ViP的信息流； 



 

•為各種產品，服務和業務線創建BR組，並在ViP主頁面（虛擬映像頁面）上總結有關每個

代表的信息； 

•選擇是為每個產品，服務，單個業務的業務線還是同時為兩種類型的ViP形成共同的ViP

或單獨的ViP； 

•通過ViP獲利 

•標記您的業務； 

•創建數字資產； 

•為您的業務創造額外的財務流量； 

•宣傳您的業務； 

•吸引資金； 

•進行各種類型的眾籌； 

•進行新的平台內眾籌-IVO（初始ViP產品）； 

•獲得現成的，不斷增長的投資者基礎； 

•尋找合作夥伴和投資者，客戶並與他們互動； 

•在經濟上相互促進，由於協同效應，從中受益匪淺； 

•創建並維護安全可靠的登記冊（生產，儲存，運輸等）  

 

投資者將能夠： 

•接收有關項目和公司以及其業務狀況的可靠信息； 

•做出更準確的投資決策； 

•參加以特權條款使用該平台進行的眾籌。 

•參加封閉式比賽。 

  

BILLCRYPT pl為參與者提供現成的集成解決方案和資源： 

  

•用於創建和管理虛擬區塊鍊錶示的基礎架構和技術； 

•現成的投資管理解決方案； 

•開發人員可以創建自己的DApp並將其連接到平台，以獲得BR所有者的獎勵。 

  

該平台功能還將對分析人員，預測人員和顧問有用。 

 

什麼是 BR（區塊鍊錶示） 
 

區塊鍊錶示是 BILLCRYPT pl 平台上自己的去中心化應用程序（DApp）軟件包，對於BR所有者

而言，按照站點內閣原則，以通常的形式實施，所有者在其中執行所有操作和設置。  



 

外部部分放置在平台的相應主題部分，並且所有用戶都可以使用。 在那裡，用戶可以獲

取有關 BR 所有者的所有可靠信息，並執行所需的操作（購買和出售BR所有者，其代幣和

ViP 的商品或服務，參與促銷和執行訂單並為此收取報酬)。 

在軟件級別，BR 是一個 DApp 複合體，它提供對平台上所有者的區塊鏈資源的訪問權限

，並將公司自己的外部區塊鏈資源（如有需要）與平台以及隨後與全球區塊鏈的集成。 

  

ViР（虛擬圖像頁) - 在區塊鏈代表處自動生成結果頁面，該頁面基於不斷確認的區塊鏈

中存儲的數據，創建可靠的可視圖像，以反映 BR 所有者的狀況，狀況和聲譽。 

所有者創造了額外的商業價值。 

  

ViP（虛擬圖像頁面）在區塊鏈中自動生成-結果頁面的表示，在不斷重申存儲在區塊鏈中

的數據的基礎上，  

ViP（虛擬圖像頁面）創建純可視圖像，呈現事務狀態。 BR 所有者的聲譽。 

局所有者的業務創造了附加價值。 

  

BR所有者可以將其整體虛擬映像劃分為任意數量的 ViP（虛擬映像部分）部分，確定1個

ViP的成本並將其出售給平台用戶。 因此，BR 的所有者將獲得額外的資金來發展其業務，

從而提高 ViP 的市場價值。 

  

該平台的用戶可以隨時出售，交換，提供任何數量的 ViP 作為抵押。 

BR的所有者還可以產生其令牌並在平台上或獨立進行眾籌。 他可以將其 VIP 與代幣相關

聯，以便它們彼此影響匯率值。 

  

因此，創新的經濟體系 BILLCRYPT (BILC) 代幣獲得了進化發展。 

  

虛擬圖像部分（ViP）是聲譽價值的單位，這是一種創新的方式，可以用金錢來表

達一定程度的信任並將其傳遞給其他人。 

  

虛擬圖像是一種圖形表示，由系統對區塊鏈所有者提供的有關業務，商品或服務的整個

信息鏈中的系統信息進行分析。 

 

例如，該系統基於存儲在區塊鏈中有關公司，其資產，庫存，銷售動態和其他活動的可

靠信息，獨立確定評級，過去一段時間的獲利能力，投資安全水平。 

如果 BR 屬於某個產品，則係統會分析有關該產品的所有信息（生產地點和日期，交貨方

式，消費者需求量，銷售數量，客戶滿意度等）。 



 

如果BR對某項服務開放，則係統會分析其所有參數（操作開始，一段時間內的服務量，

價格動態，客戶滿意度等）。 

  

系統自動分析所有參數，並在“虛擬映像”頁面– ViP（虛擬映像頁面）上將結果顯示為圖形

圖像。 

該平台根據區塊鏈中有關 BR 所有者的可用信息的總和，生成並持續顯示 ViP 的當前狀態

 
 

