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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大师公司（AMI）将钓鱼从仅仅的娱乐活动转变为一项如同高尔夫和网球一样真正的体育运动。同时，

使之成为可以创造十亿美元的营销机器。如何可以做到？借助我们的鱼计分器（注册商标），其强大的点差
系统已经该领域内的测试中得到证实。

介绍

参加钓鱼活动的人数远远高于打高尔夫和网球的人数的总和，
因人们天生具有竞争意识，尤其是钓鱼人…那么，要点是什
么呢？

要点很简单！就是没有评比的方法。如何使鳟鱼与鲥鱼相比
较？或者是鲈梭鱼与鲈鱼相比较……如果没有比较规则，何
谈比赛呢？没有比赛，不会出现泰格·伍兹…没有泰格·伍兹，

何谈体育营销。所以钓鱼只能作为一种休闲活动存在。即使
举办某类鱼的钓鱼比赛也仅限于在某个水面举行，至今无人
能做到掌控整个钓鱼业的市场。

想过吗为什么钓鱼从来不会像高尔夫或网球那样发展成真
正的运动？

假如真出现一种可以完善这项运动的方法会怎样呢？

如果有一种方法，能把钓到的鱼无论其种类或地点都测评
一个公平的数值——它的公正性并获得行业领导者们的认可，
这就是一个突破。

这样，任何捕获的鱼可以被转化为一个分值，分值将按序
使钓鱼者在排行榜上列出1,2,3名次。通过互联网，你实际

上把整个北美地区变成一个巨大的湖面，举办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钓鱼比赛。参加赢取彩票大奖只需20美元的入场费。

借助国际广播和电视的功力从普通人群中诞生最新的体育

运动百万富翁的时代即将到来。这个应用程序由比赛平台
驱动，有网站支持，覆盖整个社交网络，带动众多收入…恰
是发烧友用户货币化的最佳定义。

鱼类计算器：专有算法是入门的强大防护

钓鱼大师的“鱼计算器”排除了妨碍比赛的一切障碍。RCO

获得点差系统独家代理，这个系统业经十余年的开发和测
试的验证

专有算法支持的鱼计算器，具备RC应用软件锦标赛功能，

并成功加入不同区域鱼的大小差异因素，使参赛者无论钓
到何种鱼都可以得到公平地裁判。所有鱼的“捉放”直接
经过一个简单的验证过程，这个方法为行业领导者所称道，
赞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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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Dave Abbott
主席 & CEO

钓鱼进入了72亿美元梦幻体育竞技场

鱼类计算器TM打开了通往幻想体育市场的最后一扇大门。最大的区别在于，钓鱼者自己成为运动员！而不是选择别人来
代表自己，垂钓者都祈盼自己的下一个收获是个大家伙，自己成为钓鱼界的泰格·伍兹。他们把抓住每条鱼都放到排行榜
上查看排位1,2,3…使他们有机会成为来自普通人的新体育百万富翁。激情的燃烧，这正是对狂热者用户货币化恰如其分的
定义。

Bill Gibson
世界奇幻体育产业的创立者
RCO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钓行业比音乐和书籍出版的总量还大，是美国汽车产业的两倍，其经
济活动大于23个州的总年产值。

每年有3800万人在北美洲购买许可证……钓鱼的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五百万铁杆垂钓者钓鱼时间多达四十天或更多，钓鱼成为他们一天的
主要活动[1] [2] [7]

想象一下他们在每周/每月的赛事中花费20美元到200美元不等。辅助
收入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利润丰厚。O2O与零售店结合，体验企业

赞助，在辅助收入的资源里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大数据，生成各
自独立的权利。

巨量的市场孕育了宏大的理想

在北美洲地区有多达十二种鱼适合全年侯钓鱼比赛。垂钓者每月象征
性支付25美元注册费即获得一个专号及一个专用卷尺，通过公司RC
APP上传他们的渔获。垂钓者个人的渔获资讯自动传入实时应用程序中
的全国排行榜，钓鱼人可以随时查看自己的在线状态。

对3800万持证北美钓鱼人来说这个想法很易懂（全世界有2.2亿人) [3]

