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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在听取了社区和顾问的建议后，我们正在改进我们令牌销售的方式。
•	 我们把为期4年的令牌销售分割城八个阶段。
•	 这是为了向我们的社区和令牌持有者展示我们的里程碑的进展。
•	 2017年10月31日有效
•	 令牌的销售细节将取代现有结构，如下所示：	

Phase 1 (2nd November 2017)
30,000,000 PYN hard-cap
Bonus: Nov 2, 2017 – Nov 3, 2017 – 27%
 Nov 4, 2017 – Nov 30, 2017 – 18%

第二阶段	-	2018年5月的最后一周
PYN上限：35,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25％的奖金

第三阶段-	2018年11月的第2周
PYN上限：35,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23％的奖金

第四阶段-	2019年5月的最后一周
PYN上限：35,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21％的奖金

第五阶段	-	2019年11月的第2周
PYN上限：35,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19％的奖金

第六阶段	-	2020年5月的最后一周
PYN上限：30,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17％的奖金

第七阶段	-	2020年11月的第2周
PYN上限：30,000,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者的15％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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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阶段	-	2021年5月的最后一周
PYN上限：22,045,000	PYN
奖金：PYN令牌持有人13％的奖金

注意
•	 PYN上限包括所有奖金发放
•	 PYN令牌持有人将在所有即将到来的阶段（从阶段2开始）获得保证优惠奖金，优惠奖金总是高于

公开销售奖金。
•	 从第二阶段开始的所有PYN销售将以当前的市场价格加上奖金。
•	 每个阶段的所有未售出的PYN都将被销毁，而不是回到令牌供应池。

阶段1 - 8的里程碑

第一阶段
30,000,000	PYN
•	 •获得新加坡的汇款许可，并发起全球汇款业务
•	 •在世界范围内推出Paycent借记卡
•	 •推出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双钱包
•	 •建立抽象层和与交易所的整合

第二阶段
35,000,000	PYN
•	 与Forest.ae合作
•	 获得许可证并向5个国家扩展——越南、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和尼泊尔
•	 推出MPOS
•	 菲律宾银行并购，建立小额融资信用评级体系

第三阶段
35,000,000	PYN
•	 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扩张
•	 获得欧盟的EMI许可证
•	 小额贷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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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35,000,000	PYN
•	 在30家房地产开发商，将PYN作为租赁的支付方式
•	 开发与机构、酒店和零售/电子商务的PayPal	mPOS	API整合
•	 扩大到欧盟并开始运行mPOS
•	 与阿联酋央行(Central	Bank	of	UAE)在汇款问题上的发展

第五阶段
35,000,000	PYN
•	 向非洲次大陆、南部和中美洲扩张
•	 向美国和加拿大扩张

第六阶段
30,000,000	PYN
•	 为中东地区的银行和政府服务开发统一的数字支付网络
•	 获得CIS汇款网络的许可证，并提供包括小额贷款在内的Paycent服务

第七阶段
30,000,000	PYN
•	 亚洲区块链技术学院土地收购与开发(ABIT)

第八阶段
22,045,000	PYN
•	 投资于针对航空、物流和分销的区块链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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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为什么Paycent将其标记销售分为8个阶段?

我们一直在听取我们的社区和顾问的意见，我们希望改善预售的正常工作方式。我们相信，通过将我们
的标记销售分解为阶段，令牌持有人可以在做出贡献之前跟踪我们从阶段到阶段的进展。这也是为了向
我们的社区和令牌持有者展示我们的里程碑的进展。

这与在托管中持有全额的金额有何不同?

我们相信，通过透明和允许公众跟踪我们在每个阶段的成就，我们将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令牌持有
人，而不是只做一次象征性的销售。

对当前的PYN令牌持有人有好处吗?

所有的PYN令牌持有人将获得参与所有即将到来的阶段的优惠权利，以及将在公共销售中获得的额外
奖金。

那么，你正在挖掘更多的令牌吗?

不，PYN的总量将是一样的。	这个变化是我们分阶段提供的。

每个阶段都有严格的上限吗?

是的，每个阶段都将有一个严格的上限，如附录中所述，这将包括所有奖金支付和现有令牌持有人优先
购买权。

有多少个阶段？

我们公司的4年计划将有8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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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优惠权？

优惠权是向当前PYN令牌持有人首次提供的选择，可以在向公众开放销售前以奖金的形式参与即将到
来的令牌销售阶段。	目前PYN令牌持有人的此次出售将在公开销售前48小时开放。

我为什么不等会儿再买呢?

是的，你可以，但你会错过PYN令牌持有人的奖金，也可能错过了升值的机会，因为PYN的销售与里
程碑和支付的表现有关。

如果Paycent没有达到每个阶段的硬性上限，会发生什么?

作为Texcent的一部分，Paycent至今仍由创始人自筹资金。创始人已经决定介入，并在需要的时候弥
补差额。每一个阶段的未售出代币将被销毁，确保令牌供应将始终保持有限。

PYN在每个阶段的价格是多少？

PYN将以市场价值出售，并将在所有即将到来的阶段获得奖金。现有的PYN令牌持有人享有优先权利(
如附录所述)，奖金总是高于公开出售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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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Paycent是一个全球移动的双电子钱包，它可以通过加密货币(如Bitcoin,	 Ether、Litecoin)在同一移动
应用程序中获得高流动性和法定货币的资金。这使得加密货币持有者有多种消费渠道，并跨越了法定
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鸿沟。通过整合法定货币和加密手机钱包，再加上将借记卡与Paycent联系在一
起，这将使200个国家和3600万点的Paycent被大众接受。Paycent和Paycent	 mPOS的完整系统允许
支付日常家庭支出，如公用事业、有线电视和电信等。所有从加密货币到法定货币的转换将实时完成。