這些因素將刺激集體投資的發展。 智能合約幾乎為構造對象和投資項目的權利提供了無

限的可能性，這將有助於構建各種眾籌形式。 通過該平台進行投資時，缺乏銀行監管和

合規性可能會使無線電通信局的所有者以較低的成本收集資金，而不必承擔過多的管理

負擔，從而降低了成本並提高了盈利能力。 

市場分析 
  

研究，实施 

  
多年以來，我們不斷探索投資和金融市場，新技術的可能性，並清楚地意識到，現在是

概念上實施區塊鏈技術新方法的時候了。 

我們研究的結果是開發了突破性概念的區塊鍊錶示平台，該平台將區塊鍊和日常生活結

合在一起。 

  



 

這方面的研究是由國際諮詢公司進行的： 

麥肯錫 

埃森哲 

CoinSchedule; 

國際數據公司（IDC）； 

普華永道（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這些研究認為，區塊鏈技術仍處於發展的最早階段，需要企業界的更大參與才能實現增

長，成熟和大規模應用。 

  

隨著不同公司將其數據放置在安全且無害的分佈式註冊表中，對區塊鏈技術的投資興趣

正在增加，從而改變了所有業務流程。 

研究和諮詢公司國際數據公司（IDC）專門研究信息技術和電信市場，對各種業務流程中

的區塊鏈解決方案的前景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並編制了DLT技術（分佈式分類帳技術）發

展的國家清單。成為當務之急。 

根據IDC的估計，在未來五年中，區塊鏈解決方案實施的年增長率將達到81.2％。到2022

年底，使用分佈式註冊表技術的商業投資應達到167億美元。 

國際諮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不斷分析市場，得出的結論是，區塊鏈技術及其在商業

領域和服務領域的最大投資人名單將由美國領導。 

緊隨其後的是西歐，中國和太平洋地區的國家，這些國家將重點關注金融部門。 

在其他行業中，區塊鏈將是一個證明自己的好主意。 

專注於創新的公司可以採用該技術。 

  

麥肯錫的研究人員基於Occam剃刀的方法原理，宣稱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是最好的，麥肯錫

的研究人員相信，並不是所有領域都不需要相對困難地實施基於區塊鏈的解決方案。 

研究表明，引入分佈式註冊表需要在保險，供應鏈，資本市場等領域，分佈式註冊表可

以解決效率低下，欺詐的問題，並有助於提高流程的透明度。 

  

此外，研究人員有信心，引入區塊鏈的事實始終是對投資者的積極信號，這表明該公司

致力於創新。 

  

普華永道諮詢公司（PricewaterhouseCoop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對來自15個國家/地區

的600位高管進行了調查，發現84％的人已經在其業務流程中採用了區塊鏈技術，而62％

的受訪者談到了自己的區塊鏈項目的啟動，其中25％ 的被調查公司已達到啟動區塊鍊網

絡試驗版的階段。 據報導，幾乎所有經濟領域的代表都在試圖將其業務轉移到區塊鏈上

。 

約有四分之一的普華永道受訪者表示，他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使用區塊鏈，有14％的業

務代表抱怨缺乏管理機制以及與新結構的互動，這減慢了他們向區塊鏈的過渡。  

  



 

根據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的預測，區塊鏈將在2019-2024年傳播到許多不同類型

的資產，到2025年它將成為一種普遍現象，並成為全球資本的組成部分。 

2019年將是區塊鏈技術發展及其在各個活動領域中實施的轉折點，以解決全球範圍的問

題。 

  

諮詢公司CoinSchedule進行的研究表明，在2018年，僅通過ICO，該行業就吸引了214億美

元。 

  

當前現有的技術解決方案主要解決狹窄的問題，從而保證了區塊鏈的分段發展。 

顯然，市場缺乏認真的綜合集成解決方案。 

對於區塊鏈平台，這些主要是允許用戶創建自己的加密資產-區塊鏈代幣並在證券交易所

進行交易的平台，從而吸引了投資。 

在擴展版本中，除了發布數字資產外，還用於分散式眾籌，具有社區監管，投票和加密

消息傳輸的附加功能。 

從實際的角度來看，這些平台和資產的功能不是很好。 

  

由於基礎結構太難使用，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這迫使用戶定期將代幣轉換為法定貨

幣再兌換。這增加了整個系統的複雜性和不穩定性。 

  

至於所謂的註冊表區塊鏈平台，它們被用於法律註冊，物流，社會保險，教育，醫藥，

產品質量控制等領域，但它們通常以自我為中心並且不與其他區塊鏈集成。 

  

目前，開發人員正在積極參與開放源代碼的創建，這將使區塊鏈之間的數字資產和加密

貨幣的交換成為可能。這也證實了以下事實：區塊鏈技術的潛力尚未完全公開。 

  

我們可以看到，現有平台存在於非結構化，複雜的條件下，並且還沒有成熟的集成平台

解決方案。 

  

因此，BILLCRYPT pl 集成系統將成為創建區塊鏈代表處必不可少的環境，並將對企業，投

資者和普通用戶非常有用。 

BILLCRYPT令牌有很大的機會在加密貨幣評級中達到領先地位。 

  

已經很清楚，區塊鏈的目的是成為一種安全的數字形式價值的安全存儲和轉移的全新方

式。 

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無需傳統銀行網絡即可進行匯款的能力。 



 