区块链技术突破：

运用区块链技术分散处理平台的关键数据。这种分布式记账是确保数
据完整性的关键，因为专有钓鱼大师算法程序要对世界各地输入的渔
获进行评分，并实时在排行榜公布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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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由成功的管理者和合伙人组成的全明星团队确保你在本公司和钓鱼大师品牌的投资是完美的

Dave Abbott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美国钓鱼大赛的创办人和鱼类计算器的联合发
明者

Scott Abbott
代理首席财务官

鱼类计算器的联合发明者，犹他州增长最快的国际
特许经营网络公司创始人之一

Bill Rowan
战略合作伙伴

担任多家公司和财富500强公司的业务顾问和运营管
理者

Barry Shenkarow
董事

巴里Shenkarow也是董事会董事。巴里拥有16年丰富的NHL特
许经营及 Winnipeg Jets老板和总裁的经验。巴里还担任16
年NHL 理事会成员。

Craig Cobb
高级顾问

Craig是Trader Cobb的董事总经理，也是Crypto 
Podcast的交易员、主持人和主持人，该播客在
iTunes全球排名第一。

Bill Gibson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创建公司负责NFL，NBA，MLB，NHL幻想体育工程
项目的创立和商业化

Ken Woodard
执行副总裁业务发展

鲈鱼协会前会长和市场总监。负责各级美国州立政
府与公司形成营销伙伴关系

Jay Kumar
战略合作伙伴

数字钓鱼媒体先驱。创建了BassGold.com，每天制
作BassBlaster邮件。 他还创建了BassFan.com，是b.s.
高级撰稿人，并联合主持ESPN节目《大嘴巴

Aly Madhavji
高级顾问

区块链创始人基金管理合伙人、国际获奖作家、联
合国顾问

Oğuz Genç
高级顾问

与ConsenSys共同为Colendi设计代币经济。 毕业于北
京大学燕京学院，研究方向为储备货币。 工作经验:海
航、搜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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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
由成功的管理者和合伙人组成的全明星团队确保你在本公司和钓鱼大师品牌的投资是完美的

Robots & Pencils

成立于2009年看好移动将比互联网更具革命性的愿景，建立了屡获殊荣的消费类应用APP，
提供企业变革性解决方案和世界第一个学习平台。

SCA interactive 

美国领先的互动推广公司将主持和处理所有的网络/移动应用程序的细节

Axiom Marketing

凭30年的经验和广泛的政治网络基础，鼓励国家参与。

Trader Cobb 

Trader Cobb团队对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房地产、交易和投资有深入的了解。

项目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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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现况

$1150亿美元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 [4]

49.8万人
美国钓鱼人口 [6]

$280 亿美元
美国钓鱼者花费在捕鱼设备和耐用消
费品 [4]

钓鱼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户外娱乐活动之一

如果钓鱼运动是一家公司，钓鱼人在钓鱼相关商品的花费将会使公司在财富500™强的名单上排名第51位。

51.6万人
美国过去12个月钓过鱼的人 [6]

36.3 37.2
42.240.5 40 40.544 43 45.946 45.7 47.1

53.7 51.5 52.3

2014 2015 2016

美国最普及的户外运动（百万美元 [6]

Hiking

Car, backyard and RV camping

Road biking, mountain biking
and BMX
Freshwater, Saltwater and fly
fishing

1100万
美国青少年参与捕鱼活动 [6]

2.2亿人
世界钓鱼人口 [3]

去年购买捕鱼或狩猎装备的美国人的
比例 [6]

20% 

$7.09 亿美元
美国出售钓鱼证的收入 [6]

钓鱼人为美国提供了

828,000 份工作. [4] 

60% 调查对象年龄在45岁以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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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策略
作为钓鱼大师国际（AMI）的独家营销商，RCO公司将控制这个品牌，作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出现，成为世界
上最活跃的活动之一…

针对美国北部3800万执照的垂钓者的一个广泛的营销活动，包括：

社交& 网络

高度互动/社交网
站和移动平台

实况电视

揭示真正的钓鱼爱
好者的希望和梦想，
和他们的钓鱼的秘
密。

行业绑定

与美国主要的基层
钓鱼组织结缘

广告与公共

全流通彩色广告和
最高流通量的钓鱼
杂志谈判特色报道.