2.我们在市场中的出众之处和竞争优势
Paycentos是加密钱包和我们的Paycent法定货币钱包的延伸，它将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创造一个完
整的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系统。正如Paycent是一个成长的工作产品，我们有一个成熟的网络和不断扩
张的加密货币系统。我们已经获得了监管许可，目前正在与几家政府、银行和公司进行合作谈判，以建
立一个更大的Paycent和Paycentos的系统。我们已经在申请中取得了成功的进展，我们完全致力于改
善钱包。发展的几个方面如下:

2.1 监管许可证
我们在阿联酋和菲律宾获得了监管执照，在新加坡和香港获得了原则性的批准。有了这些许可证，我们
就可以在这些国家开展业务，并建立我们的用户基础。

2.2 银行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第二次谈判，以收购和合并菲律宾的两家银行，为Paycentos创建一个更大的系
统。Paycent将作为合并银行的在线渠道发挥作用，为无银行账户提供小额融资和基础银行服务。这一
战略将使我们能够在亚洲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并更快地渗透到大众市场。

2.3 交换
我们正在进行谈判，在迪拜以及在阿联酋中央银行的监督下发展和主持我们的交易--Paycent实时交
易。这将为Paycentos和其他加密货币提供实时定价并提高流动性。这将是一个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在受
管制交易所上的加密交易。

2.4 支付基础设施
我们正在与埃及和约旦进行高级谈判，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字支付网络，以供他们的银行和政府服务，
并以Paycent作为其国家支付基础设施的在线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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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立法定货币系统
目前有超过一千名商家将Paycent作为在线支付模式。这gui’gong’yu过去一年的团队努力，我们的
团队正在不断地努力扩大这个系统。

2.6 确认加密系统
“我们已经与阿联酋的Est房地产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其成为第一个将Paycentos作为支付令牌的加
密钱包的使用者，并且我们还在与30多家房地产开发商进行谈判，说服他们将接受Paycentos作为支付
方式。”

3.支付背景
Paycent是Texcent亚洲有限公司的开发项目，新加坡已被选为我们的公司总部。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	 新加坡的金融科技文化蓬勃发展
•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对新科技理念和孵化项目持开放态度
•	 南亚人口众多，手机普及率很高，有大约6.25亿人没有银行账户

1.政策研究工作报告7255“全球Findex数据库2014”衡量世界各地的财务纳入（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

rated/en/187761468179367706/pdf/WPS72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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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上的钱投入到更好前景的项目上

4. 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

4.1 将加密货币带入到公众中
Texcent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加密货币市场/系统带给主流群众。这样的受众可能很少有使用加密货币
的经验，而且更有可能不容易使用和投资加密货币。此外，人们还担心需要克服的新技术。在Paycent
应用程序中，用户可以使用Paycentos电子钱包(Paycentos	 e-	 wallet)，允许用户购买加密货币，使用
加密货币，并使用简单无缝的界面投资加密货币。区块链/加密货币系统的好处将转变为巨大的法定货
币资产注入加密货币，这将会壮大整个系统。加密货币持有人将会更好地接受加密货币通过paycent及
其双电子钱包成为主流这件事。

4.2允许加密货币用户有多种消费渠道 
“加密货币目前的限制因素之一是，尽管系统正在壮大，但在日常生活中却缺乏使用它的途径。”使用
Paycent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支付他的公用事业费用，并在双电子钱包内购买加密货币。由于我们的无
缝集成，我们增加了使用加密货币的渠道。使用可选的Paycent借记卡，加密货币也可用于包括ATM取
款在内的2亿点。

4.3 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反之亦然
“随着两款电子钱包之间的无缝集成，所有的加密货币转换都将以实时的汇率进行实时交易。”这可以
消除主流受众对加密货币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一旦加密货币被转换，它就会立显示在他们的付款的法定
货币电子钱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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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无银行账户现金
		
有了Paycent电子钱包，无现金银行将会通过IOS或者安卓应用程序很容易地获取我们的商业系统和支
付账单。这将使得公众与我们的客户甚至是有超过两亿点ATM取款的品牌借记卡参与到这个数字化世
界当中。有了Paycent，我们就能够帮助无银行账户者推到货币自由的最前沿，用一个应用程序将法定
货币兑换成加密货币，反之亦然，并将其用于日常用品的开销上。这个钱包可以让庞大的人群获得金融
服务，否则将会被这个无现金的社会抛到身后。					

4.5 为无银行账户融资
		
银行通常不向无银行账户的个人和新兴的中小企业家提供非抵押贷款。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小额贷款或小
额融资。使用专有的Paycent方法，我们将会评估个人并向这群人提供贷款。
	
通过使用大数据和KYC过程，Paycent将收集客户的人口和财务信息。此外，Paycent将建立一个用户
信用评级和价值评分的电子帐号，然后将其与用户的电子钱包资料联系起来。一些关键的得分因素将包
括:
•	 数字身份和信用
•	 社会媒体历史
•	 还款历史
	•	 家庭身份验证

“最初，向新用户提供的贷款规模很小，但随着他们的声誉得到改善，限额将会提高。”社会媒体和家
庭身份将构成一些大数据，我们将收集这些数据来构成这些人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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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型令牌出售
实现和整合我们的加密电子钱包和我们的实时支付的法定货币钱包需要特定的资源。从开发商那里引进
合适的人员到法律和发展基础设施需要额外的资金。我们提供了一个初步的PYN令牌的象征性出售，
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方法募集资金，让社区参与到我们在加密货币和法定货币领域跨界的成功中。在需要
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的时候，可以在Paycent的双电子钱包中使用该令牌。

5.1 提供什么？

在新加坡时间2017年11月2日上午九点至2017年11月30日之前，我们将为公众提供60%的PYN令牌。
另外的19%的PYN令牌将被Texcent用做储备。额外的1%的赏金将用于赏金运动。其中10%的令牌将
用于所有垂直领域的相关区块链技术的教育和研究，其中一部分也将用于资助马尼拉的土地赠款，以建
设亚洲区块链技术学院(ABIT)。ABIT的愿景是将社区里最聪明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打造这个项目。剩
下的10%的PYN令牌将分发给创始人、员工和早期投资者，以确保公司内部的长期利益和一致性。