在所有國家的經濟中，毫無例外，最受監管的行業之一就是銀行業務。首先，它是許可

證，定期檢查以及向眾多監督信貸機構流動性的委員會的定期報告。 

  

在加密空間項目中，它建立了獨立於外部法規的經濟模型。區塊鏈提供了完整的分散式

自我監管。 

因此，基於區塊鏈平台的傳統銀行業務的運營成本接近於零，並且運營的準確性（客戶

之間的會計核算和結算的準確性）比傳統金融機構要高得多。 

已有經典金融系統與虛擬金融系統成功合併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挪威銀行斯堪的納維亞

銀行，該銀行將其客戶的經常賬戶與在線持有人 Coinbase 的加密貨幣錢包結合在一起。 

  

當前，世界上已經有了對清晰，可預測和安全的投資的巨大需求。這個市場巨大，它的

增長潛力也很大，因為它的發展與25年前的支付系統和塑料卡市場處於大約同一階段。 

  

區塊鏈正處於驚人的增長階段。它在技術上和大規模發展，以適應現實世界。幾乎所有

行業的使用實例都說明了其前景廣闊。隨著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對區塊鏈技術產生興趣，

我們將看到區塊鏈在行業和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影響和分佈。它還將與其他技術（包括人

工智能-AI，大數據等）結合使用，以使其更加高效和實用。 

  

迫切需要集成解決方案。即使是像三星和蘋果這樣的巨頭，也可以理解這一點，他們以

一種聲音談論不同平台之間的相互滲透，這是一個重要的市場趨勢，它有望甚至給直接

競爭對手也帶來互惠互利。 

  

它在不同程度上開始發生在非常不同的領域，例如，在各個公司正在不斷交換技術的組

件中，不可能僅靠自己掌握開發成本或保持開發速度是不可能的。市場迫使公司進行合

作，這非常好，因為用戶獲得了截然不同的產品，但是具有共同點。 

  

在這種情況下，BILLCRYPT 集成系統中規定的操作原理使其成為當今最先進的區塊鏈平台

之一。 

這是一個獨特的項目，規模可比，並且具有 Facebook 或 Google 的潛力。 



 

 

 

技術部分 
 

BILLCRYPT pl 是一個開放源代碼的多功能平台，允許創建代表區塊鏈的辦事處。 

在項目中使用區塊鏈技術可以創建對所有參與者透明的可驗證系統。 

該平台具有以邏輯，可理解的結構化站點和關聯的移動應用程序形式實現的直觀界面。 

該平台集成並運行去中心化應用程序（DApp），以太坊區塊鏈上的智能合約和其他交互

服務系統。 

DApp 是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應用程序，專門為特定目的而設計，可在區塊鏈上執行編程

操作。 

它由後端和前端代碼組成。在與 BR 所有者和用戶聯繫的地方，有一個由前端代碼創建的

用戶界面，該前端代碼是指執行某些功能的後端代碼。 DApp 直接在BR的用戶和所有者之

間提供交互，而無需中央服務器。完全開源。 

多個用戶可以隨時訪問 DApps用戶功能。所有功能都可以通過Web瀏覽器和用戶友好的

直觀移動應用程序使用。 

  

BILLCRYPT pl 技術服務為平台開發人員創建的DApp提供支持，以實現流程的持續有效自動

化。 

DApp 處理與功能相關的智能合約編碼算法。 DApp 跟踪更改，考慮信譽並在平台內維護

生成的 BR 狀態。 

  



 

智能合約是用Solidity應用程序語言專門編寫的，該算法完全按照編程的程序運行，沒有

審查，第三方乾預，欺詐和停機的可能性。 

智能合約的計算機代碼使您可以在將要進行交互以進行交易的兩方之間應用規則和規定

。智能合約可自動執行合法合約。 

書面協議可以執行任意多次。智能合約是用計算機代碼編寫的法律協議，可以自動執行

任務並確保系統操作的透明性。例如，智能合約可用於買賣或證明現實世界資產的所有

權。 

  

該平台為用戶提供了一組集成的 DApp，以確保所有平台功能的運行，並能夠自行創建其

他 DApp 和智能合約，或者通過其在平台上的代表參與來吸引專家，以擴展個人功能。 

DApp SDK 使 Billcrypt API 在不斷增長的去中心化應用市場中具有吸引力。 

  

DApps Solidity 的主要編程語言，還可以實現語言 LLL（類似於 Lisp 列表處理語言）和 

Serpent（類似於通用 Python 的編程語言）。 DApp 不僅與金融交易相關，而且可以用於

任何目的。 

  

所有參與者（個人，組織，政府機構）具有平等的權利，並在連接時使用相同的協議。 

  

可以使用 JSON 純 API（Web API）協議連接到平台，該協議與符合消息傳遞標準的任何

應用程序兼容，例如 ISO20022 或金融產品標記語言（FpML），這是一種支持電子交易的

XML協議。金融領域的商業運作。 FpML 用於Dutsche銀行，路透社，SunGard 交易和風險

管理系統的電子商務中，以及由 Kronos Software開發的Java FpML（Java FpML 工具包）軟

件包和 Logica 在基於 FpML 的中層辦公室系統上的工作，該系統用於管理德國商業銀行

的異國交易。 

  