大数据

从AMI的参与者和网
站注册人收集信息创
建访问数据库.

零售业

交通驾驶、交钥匙、
店内“赛中赛”因地
制宜选择零售场所。

广告 / 推广赞助商01

02 TV 广播 /出版

05 按顾客需要店面交钥匙项目

06 商业命名赛事:  行业应用软件

商业展销 /展览03

04 媒体/ 公共关系

07 统一数据库营销

08 交互式APP/网站与社交网络平台

09 州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

组合营销

将利用下列媒介、场地和工具:

▪ 追求渠道
节目在黄金时间播出，教育和鼓励大赛报名。同时，我们的AMI真
人秀系列赛将在第二季的比赛中播出

▪ AMI 网站/ APP
钓鱼大师网站和钓鱼应用软件竞争平台及合作伙伴的活动将不断吸引
美国的钓鱼人到我们独特平台。

▪ 媒体资产

美国主要的渔业组织的媒体资产（例如，Lindner Media和鲈鱼联合
会）将有助于推动响应率

▪ 钓鱼展会
在有众多的消费者参加的渔业博览会宣传我们的事业，现场为钓鱼爱
好者注册。

.

▪ 印刷广告

在拥有超450万名捕鱼爱好者的最高流通户外杂志上刊登全版广告。

▪ 公共关系

一个积极的公关活动将集中在把这个词叫响，让北美洲的每个钓鱼爱
好者最终都会知道RCF钓鱼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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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策略
钓鱼大师让基层的强烈情感体验充分体现…犹如百万美元收入的职业体育比赛带来的震撼一样，但这次是提
供给普通人的！

定制比赛

定制竞赛组件，适应每个商
店所处地区

商业演出

钓鱼大师举办北美钓鱼和

划船贸易展

州& Go政府举办赛事活动

1mm价值印刷和电子媒体活
动

钓鱼俱乐部赛道
每年初的1 / 2月向垂钓
者预告赛事安排

创业赛活动
由AMI应用注册人群收集
的信息创建的数据库。

电视

强大的赞助机会

前所未有的O2O平台在零售和在线
商店中的应用

数百万美元的基层发薪日

社交媒体

大数据

赞助商的梦想
钓鱼大师做的远不止让目标群体认识一个品牌——通过他们的实际参赢得人心。

▪ 独特、有力和情感的联系
对于品牌的期待与北美5000万渔获数据库与物种的细节和“地理标记”的热
点水面位置连接

▪ 一个具有成本效益的平台

通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忠诚度奖励赛事平台……采用交钥匙方式和为每个在线
或零售点活动量身定制，加强与目标受众的品牌关系.

▪ 独特的营销方式

所有权定位是一种强大而独特的营销手段

▪ 俘获客户

同时吸引顾客心灵和思想的赞助

终极O2O
AMI提供在线和离线零售机会，交通驾驶，定制，交钥匙的比赛–数字和店内的排行
榜！

• 一个独特定制的在线和离线平台

从佛罗里达州南部的热浪到安大略北部的凉爽气候，从佛蒙特州的山溪到加利
福尼亚的河流，钓鱼大师跨越了区域多样性和地理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独特的、适合于国际线上和线下的强有力的公平竞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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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平台上实现忠粉用户货币化，这一平台是由全球APP技术领导者，机器人和铅笔公司开发，

AMI 应用

区块链解决方案

区块链分散整个RCO平台的关键数据流。

大量的记录和数据被去中心化分散，分布在区块链中使得它几乎不可能
为任何一方篡改数据或记录

鱼计算器

• 能够举办本地、区域、国家和国际各个级别多物种的钓鱼
比赛。

• 将北美洲最受欢迎的淡水鱼类的钓鱼与运动完美结合.