“除了建立亚洲区块链技术学院(ABIT)之外，我们还将为有抱负的开发人员提供学术研究和教育课程，
他们最终将为区块链社区做出贡献和造福。ABIT还将在菲律宾和该地区建立一个大型的区块链社区，
并与各地区大学建立研究合作，对区块链的各种类型和垂直方向进行研究。将为所有感兴趣的学生和
发展商举办区块链及其衍生品课程，并将组织区块链会议，在社区内交换意见，并为大众带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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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PYN令牌将以1:600的价格售出(1个ETH将给你的600个PYN令牌)。其他加密货币将被转换为购
买。最低投资额为0.025以太。

我们将接受最高45万美元的限额。如果此金额在我们的令牌销售截止日期前筹集到，我们将停止销
售。如果金额小于最大值，则此比率仍适用于所筹集的金额。

5.2 对令牌持有者的回报
持有PYN令牌的人将获得用Paycent电子钱包将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兑换的总汇率收入的33%。这一计
划将由以太的形式按季支付给PYN持有者。

对于Paycent借记卡的用户，他们将在PYN令牌中获得0.1%的额外支出，作为忠诚用户的回报(类似于
信用卡的现金支持)。	 这将创造PYN令牌的二次分配，这将为价格支持和价格上涨创造PYN的开放市
场。

在此销售之后，我们不会创建新的PYN令牌，以支持PYN在公开市场上的发展。

PYN令牌持有人将获得小型贷款总额33％的收益。这将按季度向PYN持有人支付ETH中的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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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例方案
Paycentos是用于购买/销售数字货币的最便捷的钱包，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Paycent卡。它允许用户
通过现金、银行卡、银行转账等方式，将当地货币放入钱包，然后再将法定货币兑换成等值的比特币或
以太币。

1. 将法定货币转换为比特币/以太币，反之亦然

汤姆从一个朋友那里收到了几枚比特币作为结婚礼物。直到现在他朋友对他浪费的礼物感到生气。在
Paycentos的基础上，他可以将比特币兑换成当地的法定货币。

2. 在世界各地旅行，不用担心现金

有了Paycent卡，你可以在200个国家的3600多万商家付款，而不用担心当地的货币。当你刷卡
时，Paycentos电子钱包将把你的比特币/以太币兑换成当地货币。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在任何ATM机
上使用这张卡，以提取当地货币基金，支付适度的货币兑换费。

3. 分开账单或者向你的朋友支付

告别债务。Paycent应用程序允许你与你的朋友分摊账单，或者在没有任何费用的情况下立即用电子形
式或法定货币支付给他们。



8

4.生活在阿联酋的菲律宾工人

“琼恩住在迪拜，他的母亲住在菲律宾。每个月，琼恩都会把一些积蓄送给她。他过去常与像Money-
Gram和Western	 Union这样的传统资金转移公司合作。厌倦了长长的排队和高额的便利费，他开始寻
找一种可靠的支付方式，可以用低费用快速转账。”

他偶然发现了Paycent，签下了他母亲的Paycent借记卡。她用这张卡向超过10万名商人和sarii	 -	 sari
在菲律宾的商店支付。此外，她还从当地的ATM机中提取现金。无论何时，当卡的余额很低时，Jon用
法定货币/数字货币来进行充值。

因为传输发生在区块链上而且是实时发生的。此外，转移费用是最低的。琼恩不再担心，生活得很幸
福。

5. 消除密码的进入壁垒

贾在越南生活。她努力工作，想要为家人攒钱。由于她的国家货币经常波动，她总是担心越南盾的储
蓄。银行只允许她用当地货币储蓄。她一直在寻找可靠的替代解决方案。

贾能够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注册申请并完成e	 -	 kyc。这款应用程序可以为她提供的除了发送资金之外
的功能，让她感到惊讶，她可以在她的Paycentos钱包中存储数字货币，并在实时基础上重新转换为法
定货币。

尽管她从未听说过区块链技术，但Paycent应用给了她一个使用该技术的舒适之地。她觉得自己做了一
个正确的选择。

普通大众接触加密货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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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用法

7.1 时间表
7.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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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汇款和钱包许可证、银行总执照和菲律宾的两家银行

45,000	ETH

“这将允许Texcent在其运营的国家申请完整的银行执照。”目前，Texcent正在申请香港、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的资金许可证。完整的银行执照将使Texcent有能力降低交易费和转让费。此外，Texcent将
能够更好地来协商当地用户的信用卡奖励和版税。在菲律宾，我们正在进行第二次谈判，目的是收购两
家银行并将它们合并，以便让Paycent成为他们的在线业务，这可以为无银行账户提供小额融资和基础
银行业务。由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它将需要大量的营运资金来获得所有50个州的汇款和全
部银行执照。

• 用户获取和市场营销

157,500	ETH

这将被用于向法定货币世界推广加密货币的好处，Paycentos允许正常的法定货币用户进入加密货币世
界，以及它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将加密货币转换为法定货币并用于日常开销。	 我们将针对仍然在法定系
统中的高比例财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以便于使用“双重”电子钱包。

• 国家经营和销售团队

90,000	ETH
	
由于Paycent跨越了隐私和法定世界，所以需要办公室和销售合作伙伴关系和商家采购。	这样可以确保
付费公司拥有丰富的商家和支付网关生态系统，使我们的用户能够使用加密和安全付款。	我们针对9个
国家，每个国家的运营成本为10,000	ETH。