系統中內置的支付模塊將自動將令牌轉換為美元，以進行相應的操作，反之亦然。這將

允許交易所轉移將代幣兌換成美元和將代幣兌換成代幣的過程，並且匯率將始終與交易

所之一相對應。借助網關，用戶將能夠將法定貨幣轉換為代幣，並通過相應的運營商-支

付服務提供商進行轉換。  

  

使用區塊鏈 
  

最初，BILLCRYPT平台建立在以太坊區塊鏈上。 

以太坊目前在所有區塊鏈中擁有最大數量的節點，這使其去中心化程度最高。 

基於區塊鏈的圖靈平台。 

 

 

  



 

區塊鏈的關鍵特徵 
  

•進入塊的所有信息均已編碼； 

•散列是對添加到塊鏈中的塊的不變性的保證； 

•數字簽名和密鑰（私有和公共）可保護信息免遭未經授權的訪問，確保系統內的安全性

以及外部人員無法訪問。 

  

因此，數據存儲在區塊鏈中並通過使用數字簽名的強加密保護。 

將數據寫入塊的過程是一次性過程。 不能以任何方式更改它。 

  

所有信息都形成為數據結構並存儲其各種類型： 

•身份管理 

•文件 

•管理活動 

•商業運營 

•事務處理 

•等  

 

 

 

安全措施 

區塊鏈中的每個區塊都有一個哈希值，充當唯一標識符。 沒有兩個塊標識符可以相同。 

這意味著塊數據無法更改，因為哈希函數的值將更改。 此外，存儲在塊中的所有信息也

受到密碼保護。 數據只能解鎖給那些首先創建它的人。 需要私鑰才能訪問數據。 

  

存儲在塊中的事務經過數字簽名，因此一旦保存就無法更改，從而在必要時賦予該塊必

要的完整性和透明度。 

  

平台架構 
 

該平台由集成的模塊組成，您可以使用這些模塊在項目中進行任何活動。 

高度的適應性-該平台允許 BR 所有者獨立組合不同的模塊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這些模塊是由匹配的 DApp 的特殊組合組裝而成的，分為以下幾組： 

•基礎設施 

•功能性 

•付款 

•專業 

•服務 



 

 

 

 

 

 

 

 

 

 

 

 

 

 

 

 

 
 

The algorithms that are being created are based on natural evolution, based on user needs, and 

will be able to automatically construct Smart contracts, combining various tasks, components 

and behavioral models. 

借助 DApp，實現並伴隨著持續集成（CI）和持續交付（CD）流程。 同時參與的用戶數是

無限的。 

  

合作 
  

我們打算向開發人員社區的代表提供訪問權限，以便他們可以在基礎級別上創建自己的

其他技術。 
  

開發人員積極參與開放源代碼的創建，這將使在其他平台和區塊鏈之間交換信息和加密

貨幣成為可能。 
  

為了解決集成各種區塊鍊和改進區塊鏈技術的問題，正在基於成功實施的開發成果開發

新的方法，特別是原子（不可分割）交換，這些交換已在某些支持單獨證書SegWit技術的

區塊鏈中實現（隔離見證）。這允許網絡像以前一樣操作，同時將更多信息放入主機，

並且還消除了同一交易的標識符的可變性。結果，提高了安全性並確保了更高的速度。 
  

這是通過更改功能塊中數據存儲的結構和成熟網絡節點的事務驗證機制來實現的。方案

和簽名在單獨的證書結構中脫穎而出。 

  

幾個工作組正在研究多平台兼容性技術，包括以太坊企業聯盟聯盟（EEA） 

BILLCRYPT pl 平台的集成部分將充當0x中繼器，在區塊鏈之間傳輸當前信息。 
  



 

BILLCRYPT服務在技術上基於區塊鏈執行操作，該區塊鏈具有自己的貨幣單位，用於支付

最低交易費用。 

為了簡化計算，各種區塊鏈平台薪酬的用戶將以單一貨幣單位 BILC 代幣收費。 

  

對於直接國際支付，Microsoft Dynamics System 與 SWIFT 集成到了平台中，從而可以將資

金直接轉入參與者的帳戶。  

  

 

 
 

代幣描述和財務模型 

BILLCRYPT 令牌，交換名稱 BILC 

受 ERC20 標準的智能合約代碼保護的寶貴數字資產 

在以太坊平台上發行。 

一次性排放，排放量限制為 152 000 000 BILC。 

令牌最多可劃分為 0.00000001 BILC。 

  

通貨緊縮的財務模型-向市場引入有限的回合，從利潤中贖回代幣，智能合約具有創建者

燃燒代幣的功能，以保護市場價值。 

  

如有必要，將來可以將其轉移到其他平台，同時保留所有平台上的令牌總數。 

  