• 每条鱼都转化为公平公正的分值，这个分值确定了钓到它
的钓鱼人在排行榜上的排名。

• 版权保护历经多年测试和完善，对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形
成巨大的障碍。

• 由行业领导人承认作为准确比较鱼类的金标准，无论是同
一鱼种，还是跨鱼种比较，有效地平衡了整个大陆存在的
地理差异。

钓鱼大师的关键是其专有的，经广泛验证钓鱼大师国际（AMI
）鱼计算器tm.

以物种转换尺度为基础的算法平衡了影响鱼类生长的区域差
异性及不同鱼类之间进行比较。

一个垂钓者社区APP，有让他们分享信息的论坛，不断竞争引入更多的组织、以一个整体
参与这项运动

关键部件

• 竞赛涉及比赛细节包括注册、排名次、发奖。

• 鱼的数据库含物种的细节和水面上的“热点”的位置均标识在地图上。

• 新闻来源与比赛更新，新闻，提示和张贴不同的用户渔获的照片和细节。

• 包括个人最新的捕获、点数和统计的社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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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大师应用程序将有一个简单的用户界面，使所有年龄的用户都可以轻松使用它的属性。 该应用程序将由
三个主要组件组成，它们将作为在区块链上访问钓鱼大师生态系统的单一入口。

AMI 应用

ID

钓鱼大师ID是每个钓鱼大师参与者的身份验证层。 各方将根据自己想要参与的类别来验证自己的身份。 参与
者需要提交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他们的官方钓鱼许可证，而仲裁员和组织者将通过单独的KYC流程，稍后将由
ReelCash宣布。

Wallet

钓鱼大师应用程序将附带一个内置钱包，可以购买、出售、下注和拍卖金鱼代币以及其他特定加密货币。 获得
的奖励将被分配到钓鱼大师的钱包中。 与第三方钱包的集成也将完成，以简化用户的支付过程，提取他们的奖
励，并从应用程序购买商品。

Score

钓鱼大师的得分将有助于提高网络的质量，为生态系统带来一种制衡机制。 分数的作用是在选手之间形成名次
排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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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 的应用
所有信息尽在“掌”握.  

转换表

公平竞争的领域

能够在本地、区域、国家和
国际层面举行多鱼种钓鱼比
赛。

AMI 分数系统

排名榜

每一条鱼都转化为公平和公
正的分值，这个分值确定钓
鱼人在排行榜的名次。

AMI 鱼计算器

专有算法

版权保护历经多年的测试和
完善，为任何潜在的竞争对
手造成巨大的障碍。

与社区结合

营销机会

线上和线下零售业务，交通，
定制，比赛赛事

钓鱼协会, 政府 & 机构
比赛

抓拍照

本周之最

当日贴上

排行榜

巴迪比赛

地图/地形图

推送通知

鱼数据

舱室

零售绑定

第三方排行榜

11 |  白皮书r  |   www.reelcash.com   |   info@reelcash.com



与选定的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初
次会面。 应用开发开始

T-6

启动应用程序设计

每个部门领导将直接与戴夫·阿
博特合作，准备进行所需的材料

T-4

市场部营销资料及结案文件

应用程序的Beta测试完成

T-2

应用测试完成

为各市场部门进行方案

T-5

市场部门计划制定

准备 行业营销开始

T-3

设计和文件

在三个独立的市场部门逐一进行

T-0

会议和演示

AMI 发布 & 时间表
百日及之后

产品开发

应用程序特性显示。
与机器人和铅笔公司
协调

验收测试

水面验收测试

钓鱼大师赛启动

赛事推广

零售合伙人

Bill Gibson 领导零售
商汇集

钓鱼俱乐部

Jay Kumar 负责帮助各
俱乐部上线

州政府

Ken Woodard和州政府的
营销经验使他可以不负
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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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基于块链安全的通证和得分跟踪结构的完整性和信任度