• 商业收购和战略伙伴关系

90,000	ETH	
	
这将被用于战略伙伴关系，以便我们的Paycent用户几乎可以拥有一个即时的并且允许在国内市场使用
和交换加密货币的商业系统。此外，我们的销售团队将为当地的“妈妈和流行”（mom	and	pop）
商店提供资金，以吸引他们使用我们的Paycent多程序操作系统，这个系统接受Paycentos加密货币和
Paycent的法定货币。这将允许Paycent的用户在他们的社区拥有一个市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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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costs

67,500	ETH
	
与区块链交换的集成是高度技术性的，需要熟练工程师的资源来构建和执行。资源密集型项目将建立一
个抽象层，允许未来的交易所使用我们的Paycent双电子钱包框架“即插即用”。所有其他的综合成本
将是由“砖和灰泥”产业类型所集成到我们的paycent双电子钱包中，如u型公司，电缆，学校和地方
政府机构。零售和电子商务站点将通过区域/本地聚合器集成。

8. 产品信息

“在Texcent，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移动和无现金交易的领导者。”

8.1 什么是PaYceNT

Paycent是一个由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公司Texcent提供的金融平台，致力于提供完全集成的移动应用程
序。Paycent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移动和无现金交易的领导者。Paycent在一个完全虚拟的频道上运行，
由两个应用组成:一个是用户，一个是商家。我们为用户和商户提供一个安全便捷的数字支付平台，您
可以在不使用现金或信用卡的情况下发送和接收资金，购物和支付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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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多资产(任何区块链资产与Paycentos钱包兼容并接受)
•资产在Paycentos钱包中保持加密
•最好的外汇和交易费用
•分散和信任存储
•覆盖近200个国家的线上和线下，全球有3600万的接受点

•Forest.ae的所有租赁房产都可以用Paycentos进行支付”

用户每次购买交易都能获得0.1％的奖励。	 这种激励将以每月的PYN令牌的形式转移给用户，这另
外给予了他们成为PYN令牌持有人的机会，并进一步受益于令牌的潜在价值增益（参见下面的标题
为“Paycent原始令牌销售”进一步细节）。	展望未来，Paycent的目标是实时分发奖励。

8.2 什么是PaYceNTos

Paycentos是一个加密钱包，允许用户无缝地在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进行交换。Paycentos电子钱
包是主要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因为它能让用户通过智能手机或实物借记卡在200个国家和3600万商家
使用区块链资产进行购买、存储、转账和支付。

Paycent的目标是使得用户能够实时便捷地使用区块链资产和法定货币，同时遵守行业最高安全标准。

因为Paycent应用是建立在一个分散的平台上的，用户和企业可以无缝地交换他们的资产。这消除了目
前市场上集中解决方案所观察到的风险和欺诈行为。

加密资产会在我的交易过程中自动转换。Paycent本身就是一个交易平台，用户可以方便地将所有类型
的区块链资产转换为Paycentos令牌而不产生任何服务费用，反之亦然。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加密资
产，用于任何直接付款或从付款应用程序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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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什么是PaYceNT mPos

Paycent	 mPOS允许商家能够自由地从我们的用户那里接受加密货币，他们可以通过Paycent加密钱包
或任何其他私人加密钱包。这使得商家可以选择将其保存在加密系统中，或者在实时转换成法定货币。
如果商家在crypto系统中进行交易，可以将普通的卡MDR节省下来，这为那些想要现金的但却被银行

和信用卡公司收取的低利润费和高最低消费所限制的商家增加了额外的利润。

mPos延伸版

为了使所有商户都能接受加密货币。我们正在创建一个Paycentos加密网关，将其作为一个插件，并对
现有的POS系统进行修改操作，为商家增加了对VISA、MC、AMEX、JCB、Union	 Pay和加密货币的
支付。在零售、酒店和旅游行业，企业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mPOS将在Web和Android	 /	 iOS上发挥
作用。使用我们的网关/	 mPOS的商家将在我们的平台上的类别商户列表中被列出。此外，商家还可以
向全球数以千计的加密用户推广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内部交易所提供美元，欧元，英镑，新加坡元等等对于我们的付款商业平台的竞争力的汇率的有
价值的因素。	 我们为法定货币提供最低汇率兑换加密货币。	 我们系统中的接受货币清单涵盖：欧元，
美元，英镑，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很多即将加入的货币。
	
商户的登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为商家集成网关的技术带宽需要1	 -	 2小时，在开发阶段提供全面的技
术支持。
	
对商家有利的是，他们不再需要大量的MDRs，而且他们的品牌和促销也有全球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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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PaYceNT信用卡
允许加密货币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使用

Paycent	 Card的目标是实时便捷地为用户提供大量的区块链资产和法定货币，同时遵守业界最高的安
全标准。

我们的用户发了一张Paycent	 card(虚拟的和实物的)和一张借记卡，这张借记卡也可以通过Paycentos
钱包(绑定到卡上)同时使用信用卡、借记卡和银行转账来充值。这个钱包可以使用区块链的资产，目前
比如比特币(BTC)，Ethereum(ETH)，Dash(Dash)以及ERC20等其他有价值的数字资产。而且，未来
可期，借记卡可以作为信用卡(邮政银行执照)。

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用户可以使用诸如kiosk和现金存款机之类的渠道来加载他们的Paycent钱包，这
款钱包可以被转换成Paycentos钱包。现在，法定货币可以转换为加密资产。由一个借记卡管理这些加
密资产，并可以在线和离线使用。

PayCal卡与全球着名的发卡和处理公司的协同效应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其用户能够在200个国家和
3600万商户（即接受点）中交易和支付任何服务。	另外也可以从ATM终端提取现金。

Paycent用户可以通过Paycent借记卡(Paycentos	 Wallet)在线下和在线渠道使用他们的BTC、ETH、-
DASH或ERC20资产，无论卡在哪里被接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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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Paycent应用是建立在一个分散的平台上的，用户和企业可以无缝地交换他们的资产。这消除了目
前市场上集中解决方案所观察到的风险和欺诈行为。