每個 BILC 令牌都提供 BILLCRYPT pl 的無限成員資格。 

長期持有者將在平台上獲得特權會員。 

  

進化代幣 BILLCRYPT 是一種現代，創新，高科技和高利潤的投資方式。它是提供內部相互

結算的系統的關鍵組件。 

  

BILLCRYPT 數字資產存儲在以太坊區塊鏈中，並且即使在全球範圍內發生災難的情況下也

將無限期存在，直到世界各地許多現有的區塊鍊網絡的至少一個節點能夠正常工作為止

。 

所有節點都是平等且獨立的。數據保持分散化，並分佈在整個網絡中。該系統沒有一個

可以獨立管理它的所有者。僅當大多數節點接受並確認這些更改後，系統中的任何更改

才會發生。 

在存在 Internet 的情況下，可以從世界各地訪問數字資產 BILC。  



 

BILLCRYPT數字資產也可以在沒有Internet的情況下存儲在冷錢包中。 

  

BILС既是價值存儲的數字資產，又是特權俱樂部卡，可用於訪問項目功能；它是一種進入

封閉式預售的票據；以及內部數字貨幣，您可以在內部購買新的數字資產。 ViP 形式和其

他項目的代幣。反過來，每個這樣的令牌也為持有人和用戶賦予了極大的特權，並增加

了他們的福利。 

  

BILC可以放在交易所上，也可以自由交易，交換，出租和租賃。許多交易所提供了額外的

機會，可以靈活地租用令牌。因此，BILLCRYPT 代幣將在許多交易所交易和出租。 

  

區塊鏈代表使用BILС進行相互結算並授予相互特權將產生定期的資金周轉，並增加對BILC

的持續需求。 

  

隨著時間的流逝，將在平台上創建越來越多的BR，這將需要BILC令牌作為內部平台貨幣來

有效開發。 

  

BILС 將需要用於： 

•商品和服務付款； 

•進行ViP收購以進行平台內投資； 

•用於在擔保日期的某些日期（持有）進行配售； 

•從加密社區吸引資金，用於從IT項目到實體行業的廣泛投資； 

•作為收益向用戶付款； 

•除了免費套餐外，還支付平台其他服務的最低費用。 

  

項目經濟旨在確保財務安全，隨時保持系統靈活性，穩定以及其進一步增長和發

展的可能性。 

  

免費創建具有最低要求的基本功能集的 BR。 

這樣可以確保大量創建新的 BR。  

  

資金流量和平台收入： 
 

1.用戶購買BILLCRYPT進行存儲和將來使用。創建儲蓄以保留其資金的價值。 

2. BR在平台上為BILLCRYPT平台的用戶發行和實施其項目（公司）的代幣，提供特權，折

扣價，獎金，更好的條件，或其他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但沒有特權。因此，形成了對



 

BILLCRYPT的需求，這影響了其交換和購買價格。要獲得特權，投資者可以提前購買任何

數量的BILLCRYPT，並在必要的時候保留必要的數量。 

3.投資者不僅將能夠獲得項目代幣，而且能夠發展自身的業務，例如，作為合作夥伴在現

實世界中開設新的分支機構。這可以稱為特許經營發展的下一個高級階段。這還將為BILС

創造額外的資金流。 

4.平台的用戶可以按照區塊鏈代表處的指示執行某些工作（指令和技術任務，創建智能聯

繫人，收集信息，廣告，參與促銷和賞金計劃等）。這些作品由BILC支付。 

5.使用BILLCRYPT來獲取虛擬圖像的一部分虛擬圖像Part-ViP，它是真實對象的派生等級反

映。 

6.租用BILLCRYPT。代幣持有者可以將其出租給其他用戶，但需要付費。用戶可以自行決定

使用租賃的BILLCRYPT代幣，向持有者支付租金。 

7.經營活動。該平台以佣金形式獲利。由BR的所有者提供，用於託管，集成系統的其他功

能和服務。從用戶那裡獲得所提供的特權，並使用平台資源建立商業關係。可以兌換佣

金以支付用戶執行的服務和任務。 

8.投資平台活動。該平台基於對公司虛擬形象的分析，可以自動將儲備金中的資金投資到

BR數字資產中來做出投資決策。 

9.通過易貨交易從其他項目及其商業登記冊獲得的代幣銷售收益。 

10.平台上的廣告收據 

  

每月，該平台淨利潤的80％將用於組成BILC回購基金。結果，將產生額外的需求。以這種

方式增加利潤將不斷產生對BILC代幣的償付能力需求，根據市場規律，這將導致其價值增

加。還值得理解的是，保存BILC令牌較長時間的投資者最終將能夠以更高的價格出售它們 

  

BILLCRYPT 是獨特性和大眾性格的結合 
  

這些因素將創建具有自身內部經濟關係的獨立創新模型。 它們將刺激投資關係的發展，

並為集體投資提供新的動力。 將（BR）所有者的收入提高到新水平。 

  

BR，ViP，DApps和智能合約為構建各種眾籌格式以及投資項目的對象和數字資產的結構

權利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可能性。 缺乏複雜的銀行監管和合規流程以及可靠的代表信息的