安全

不可辩驳的

信任

分布式的

实时

透明

区块链技术对建筑的两个关键层的杠杆作用

关键点

▪ 金鱼币的 新/以太坊/超分类账等的轨迹利用

分布式记账技术

公共区块链的运用

▪ 使用块链的体系结构组件确保所有数据的真实性、透明性和准确
性

可信数据分发与验证

钓鱼比赛特定区块链实施

区块链解决方案分散了整个RCO平台上的关键数据流。

因大量记录和数据的去中心化并分布在区块链使得任何人或一方要篡改数据或记录几乎不可能。

区块链的运用使公司能够保证比赛的完整性和品牌，参
赛人通过设备、平板链接等凭可靠数据参加比赛。

以分散式网络节点维护分类帐方式使得公司免除和卸去
托管、安全和维护成本。它取消了IT人员配置、开发和
基础设施的大量成本。

.帮助促进透明、可信、不可辩驳、安全和可评分的全球
钓鱼比赛中采集大数据的运用

实现分布式分类帐获取金鱼币的分布、利用和分配情况
。

安全识别

保障智能合约

共识真理

安全分布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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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高水平设计

钓鱼大师金鱼通道比赛控制器

参赛选手 比赛自治大数据

钓鱼人的活动

▪ 统计数据

▪ 参加人数据

▪ 比赛数据

全球/国家数据库规模

比赛
交易所/投资组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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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体系结构与实现技术

▪ 分析业务路线图和技术选项的定义。

▪ 推荐一个技术架构和实施策略。

▪ 实现了用户体验原型的概念演示。

分析业务路线图和技术选项的定义1
▪ 最小可行产品（MVP）的体系结构、实现与设计

▪ 以业务优先和策略的MVP的详细分析及协议

▪ 用户体验实现

▪ 末端实现与智能合同、安全标识、块链、安全性、数据管理、分析和管理接口的的应用

▪ 在一个地区和选定的用户群进行的商业发布-该产品可以在商业上获得，具备许可和管理

概念/最小可行产品/贝塔产品的证据2

▪ 金鱼币及相关分类帐技术的实现

▪ 与数字钱包集成以促进公钥/私钥管理
▪ 支持在选定的交易所实施和部署

概念/最小可行产品/贝塔产品的证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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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牌机制

金魚代幣

令牌发行属性

代币将在平台上以当前市场价格兑
换。 但是，如果市场价格下跌，最
低赎回政策将生效。 如果市场价格
低于季度递增的代币最低赎回值，

则将兑现最低赎回值。

令牌将在ReelCash生态系统中具有实
用目的和用途。 该代币可用于支付
竞赛会费和高级功能，并包含专属会

员竞赛。

ReelCash引入了一种独特的代币经济
学，将支付和实用代币的混合结构以
及保护网络早期贡献者的赎回机制结

合在一起。

獨特代幣經濟 用途及使用方法 最低偿还保证

其他代幣的失败

大多数比特币都使用了一种模式，即用收入来买回代币，尽管它们在理论上很棒。 然而，市场已经表明，大多数代币的价值下降了
95%以上，因为如果没有匹配业务特定需求的独特性和细微差别的模型，代币就无法持续。 由于token结构的复杂性，无法捕获采用
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即使是那些对产品最初持乐观态度的早期代币采用者也无法使用该服务，因为代币的价值已经贬值，以至于
他们不再为该服务付费。

ReelCash公司有收取比赛入场费的赛事主办者，也有收取大笔一次性奖金的赛事获胜者。 当试图使代币持有社区在特定时间内受益
时，以收入回购代币的模式对于规范代币的使用非常有用。 然而，在ReelCash业务中，向 比赛主办方和获奖者支付巨额奖金并不
正常。 领先的比赛将会导致大的令牌累积而频繁的令牌和大型销售主机 和赢家,将巨大的下行压力令牌的价值,创造重波动基于令
牌的操作和业务,也许负面伤害令牌持有者。 考虑到体 育釣魚行业的独特特性，通过调整利益和设计代币经济学来解决这一问题。

可支付竞赛费 代幣回购计划

限量金鱼创始人锦标赛终身独家会员 令牌燃烧程序

增加ReelCash平台上的最低赎回价值 可赎回的高级功能和服务

利益相关者利益一致性 套利机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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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牌机制