在交易时加密货币到法定货币的转换会自动发生。Paycent钱包充当了交换机的角色，用户可以方便地
将所有类型的区块链资产转换为Paycentos令牌，反之亦然。用户可以在不同的加密资产中选择任何特
定的交易或直接从Paycent钱包购买。用户在Paycent	 App上生成虚拟的和实物的Paycent借记卡，同
时创建了多密码钱包。实物卡可以从应用程序本身订购。

在Paycent	App用户之间转款加密货币是免费的，货币可以在其Paycent借记卡上的收款方实时获得。

自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30日起，将在亚太、独联体、欧盟和英国发行1万份借记卡。这1万张
借记卡分为纸牌、蓝宝石和红宝石牌。我们将分别向我们的早期投稿人免费提供纸牌和蓝宝石借记卡，
他们分别贡献了超过500个和100个ETH。Paycent的红宝石卡将以每张卡15美元的标价收取费用。

PaYceNT信用卡 

1.PaYceNT纸牌卡
这是Paycentos（PYN）令牌持有者的限量卡，持有者
在该项目中投资了500	 ETH或更多。	 除了令牌持有人的
多次额外奖励之外，每日支出限额为十万美元，取款限
额为五千美元。持卡人可以免收发卡和交付费用。

2.PaYceNT蓝宝石卡
这张卡是为在项目中投资100ETH或更多的PYN令牌持
有人设计的。它的每日开支上限为5万美元，取款限额
为3000美元。持卡人可以免收发卡和交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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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PaYceNTos实时框架
支付实时框架层将是我们将与阿联酋中央银行联合建立的交易所的基础。	 Paycentos将在阿联酋中央
银行和Texcent的联合管理下进行这种交易并且需要支付交易所提供的服务。随着Forest.ae和房地产系
统的进入，接受Paycentos作为默认的加密货币对Paycentos的需求和增值是有保证的。

3.PaceNT 红宝石卡
这张卡可以通过用户的app生成，如Paycent红宝石虚
拟卡，他们也可以可以订购实物卡。这将是标准的Pay-
cent借记卡，每天消费限额为5000美元，取款限额为
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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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加密货币到法定货币的用户流量

9.3 总流量

9.1 法定货币到加密货币的用户流量

9.用户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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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回购和退税计划

10.1 我们的mPos mDR 为1.1%

(a) 非Paycentos加密货币
•	 1%用于Paycent运营费用的支付。

•	 0.1%用于从市场季度直接回购Paycentos，然后立即损毁。这将在商户使用我们的mPOS后的5年
完成，在此之后，商户只收取1%的MDR，而商户将不会成为我们的回购计划的一部分。由于我们
将扩大我们的商业生态系统，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为我们的回购计划做出贡献。

(b) Paycentos加密货币

•	 1%用于Paycent运营费用的支付。

•	 	 	 1%以“令牌”形式返回给用户，并按季度存入Paycentos电子钱包。这是为了鼓励我们的Paycen-
tos电子钱包用户改用Paycentos作为默认加密货币，从而增加其需求。

10.2 我们的mPos mDR 为1.5%
•	 1%用于Paycent运营费用的支付。

•	 0.5%用于从市场季度直接回购Paycentos，然后立即损毁。
	
•	 随着这一回购和以有限Paycentos的供应损毁，我们希望能让Paycentos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机

会，以保持供给的减少和价格上涨的巨大潜力。

•	 我们已经与Forest.ae签署了一项协议，成为他们唯一的加密货币电子钱包，以便从他们在GCC的出
租物业收取Paycentos的租金。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中谈判达成了特定的MDR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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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令牌销售总结

注意：
•	 Paycent初始令牌销售后，Paycent将不会创建任何新的PYN令牌。
•	 所有未售出的PYN令牌将被清算/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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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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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办公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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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我们的PaYceNT应用

我们的加密电子钱包将集成到这个基础应用程序中

伙伴

团队
Sumedha	Goel
总裁和创始人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在亚洲投资集团中东工作超过9年。	她是一位早期的比特
币爱好者，他相信数字付款的未来。Sumedha是一位热心的博客作者，目前正在写
一本关于她在失去癌症丈夫后的人生旅程的书。

Svetlana	Umarova
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

创始人兼总裁在亚洲投资集团中东工作超过9年，她帮助建立了10亿美元的集团。
她相信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是未来，两者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整合。斯维特拉娜是
一个精明的投资者和旅行者。

Brian	Tan
首席执行官

有战略合作伙伴和公司发展经验，有在支付行业工作的经验。他是一名优秀的职
业经理人，毕业于南昆士兰大学。Brian是2013年以来比特币生态系统的早期投资
者。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paycent/id1230034925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3Fid%3Dcom.texcent.paycent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excent.paycent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paycent/id123003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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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in	Gupta
首席运营官

支付和金融科技专业人员超过9年的经验。通过战略营销、伙伴关系和新产品的开
发，提高市场份额，提高品牌绩效。

Arthur	Munsayac
首席信息主管

有近20年的IT工作经验，7年多的美国国际集团中东首席信息官。他参与了阿联酋、新加坡和菲律
宾的几家初创公司，从概念化为最终定稿。他管理着一个由40名专业人士组成的高技能软件开发团
队。亚瑟目前正在根据中央银行的PCI	DSS标准来完善AWS基础设施安全政策。

Helen	Laylo
公司及公共关系主管

她拥有16年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经验，负责公司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业
务。一个装备精良的专业人士，总是把激情和努力放在每件事上。

她拥有计算机教育学士学位。

Hassan	Alshiek
技术主管

拥有7年应用开发经验的熟练软件开发人员，他在建筑开发和数据库设计方面具有技
术领先优势。他目前管理着一个由20多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Hassan在业务逻辑
实现方面有很强的知识。

Vishal	Taneja
业务发展经理

Vishal是一个区块链和技术爱好者，在支付行业和消费市场的商业和战略领域有超
过3.5年的实践经验。他之前曾与MobiKwik钱包合作，作为一名商业开发人员致力
于使印度成为一个无现金社会。