可用性，有可能使具有（BR）的項目發起人很可能為其項目籌集資金，而不必承擔債務

，並且還降低了成本並提高了盈利能力 。 

 

 

  



 

BILLCRYPT ITO (Initial Token Offering) – (初始代幣發行） 
 

參與者 ITO BILLCRYPT 真正創造了歷史，促進了創新概念的實現和最新技術的發展。 

通過ITO出售 BILC 代幣所籌集的資金將用於在未來5年內為 BILLCRYPT 生態系統的創建和

開發提供資金。 

預售 

在預售初期，早期的投資者轉換為 BILLCRYPT 9 828 042 USD 

 

售前價格走勢圖 

 

 

代幣銷售03年7月1日至9月30日， 

第2輪：2019年10月11日至2020年4月23日，或達到硬上限 

價錢 ITO - 1 BILC = 1 USD = 0.005 ETH 

Soft cap = 10 000 000 USD = 50 000 ETH 

Hard cap = 80 000 000 USD = 400 000 ETH 

發行的 44％= 66,880,000 BILC 將在 ITO 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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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幣分配

  

在代幣出售後的最短時間內，BILC將在交易所市場上交易。 

 

廣泛使用/ BILC將增加其價值，因此，它將成為出色的投資工具。 

 

資金使用 
 

 
 

25％-發展 

25％-營銷 

15％-穩定基金 

15％-縮放 

10％-團隊 



 

    5％-合法 

    5％-行政開支 

 

該項目的實施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發展 

·籌款 

·創建平台 

·縮放 

·與其他區塊鏈集成 

  

籌集的資金數量將影響啟動階段。 

  

如果眾籌的結果低於“硬杯”，則該項目將根據收集到的資金來執行工作量，這在任何情況

下都將產生可行且可能成功的產品。 為了籌集更多資金用於下一階段的啟動和整個項目

，可以進行額外的眾籌。 

  

法律部分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BILLCRYPT加密令牌被實現為數字產品，不能等同於企業的證券或股

份。 實際上，令牌與集成系統的功能以及系統中某些BR，ViP和其他產品的價值相關。 因

此，代幣使您能夠保持對公司的控制，同時滿足投資者的利益。 

 

路線圖 
 

2016    

為現有企業，投資項目和投資者創建統一的多功能區

塊鏈平台的想法的出現。 

 

2017 

概念形成； 

技術，任務，解決方案。 

 



 

Q2 2018 
項目開發，經濟體系和安全體系； 

與項目合作夥伴，投資組目前的參與者進行談判和達

成協議； 

為代幣 BILLCRYPT 編寫智能合約; 

準備封閉的預售； 

6 月 27 日推出 BILLCRYPT（測試版）； 

開始接受封閉式預售的申請，價格 1BILC = $ 0.5 

 

  

Q3 2018 
測試期； 

繼續發展項目，經濟體系和安全體系； 

2018 年 8 月 8 日發行 BILLCRYPT -排放量152000000 

BILC 

封閉式預售：價格 1BILC = $ 0.5 

最低購買 10,000 BILC = $ 5,000 

將現有（早期）投資者的投資資金轉換為 BILLCRYPT 

  

 

Q4 2018 
繼續進行項目 

和經濟體系 

WhitePaper v.1 開發完成 

創建一個項目站點 

10 月 18 日-封閉預售最後階段的開始 

價格 1BILC = $ 0.6 

最低購買 10,000 BILC = $ 6,000 

11 月 16 日-公開預售（接受申請） 

價錢 1BILC = $ 0.75 

最低購買 20,000 BILC = $ 15,000 

 

 



 

Q1 2019 
項目流程建模； 

介紹 BR 和 ViP 的術語和概念； 

建立創新經濟模型； 

白皮書 v.2； 

與機構投資者的談判。 

 

 

Q2 2019 
BR 概念擴展； 

系統過程建模； 

介紹 IVO（初始ViP產品）的術語和概念； 

白皮書 v.3； 

語言本地化（法語，西班牙語，韓語，德語，意大利

語，日語，中文等） 

代幣銷售開始之前的市場營銷，公關和廣告； 

連接到加密世界的項目關鍵人物； 

與機構投資者的談判。 
 

 

Q3 2019 
ITO開始於世界標準時間7月03日13:15 

價格1 BILC = $ 1 

法律 

賞金運動 

術語與交流的協調 

第1輪ITO完成時間：世界標準時間9月30日20:00  

 

Q4 2019  

ITO開始時間10月11日第二輪UTC 

平台開發，基礎架構，設計，佈局，MVP 

術語與交流的協調 

交流申請  



 

Q1 2020 
平台開發，基礎架構，設計，佈局，MVP 

與外部資源的平台集成 

在平台上運行測試BR； 

ViP測試； 

增加市場佔有率 

 

Q2 2020 
完成 ITO  4 月 23 日 22:00 UTC 或硬頂 

完成 BILC 分配 

交易所上市 

BILLCRYPT 交易所開始交易 

發展經濟票據 

該平台技術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工作綜合體； 

測試期 BR＆ViP 

 