金魚代幣

利益协调、回购和銷毀

未偿付的代币在ReelCash的资产负债表上被确认为负债。 超额负债对实体的估值产生不利影响。 由于股权持有者对增加企业价
值感兴趣，他们就会被激励回购和銷毀代币，以减少负债。 业务运营、波动性减少和代币价格的健康升值是决定何时以及如何进
行回购和毀滅的主要因素。 只要有未偿还的代币，它们即是ReelCash的负债，因此需要进行回购和销毁。

当代币价值升值且代币持有者盈利时，ReelCash則具有更高的利润率，因为它不再通过最低赎回政策补贴代币价值的损失。

将代币经济学与ReelCash业务需求联系起来

ReelCash业务需要一个允许跨时间正常化的代币模型，以缓解巨大的向下价格压力。 基本需求是引入一个代币经济学模型，不使
用复杂结构进行创造性的资金和流动性操作，以及被视为非法的价格操纵，这些操作一直是加密行业的一个黑点。

客户拥有100个代币，比赛入场费40美元
参赛产品的利润率为30% 

假设市场价格下跌，导致最低赎回政策生效。

▪ 在T10，当平台赎回价值为0.30美元时，客户的赎回价值为30美元。

▪ 当ReelCash以0.20美元的价格以T0出售100个代币时，最初将收到20美元。

▪ 顾客需要兑换100个代币，并额外支付10美元才能参加比赛。

▪ ReelCash将从支付代币的客户那里总共收到30美元。

▪ 另一种选择是，同时通过关联信用卡付费的选手将以40美元的价格进入比赛。

▪ 因此，竞赛利润为30%，ReelCash必须为参赛者向竞赛主办方支付40美元* 70%的费用，即28美元
，无论他们是通过代币还是信用卡支付。

▪ 在价格低迷的市场中，ReelCash将从代币持有者那里从30美元(6.7%)获得2美元，从非代币持有
者那里从40美元(30%)获得12美元。

▪ 然而，当代币的市场价格上涨时，就像通过信用卡支付40美元的参与者一样，代币持有者将支付
价值40美元的代币参加同一场比赛。

因此，ReelCash在看到代币升值方面再次具有一致的利益，这将增加国库的估值，进而增加股本的估值。 代币公司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协调股东和代币持有者的利益。 虽然许多人试图这样做，但没有人成功。 这对许多代币的价格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在这种结
构中，ReelCash股权和代币持有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个定义的结构中，已发行的代币及其深度成为影响股权利益的因素。 因
此，董事会应该与一个专门委员会一起进行决策，以评估代币经济的健康状况。 金鱼代币真正与企业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而不是
成为企业运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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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牌机制

金魚代幣

套利机会

ReelCash代币可在平台上以当前市场价格兑换。 但是，如果市场价格下跌，
最低赎回政策将生效。 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季度递增的代币最低赎回值，则将
兑现最低赎回值。 如果令牌的价格低于平台上的令牌的最小赎回值(见第20
页，令牌赎回)，将创建套利机会。 因此，鼓励从公开市场购买代币，通过
将其推高到最低赎回价值的价格来自我稳定价格。 在相反的场景中，如果代
币的价格高于平台上代币的最小赎回价值，该价值在平台上得到兑现，因此
不会因价格上涨而影响市场因素。

金鱼创始人冠军赛终身独家会员资格

金鱼创始人锦标赛终身独家会员资格，将成为钓鱼运动中最重要的赛事之一。私人会

员锦标赛将对各地的垂钓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冠军的威望以及通往国际名望和
财富的道路使这个会员备受追捧。代币连接了加密社区和钓鱼社区，进一步加速了平
台上加密的采用。 随着token的供应通过烧伤和赎回减少，无形的属性在金鱼token中
创造了巨大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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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lCash代幣发行