他拥有印度德里工程学院的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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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Virtucio
高级软件架构师

拥有7年的应用开发经验，他是一个团队合作伙伴，即使在紧迫的时间内也能工作。	
他是一名资深软件架构师，在应用架构和基础设施架构的专业知识方面，亚力克斯
已经领先了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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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
Peter Bergstorm

自2011年以来，比特币系统的早期热衷者和投资者。2014年加入比特币基金
会(US)，成为一名传播者和筹款人，并成立了BitBlock	 Ventures，一家位于新
加坡的区块链、ICO和智能合同企业发展公司。在此之前，他的职业生涯跨越
了20多年，在微软(Microsoft)和索尼欧洲(Sony	 Europe)等公司担任软件出版
主管，并担任总部位于洛杉矶的巨人媒体集团(Giant	 Media	 Group)的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

aaron Lam

亚伦是新加坡公民，拥有20多年的企业财务、税务和审计经验。他在普华永
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税务和审计部门执行
税务合规和税务咨询，以及对各种不同行业的客户进行法律和特别审计，特别
是在石油和天然气、电子、贸易、物流和投资管理方面。1996年至2007年期
间，亚伦与维克斯•巴拉(Vickers	 Ballas)公司财务、OUB公司财务和普华永道
(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公司金融业务合作，在那里他为亚洲各地的跨国
公司金融交易提供咨询。2007年，Aaron加入了UBS的公司顾问小组。他主要
涉及东南亚地区，并参与了这些国家和亚洲内部的各种跨境交易。

 surajh GV

17年以上海运及大宗商品交易经验及财务背景。担任过蓝线航运集团的首席财
务官，迪拜与Alphard海事集团金融项目顾问，新加坡，迪拜/孟买的非执行董
事，Portdesk.com	 Noida	 &迪拜/与DBC航运，迪拜/与Medsugar糖尿病诊
所&	Vision	Capital	NBFC，金奈的投资和扩张。

曾任阿联酋航空公司的高级财务经理，在阿联酋迪拜贸易和航运公司工作9年。

•	 •马德拉斯大学(University	of	Madras)商业学士学位。
•	 来自印度的合格的特许会计师。
•	 通过ISACA(美国)认证的信息系统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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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heel Balakrishnan

转型冠军——基于个人和组织的发展的洞察力，一个25年经验丰富的商业管
理人员。十年的时间里，在中东、非洲、大中华区和印度次大陆上，与宝洁
(Procter	 &	 Gamble)、百胜(Yum)、肯德基(KFC)和必胜客(Pizza	 Hut)都有长
期的合作。多民族高级商务领导团队成员20多年，领导复杂的人力资源、IT和
业务咨询职能。最近创建了一个领导力和管理发展实践，经营一家板球学院，
并在一家餐厅咨询公司合作，这使得企业家精神在人类和组织的发展中脱颖而
出。导师们开始联合起来，帮助新企业家设立董事会、顾问和高级团队。在组
织效能，绩效管理，人才开发以及酒店，零售和快速包装商品部门的客户服务
方面拥有深厚的专业知识。

E. Ahmad Altarawneh

An Excellence & quality Professional, Certified Design Thinker, Future Forecaster, 
Trends Analyst, Business Data Scientist, Use Case Expert in IOT & Responsive Smart 
City, Facilitator, SME Builder, Coach, Mentor, Professional Business Developer, Custom-
er Experience Designer, Strategy,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Learning & Performance 
Expert, Crisis, Emergency  & Disaster Management Expert, Professional Engineer, Peo-
ple With Disabilities & Inclusive Society expert, and Keynote Speaker.

•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at Birmingham, Alabama, USA
• MB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les, U.K.
• Doctorate degree in Responsive Smart City from Walden University, USA.

Achievement, Association & Innovation  

• ASQ, APMP, PMI, RMC, KMI, EFQM, FIDIC, American Value Engineering Society 
(SAV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ASCE), The Arab Association of 
Engineers, ATD (previously ASTD), IIBA, Axilos, IIP and lately ICAO & IATA.

• 102 Use Cases in IOT, The Connected Concept & Blockchain
• Globalization of 68 Irish Companies into the MENA Region, and helped achieve 

over $180 million in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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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ool Verjee BA LLB

Opportunistic Serial Entrepreneur with a depth of experience in telecommunications, 
with an interest in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an extensive diverse global network. 

He holds degrees in Law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His career has been marked by 
early adop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recently focusing on blockchain’s disruptive 
potential to reshape and transform businesses and the growing public interest in
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ies.

He has delivered high returns on equity from start-up operations as evidenced by 
Telemagix, Canada’s first interactive Information service; Telepersonals that went on 
to become LavaLife Inc: North America’s leading provider of phone and online
Dating Services. World Phone Inc: that partnered with Tier One carriers including 
AT&T, Teleglobe Canada and Codetel; Atlas Telecom Network a leader in Wholesale 
VOIP Termination; MobileMiser Inc: a disruptive service helping consumers reduce 
their international cell phone charges.  

He is an Advisor to several companies planning to launch ICO’S and a partner in a 
Blockchain Consultancy company. 

Anupam Ratha

A domain expert in Security, Anupam has worked extensively in the areas of Digital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and Online Fraud & Risk Management. With over 17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oduct engineering, product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nupam has built and successfully delivered security solution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Enterprises globally. As the co-founder and CTO of
EZMCOM, h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many of the company’s
security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to its customers.

Anupam is an inventor with a U.S. Patent 8868909 and holds a degree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from the Arm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India.