Q3 2020 
啟動所有平台功能； 

推出具有基本功能的無線電通信局； 

推出 IVO（初始 ViP 產品）； 

從夥伴關係項目的平台開始； 

從資源池開始封閉的伙伴關係項目預售； 

 

Q4 2020 
啟動全功能 BR； 

整合解決方案； 

開始開放的售前合作夥伴項目； 

開始ICO合作夥伴項目 

 
 



 

2021 and further 
擴展平台功能； 

全球擴張 BR＆BILLCRYPT 

 

 

與社區合作 
我們努力使我們的項目為全世界盡可能多的感興趣的人所熟知。 引起盡可能多的感興趣

並成為我們項目支持者的人們。 

為此，我們對該項目進行了多語言本地化，並在所有大洲的相關語言區域中積極傳播信

息。 

潛在的受眾 Billcrypt 使用各種服務，社交網絡和應用程序進行通信和日常工作。 

  

社交網絡中的定向廣告 
  

到2019年初，社交網絡的受眾人數約為40億。 

手機用戶數量超過50億。這些數字正在快速增長，特別是對於移動設備上社交網絡的活

躍用戶-過去一年的增長率超過40％。 

即使我們考慮到其中一些是偽造帳戶，用於欺騙的“機器人”以及一個人的第二或第三種帳

戶，真實用戶的數量仍然相當可觀。 

關於網絡流量的結構，取決於設備的類型，移動用戶產生的流量最多，佔56％。 

  

這些都是吸引感興趣的受眾的絕佳機會，因為所有平台都提供了多種廣告工具來傳達必

要的信息。 

由於活躍用戶超過20億，Facebook佔據了大部分市場。 

Instagram有超過十億的活躍用戶。 

QQ，微信和Qzone共有大約30億活躍用戶，覆蓋亞太地區的大部分地區。 

  



 

信使越來越受歡迎，在其中創建了許多作者頻道，它們都包含有趣而有用的內容，吸引

了許多專心而活躍的訂戶。中國微信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遊戲之一，擁有超過9億人。這

不僅是聊天，還包括可能進行付款，預訂等的整個生態系統。 

  

Kakao是韓國人的主要地標，觀眾超過1億。 

  

電報是在全世界積極使用的即時通訊工具，受眾超過2億。 

  

對於項目的全球發展而言，也與之相關： 

YouTube，VK，Twitter，Reddit，中。 

這些是現代且相關的渠道，用於將信息傳遞給喜歡作者內容並深深浸入材料的用戶。 

  

這些社交網絡和 Messenger 是向國際社會介紹 Billcrypt 所體現的思想的主要方式。 

 

內容相關廣告 
  

在搜索 Internet 時吸引潛在用戶並引起其興趣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上下文廣告。 

  

我們深知，投資區塊鏈項目的決定不一定總是立即發生，因此，為了讓用戶在我們日常

生活中伴隨的所有信息噪聲中關注我們的服務，必須確保最大程度地 觸摸次數。 為此，

搜索引擎中的世界領導者-Google，必應和中文百度-都是完美的。 

  

在知名聚合商中的ICO列表 
  

ICO聚合器是專用的Internet資源，可為用戶提供有關世界各地即將進行的ICO項目的信息

：日期，代幣價值（項目代幣），階段，獎金等。全球和本地都有很多列表，可幫助創

建 購買決定，權衡項目的利弊，找出其他用戶對此的意見。 

  

媒體-區塊鏈/加密貨幣/ IT  

當然，我們會特別關注對具有大量Internet資源的項目的詳細而透徹的評論，這些評論每

天從IT，區塊鏈技術和加密貨幣的角度涵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一切。 門戶新聞工作者的權

威性意見不僅將使潛在的Billcrypt用戶能夠形成意見，而且還可以從參與專業項目分析的

人員那裡獲得反饋。 

  



 

因此，流行的社交網絡中的信息發布和廣告，即時通訊程序，搜索引擎中的上下文廣告

ICO聚合器和專業媒體將提供最廣泛的受眾覆蓋範圍以及大量的平台用戶。 

 

社區建設  

社交網絡中的頁面BILLCRYPT。 

關於Medium和Golos的項目博客。 

官方聊天室位於可Telegram。 

  

為了方便用戶，我們在各種資源上維護了BILLCRYPT官方頁面，在該頁面上發布了有關項

目開發進度的所有相關信息以及對所有問題的解答。 以及最近活動的公告，在這裡您可

以親自與我們的團隊交談，討論新出現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團隊補充資金或建立新的合

作夥伴關係。 

我們網站上的鏈接billcrypt.io 

  

這些是我們與社區溝通的主要渠道。 您想了解有關該項目的詳細信息嗎？ 問技術或其他

問題？ 您是否要對項目提供反饋，以分享想法？ 還是只是與團隊聊天？ 我們的官方電訊

用英語和俄語聊天，用中文微信聊天，用韓語聊天Kakao是做到這一切的最佳場所。 我們

將力爭盡可能快且易於訪問。 

  