代幣初次发行: 70,000,000

要价： $0.20 USD

发行的最大未實現收入: $10,000,000 USD

发行的使用

销售

销售 50,000,000

国库

战略伙伴关系 12,000,000

用户获取与营销 4,000,000

创始人和团队 4,000,000

令牌机制

金魚代幣

代幣结构指标

市价

市场价格将根据选定交易所的1周平均价格(稍后TBA)确定。

最低赎回价值

ReelCash在平台上兑换代币时必须兑现的最低价值。

仲裁

ReelCash的背景——以较低的价格从市场上购买金鱼代币，然后在平台上以较高的价格兑换，利用差价获利

ReelCash的定义



代幣赎買

金魚代幣

代币赎回价格将是基于选定交易所的1周平均价格(TBA之后)的市场价格中的最大价格，以及由预定义计划确定的最小
赎回价值。 最低赎回政策仅在市场价格低于最低赎回计划价格的情况下生效。 令牌的最小赎回值是基于从发行日期
开始的时间长度确定的。

为何有最低赎回值

项目用自己的代币兑换以市场价格提供的服务的问题是，当代币价值为
零时，它们不必提供服务。 以另一种方式表示，ICOx以0.10美元/代币
的价格出售代币，产品价格为10美元/月。 服务一年需要价值120美元
的代币准确地说是1200代币。 代币的买家预计将收到其1200个代币的1
年产品订阅。 然而，当服务启动时，代币的市场价格为0.01美元。 如
果ICOx只允许以当前市场价格赎回其代币，则1200个代币将只购买1个
月的产品订阅(假设没有部分月份的赎回)。 由于ICOx已经全额支付了
12个月的服务费用，而且只提供了1个月的服务，所以客户将被迫再次
支付剩余11个月的110美元的服务费用。 ICOx在12个月的服务中收取
230美元，向客户出售两次同样的服务。 由于ICOx是代币的发行者，代
币必须返还给他们以赎回其产品，因此应从代币销售中获得的资金应被
视为不义之财，并应保证最低赎回价格。

遏制市场供过于求

最低赎回价值可以阻止制定有害的货币政策。所有未偿还的代币，无论
它们是通过激励计划出售还是奖励，都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为负债。发
行过多的代币将使 ReelCash 背负债务，从而对公司的价值产生不利影
响。这可以阻止向市场供应过多的代币，从而使代币持有者和股权所有
者的利益保持一致。

未来的发行

可以实施员工薪酬计划、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其他有利于 ReelCash
和生态系统的计划。如果回购和国库不能满足代币的需求，未来是否
增发代币将由ReelCash 董事会酌情决定。由于平台上代币的最低赎回
价值的性质，所有未偿还的代币将在 ReelCash 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为
负债，从而阻止创建额外的代币。

最低赎回价值计划

▪ T0是当前版本的销售结束日期

▪ T1表示T0之后的第1个季度，T2表示2
个季度，以此类推。 Y表示年份(第四
季度)  

▪市场价格等于或低于最低赎回值

▪ T0价格:0.20美元

▪最低赎回价值增加每季度0.01美元

T1 $0.21

T2 $0.22

T3 $0.23

T4 $0.24

T5 $0.25

T6 $0.26

T7 $0.27

T8 $0.28

Y3 $0.32

代幣赎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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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魚代幣
最低赎回值示例

▪ 如果在平台兑换价值为 0.24 美元时在 T4 平台兑换特定锦标赛，则需要 62.5 个代币。

▪ ReelCash 在 T0 以 0.20 美元的价格出售 62.5 个代币时最初会收到 12.5 美元。

▪ ReelCash 必须向比赛主办方支付 15 美元 * 70% 的参赛者，即 10.50 美元

如果参加锦标赛的费用为 15 美元
参加锦标赛的保证金为 30%

▪ 如果在平台兑换价值为 0.30 美元时在平台上兑换特定锦标赛的 T10，则需要 50 个代币。

▪ ReelCash 在 T0 以 0.20 美元的价格出售 50 个代币时最初会收到 10 美元。

▪ ReelCash 必须为参赛者支付 15 美元 * 70% 的比赛主办方，即 10.50 美元。

如果参加锦标赛的费用为 15 美元
参加锦标赛的保证金为 30%

▪ I如果在平台兑换价值为 0.40 美元时在 Y5 平台兑换特定锦标赛，则需要 37.5 个代币。

▪ ReelCash 在 T0 以 0.20 美元的价格出售 37.5 个代币时最初会收到 7.5 美元。

▪ ReelCash 必须为参赛者支付 15 美元 * 70% 的比赛主办方，即 10.50 美元。

如果参加锦标赛的费用为 15 美元
参加锦标赛的保证金为 30%

▪ T5 平台兑换价值为$0.25 时，客户将有$25 的兑换价值。

▪ ReelCash 在 T0 以 0.20 美元的价格出售 100 个代币时最初会收到 20 美元。 客户将兑换 100 个代币并额
外支付 15 美元才能参加比赛。