Justin Jovanovic

Justin i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and equity partner of investFeed - the social
epicenter of the cryptocurrency community, which is currently in alpha and set to 
launch early Q1 2018. Justin is a master strategist, playing a a pivotal role executing and 
manag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investFeed community, focusing on partnerships, data 
analytics, marketing,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growth of organic culture. Justin 
has been a part of several successful ICOs, including investFeed, and has a lengthy 
background in finance and traditional equities. Previously, Justin had created and
managed a disruptive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event sales company while
consulting for numerous NYC-based startups. Justin’s passions include marketing,
trading and investing, particularly in emerging technology, and in his spare time, Justin 
enjoys fitness, travel, and modern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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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知(免责声明)

请仔细阅读本部分以及“责任免责声明”，“不作任何陈述和担保”，“您的陈述和担保”，“关于
前瞻性声明的注意事项”，“市场和行业信息及其他任何同意”	 个人资料“，”不得进一步信息或更
新“，”发行和出售限制“，”不提供证券或登记“和”风险与不确定性“。

如果您对您应该采取的行动有任何疑问，您应该咨询您的法律，财务，税务或其他专业顾问。

PYN令牌并不打算在任何管辖范围内构成证券。本白皮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招股说明书或文件，也不
打算构成证券的要约或在任何司法管辖区投资证券的请求。

本白皮书不构成任何观点建议出售，或者任何招揽经销商/供应商来购买任何PYN令牌，它或它的任何
部分或其陈述的事实，都不能构成或依赖于任何合同或投资决定。

分销商将成为Texcent	Asia	Pte.	Ltd	.(“Paycent”)的子公司，并将部署所有出售PYN令牌的收益，以
资助Paycent的项目、业务和运营。

任何人不得就买卖PYN令牌订立任何合约或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承诺，并且不会在本白皮书的基础上接
受任何加密货币或其他形式的付款。

分销商与您之间作为买方之间的任何协议，以及任何销售和购买PYN令牌（本白皮书所述）中的任何
协议仅受一个单独规定的条款和条件（“	 TandCs“）。	 如果TandC与本白皮书之间有任何不一致之
处，以前者为准。

没有任何监管部门对这篇白皮书中的任何信息进行审查或批准。在法律、法规要求或任何司法管辖的规
则下，没有或将采取此类行动。本白皮书的出版、分发或传播并不意味着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或规则
已得到遵守。

与付款公司和/或经销商及其各自的业务和运营，PYN令牌，支付者初始令牌销售以及付款和Paycen-
tos钱包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本白皮书中提到的）。

本白皮书的任何部分均不得复制，散布或散布，不附载本节及以下章节，“责任免责声明”，“无代
理与担保”，“您的陈述和保证”，“前瞻性注意事项”	 声明“，”市场和行业信息及其他人同意“
，”使用条款“，”无建议“，”无更新信息或更新“，”分发和传播限制“，”不提供证券登记“	
和“风险与不确定性”。

免责声明

最大限度地允许的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Paycent和/或分销商不承担任何间接的、特殊的、附带的
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损失,侵权、合同或以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损失,收入或利润和损失的使用或数
据),或是由您引起的或有关的任何接受或依赖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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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声明与保证

付款人和/或经销商不会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实体或个人作出或暗示，以任何形式表示，保证或承诺，包
括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本白皮书中列出的任何信息。

声明与保证

通过访问和/或接受本白皮书或其部分（视情况而定）所持有的任何信息，您向Paycent和/或经销商表
示并保证如下：

（a）您同意并确认PYN令牌不构成任何管辖区内任何形式的证券;

（b）您同意并承认本白皮书不构成任何类型的招股说明书或提供文件，并不意图构成任何司法管辖区
的证券或招揽投资证券的要约，您不一定会订立任何	 在本白皮书的基础上接受合同或具有约束力的法
律承诺，不接受任何加密货币或其他付款方式;

（c）	 您同意并承认，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审查或批准本白皮书中提供的信息，根据任何管辖区的法律法
规要求或规则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出版、分发或传播。	 本白皮书对您并不意味着相应的法律，法规要
求或规则已得到遵守;

	 (d)	 你同意并承认这个白皮书中的事业和/或Paycent初始牌出售的完成,或未来在交易所进行的任何
PYN令牌的交易将不得被解释或者指示Paycent和/或分销商，PYN令牌，Paycent和Paycentos电子钱
包（所有的均在白皮书中被提及）。

				(e)		本白皮书，其任何部分或其任何副本的分发或散布，不受您所在司法管辖区适用的法律、法规或
规则的限制，如有任何限制拥有权是适用的，您已经遵守并自行承担费用服从所有此类限制。

				(f)		您同意并承认，如果您希望购买任何PYN令牌，PYN令牌不得被解释，诠释，分类或处理为：

	 (i)			加密货币以外的任何货币;

	 (ii)		任何个人或实体发行的债券、股票或股权(无论是Paycent和/或分销商)

	 (i)		对此类债券、股票的权利、期权或衍生品;

	 (ii)		根据合同规定的差异或任何其他合同，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或避免损失;

	 (iii)		集体投资计划单位;

	 (iv)	商业信托单位;

	 (v)			商业信托单位的衍生品;或

	 (vi)	其他证券或者证券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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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您完全理解和明白如果您是美利坚合众国或新加坡共和国公民或居民，或印度共和国公民或
居民，则您没有资格购买任何PYN令牌。

	 (h)		您对基于加密货币，区块链的软件系统，加密钱包或其他相关令牌存储机制，块链技术和智
能合同技术的操作，功能，使用，存储，传输机制和其他材料特性有基本的了解;

										(i)		您完全了解并理解，如果您希望购买任何PYN令牌，则有与Paycent和分销商及其各自业务和
运营有关的PYN令牌，支付初始令牌销售和支付和Paycentos钱包（各自在白皮书中提及）等都是有风
险的;

								( j)		您同意并确认付款人和分销商都不对侵权合同或其他方面的任何间接，特殊，偶然性，后果性
或其他损失负责（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或利润损失）	 ，以及使用或数据的丢失），而是由于您接受或依
赖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	并且