聚會，會議，展覽 
  

在ITO之後，我們將準備一份有關區塊鏈技術的最重要的世界會議和展覽的清單，我們將

準備親自回答所有問題。 而且，對我們來說，這是將我們的主要思想引入DApp開發團隊

的絕好機會。 這不僅是尋找合作夥伴的機會，而且還通過向他們展示如何借助我們的基

礎架構幫助我們解決他們的項目問題，從而增強了團隊的能力。  

 

Bitcointalk.org  
  

在對加密貨幣和區塊鏈世界感興趣的人們中，最受歡迎的論壇是100％bitcointalk.org。 因

此，我們計劃在此專門的區塊鏈/加密貨幣資源上使用所有語言表示的官方項目分支，您

可以在其中提出問題並了解有關BILLCRYPT的更多信息。 

  

與風險基金合作  

在 PRE-ITO 和 ITO 階段吸引風險投資將使我們能夠收集項目開發所需的金額。 我們正在

密切關注這種互動，為此，我們不僅以有力的想法來參加ITO，而且以深思熟慮的概念，

發展戰略，項目的創新經濟學，完善的財務和營銷計劃， 這無疑證明了我們不僅有能力

使工作開始進行到最後，而且還可以建立全球成功的業務。  



 

使用加密貨幣交易所 
  

我們知道，BILC 不僅在系統內受益，而且在交易所上進行交易是多麼重要，以便用戶始終

可以從對我們項目的投資中獲利。 因此，在ITO結束後，我們將立即處理將令牌放置在大

型加密貨幣交易所中的問題。 BILC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公告將及時發佈在我們的官方資源

上。 
 

 

球隊 
 

國際項目團隊由對區塊鏈，加密貨幣市場，經濟的創新發展和現代金融技術的機會和前

景充滿信心的愛好者和專業人士組成。 

平台 Billcrypt pl 從事專業開發團隊，參與成功的全球品牌平台的開發。 

 

 

 

 

 

 
 
 

 
 
 
 
 

該項目的創建者和創建者是在創業和管理活動方面具有豐富經驗，在創建和開發成功的

商業項目方面具有實踐經驗，在古典和加密貨幣市場進行投資具有長期實踐技能的商人

和金融家。 
  

管理團隊擁有豐富的專業能力和智力資源來執行其計劃。 該團隊由一群有多年成功經驗

的經驗豐富的投資者領導，是一群私人投資者的負責人。 

  
 
 
 



 

 

 

Evgeny Kulikov 

BILLCRYPT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私人投資者集團負責人 Rich-Invest 

 

 

 

 

Siarhei Lutsenka 

業務發展總監     
      

 

       

     

 

 

 

Daniel Grieg  

常務董事 

TECH 團隊的協調員 

 

 

 

 

 

 

Aliaksandr Kotau 

區域發展總監 

 

 

 

 



 

 

 

Deepanshu Bhatt 

顧問，籌款人， 

                                                                               區塊鏈顧問 

                                                                               新加坡大使 
 

  

 

 

 

 

Zahid Imran 

投資銀行家， 

頂級顧問，ICO 專家， 

阿聯酋代表 

 

  

 

 

         Hamza Khan 

頂級顧問，ICO 專家， 

恆星區塊鏈專家開發人員 

交易所上市代理 

 

 

 

 

 

 

Artur Holzwert 

ICO，IEO，STO 顧問， 

數字營銷顧問 

籌款發起人 



 

 

 

 

 

Shehzad Khan 

ICO, ITO, IEO, STO, IPO  

顧問 

 

 

 

 

 

 

Rubab Arshad 

ICO, IEO 顧問,  

市場，促銷和增長顧問， 

交易所上市 

 

 

 

 

 

 

 

 

Zied Chaabane 

顧問, 中東和北非地區 

籌款代表 

中東和北非地區首家加密貨幣控股公司的聯合創  

始人 

 

 

 

我們為技術，法律，財務，市場營銷和其他等待開始工作的團體選擇了廣泛的候選人名

單。 

他們中的一些人參加了項目形成的準備階段。 

 

 



 

結論 
 

我們的項目正在積極開發中，此版本的白皮書可能被視為未完成。 將對其進行改進和添

加。 更新的版本將及時發佈在項目 billcrypt.io 網站上。 

 

 

 

 

 

 

 

本白皮書中的任何內容均不得視為任何形式的招股說明書，要約或投資邀請，也絕不與

要約購買任何司法管轄區的要約有關。 本文檔未按照旨在保護投資者且不受其約束的任

何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或法規起草。 

我們不保證盈利，我們僅評估和描述項目的潛力，並提供專家意見，這只能作為建議，

而不能作為保證。 投資者可以自行決定對該項目的貢獻。 

 

 

版權*（C）billcrypt.io 2019 

  

 

*允許出於非商業目的和教育目的而復制和分發本文檔中的任何材料，即： 

未經引言或未經商業許可的任何商業用途，且未獲得 的許可，但必須引用原始來源並適

當提及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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