▪ ReelCash 将从客户那里收到总计 35 美元。

▪ ReelCash 必须为参赛者支付 40 美元 * 70% 的比赛主办方，即 28 美元。

客户拥有 100 个代币，锦标赛入场价 $40 
参加锦标赛的保证金为 30%

▪ T10 平台兑换价值为$0.30 时，客户的兑换价值为$30。

▪ ReelCash 在 T0 以 0.20 美元的价格出售 100 个代币时最初会收到 20 美元。 客户将兑换 100 个代币并额
外支付 10 美元才能参加比赛。

▪ ReelCash 将从客户那里收到总计 30 美元。

▪ ReelCash 必须为参赛者支付 40 美元 * 70% 的比赛主办方，即 28 美元。

客户拥有 100 个代币，锦标赛入场价 $40 
参加锦标赛的保证金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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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lCash 计划实施未来的业务和软件开发，包括：

未来的工作

代幣策划注册

Reel Cash 密切关注代币策划的注册中心 (TCR) [5]。 这个想法详细阐述了一个数字管理系统，该系统在在线注册表上
维持自我强化的质量，其中协议的贡献者被与协议相关的其他方列出并投票。 由于 TCR 博弈论中的内在激励机制，该
机制旨在维持高质量的用户群。

数据库管理/收入流

一旦 Reel Cash 将 Angling Masters 应用程序开发为第三方锦标赛平台，它将汇总可以利用的行业数据。 随着项目进
入第二年，这将是一个重点。

金鱼代币二级市场

GoldFish 代币的二级市场是一种通过将 GoldFish 代币拍卖给想要参与钓鱼大师生态系统的潜在质押者来从钓鱼大师生
态系统中获得奖励的机制。 市场将充当办公桌，GoldFish 代币所有者可以以折扣价将其代币拍卖给最高出价者以获得
奖励。 任何注册到 Angling Masters 生态系统的人都可以参与二级市场。 奖励将按季度进行质押。 该功能在
Angling Masters 应用程序的本地钱包中将非常简单透明（详见下一页）。真人秀：

一家领先的亚洲真人秀电视已经表示有兴趣为基于 ReelCash 比赛的真人秀电视剧开发试播集。 详情将在主网发布后
揭晓

各大陆之間逐一開展

随着 Reel Cash 进入第二个年头，全球钓鱼联盟的组建将初具规模。 Angling Masters 应用程序将首先用于北美的
Reel Cash 公司活动，但随着 Reel Cash 吸引其他地区的兴趣，扩展将按照中国、欧洲、俄罗斯和全球其他市场的顺序
进行。

商标许可的发展

随着 Reel Cash 和 Angling Masters 品牌变得市场熟悉，各种产品线将通过第三方制造商和营销商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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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釣锦标赛

淡水算法将被修改以適應海釣比賽。 这一发展将于 2020 年开始。

FUTURE WORK

州政府比赛

将与我们的营销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在美国每个州建立钓鱼锦标赛。 这将在 2019 年由少数几个选定的州启动，但将从
2020 年开始扩展到所有州。

非营利组织比赛

与户外产业相关的各种非营利组织拥有大量会员，他们定期钓鱼。 两个大例子是 Ducks Unlimited 和全国步枪协会。
将联系这些团体组织联合锦标赛以筹集资金，并引导他们的会员网络。

在线零售网络

一旦 Reel Cash 在其 Angling Masters 应用程序上吸引眼球，就建立强大的在线零售网络，与阿里巴巴/亚马逊的整合
将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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