	 	 	 	 	 	 	 (k)	 从你开始阅读并接纳本白皮书或其中一部分内容的时候，所有上述陈述和保证都是真实、完
整、准确和非误导性的。

有关前瞻性声明的警告

本白皮书中的所有陈述，新闻稿中或在公开和声明的任何地方，可能由付款人和/或经销商或其各自的
董事，执行官员或代表支付人或

经销商（视情况而定），不是历史事实陈述，构成“前瞻性陈述”。其中一些陈述可以通过前瞻性术语
来确定，如“目标”，“目的”，“预期”，“相信”，“可能”，“估计”，“期望”，“如果”
，“打算”	 “或许”，“计划”，“应该”，“估计”，“项目”，“大概”，“将”，“意志”或
其他类似的术语。然而，这些术语并不是识别前瞻性陈述的唯一手段。关于付款和/或分销商的财务状
况，业务战略，计划和前景以及付款和/或经销商所在行业的前景的所有声明均为前瞻性陈述。这些前
瞻性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关于付款和/或分销商的收入和盈利能力，前景，未来计划，其他预期行业趋
势和本白皮书中关于付款和/或经销商讨论的其他事项的声明，这些事项是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预
测。

这些前瞻性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可能导致付款公司和/或经销商的实际
未来业绩或成就与预期、明示或暗示的未来业绩或成果截然不同。	这些因素包括：

（a）政治，社会，经济和股票或加密货币市场状况的变化以及付款人和/或经销商进行各自业务和运营
的国家的监管环境;

（b）付款人和/或经销商可能无法或执行其各自业务战略和未来计划的风险;

（c）法定货币和加密货币的利率和汇率变动;

（d）付款和/或经销商的预期增长策略和预期内部增长的变化;

（e）根据各自的业务和运营情况，应付给运营商和/或经销商的可用性和费用的变化;

（f）付款人和/或经销商要求经营各自业务和操作的员工的可用性和薪酬的变化;

		(g)	付款人和/或分销商客户偏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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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付款人和/或经销商经营的竞争条件的变化以及付款人和/或经销商在此类条件下竞争的能力;

（i）付款和/或分销商的未来资本需求发生变化，以及为满足这些需求提供融资和资金的可能性;

		( j)		战争或国际或国内恐怖主义行为;

		(k)		发生灾难性事件、自然灾害和上帝的行为，影响到收款和/或发款的业务和/或操作;

		(l)除Paycent和/或分销商以外的其他因素;和

（m）与付款人和/或经销商及其业务和运营有关的任何风险和不确定性，PYN令牌，付款人初始令牌
销售以及Paycent和Paycentos钱包（均为白皮书提及）。

所有由或归属于Paycent和/或分销商或代表Paycent和/或经销商的所有前瞻性声明，都明确地符合这
些因素。鉴于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实际未来的结果、支付和/或分销商的业绩与预期的、表达的
或暗示的不同于本白皮书的前瞻性声明，不应过度依赖本文中的陈述。	 这些前瞻性陈述仅适用于本白
皮书之日。

付款人，分销商或任何其他人均不代表，保证和/或承诺付款人和/或经销商的实际未来成果，表现或成
就将在前瞻性陈述中讨论。	 Paycent和/或经销商的实际结果，业绩或成果可能与这些前瞻性陈述中预
期的结果大不相同。

本白皮书中所包含的内容，或可作为承诺、代表或承诺的内容，均不能作为对Paycent和/或分销商未
来业绩或政策的承诺。此外，Paycent和/或分销商没有任何责任更新这些前瞻性声明，或公开宣布对
这些前瞻性声明的任何修订，以反映未来的发展、事件或情况，即使在未来出现新的信息或其他事件。

市场及行业信息以及未经他人同意

本白皮书包括从内部调查，报告和研究获得的市场和行业信息和预测，以及市场研究，公开信息和行业
出版物。	这样的调查，报告，研究，市场研究，公开的信息和出版物通常都表示了这样的信息

他们所含的资料据信是可靠的，但也不能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除了付款人，分销商及其各自的董事，执行官员和雇员外，任何人均未同意将他/她的姓名和/或其他归
因于或被认为归于此人的信息列入本白皮书并不代表、保证或承诺任何信息。就该等资料而言，其准确
性或完整性不会被提供，而该等人士亦无须就该等资料提供任何更新。

对分配和传播的限制

本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的分发或发布可能被法律、法规要求和任何管辖权的规则所禁止或限制。在适用
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您将自行提醒自己并遵守适用于您拥有本白皮书或其部分（视情况而定）的任何限
制，并自行承担赔偿责任。

本白皮书的副本已经分发或传播，能够访问的或者其他拥有白皮书的人不得将其分发给任何

其他人，不许出于任何目的复制或以其他方式分发本白皮书或本文中包含的任何信息，类似的情况也不
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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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证券或注册

本白皮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招股说明书或要约文件，不构成任何证券的投标或招揽任何司法管辖区的证
券。	任何人不得签订任何合同或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承诺，并且不会在本白皮书的基础上接受任何加密
或其他形式的付款。	任何关于销售和购买PYN令牌的协议（本白皮书中提及）仅受该协议的TandC管
辖，不受其他文件的约束。	如果TandC与本白皮书之间有任何不一致之处，以前者为准。

监管机构没有审查或批准本白皮书中提供的任何信息。	根据法律，监管要求或任何管辖区的规则，不
会或将会采取此类行动。	本白皮书的出版，发行或传播并不意味着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或规则已得
到遵守

风险和不确定性

，付款人初始令牌销售和付款和Paycentos钱包相关的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	（每个白皮书中提到的）
，白皮书和TandC中任何购买PYN令牌之前的所有信息。	如果这些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发生在实际事件
中，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付款人和/或经销商的前景可能受到重大和不利影响。	在这种情况
下，您可能会丢失PYN令牌的全部或部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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