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VACOIN

我们联⼿创造了⼀个真正伟⼤的、安全的、⾝临其境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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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在决定购买PRVC代币之前阅读这份⽩⽪书。

PrivaCoin将尽⼒实现本⽂件中所述的路线图、代币学  等

内容。

在不可预⻅的情况下，PrivaCoin保留更改、增加或删除

本⽂件部分内容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请放⼼，我们的

决定将优先考虑，并⾸先考虑到我们社区的利益。此外，

买⽅有责任调查当地约束加密货币（如PrivaCoin）的法

律。

对于因使⽤本⽹站的材料，包括书⾯材料、第三⽅⽹站的

链接和数据，如报价和图表，以及买⼊ /卖出信号⽽造成的

任何损害或伤害。PRVC象征性地不对任何损害负责。了

解与⾦融市场上的资产交易（数字或其他）有关的⻛险和

成本。尤其是 ICO，是投资者可以选择的最有⻛险的投资

⽅式之⼀。 

 法律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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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被认为是⼀项个⼈⼈权。信息的保密性对更

⼴泛的隐私权⾄关重要。它涉及到个⼈决定他⼈何

时、如何以及为何处理其个⼈信息的能⼒。为了确

保⼈的尊严、安全和⾃决权，必须保护隐私。个⼈

可以⾃由地创造⾃⼰的⾝份。因为它有助于享受其

他⼈权，包括⾔论、思想、良⼼和宗教、集会和结

社⾃由，以及不受歧视的⾃由，所以隐私权也被认

为是⼀种有助于享受的权利。因此，它充当了⺠主

社会的基⽯。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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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oin旨在为研究新想法铺平道路，并对通过⾼

科技确保隐私的⼯作进⾏更多投资。隐私是我们研究

的核⼼，为政策分析探索技术⾰新。PrivaCoin⽀持

隐私权，并通过遵守现⾏的数据保护法来防⽌对个⼈

数据的访问。我们的项⽬不允许政府监视⼈⺠（没有

理由）。PrivaCoin不允许团体为⾃⼰的⽬的使⽤个

⼈数据。我们的项⽬有助于确保那些盗窃或滥⽤数据

的⼈被追究责任。PrivaCoin有助于维护社会边界和

建⽴信任。PrivaCoin项⽬通过保护⾔论、思想和名

誉⾃由，允许⾃由参与政治。

关于Priva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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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oin代币会公平地卖给每个成员。代

币完全可以让⼤家以同样的价格购买。

与其他只注重营销的货币不同，我们创造

了⼀种代币，帮助商⼈和普通⼈在他们的

钱包⾥拥有他们的钱和投资，⽆论他们想

以数字的⽅式，并以能够⼀键拥有数字和

虚拟世界的野⼼，我们以社区为基础，为

社区服务，由⼀个强⼤的开发团队⽀持。

更加公平的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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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Coin的主要⽬标是提供隐私，以保护
你的财务和控制我们的数据。关注保护隐

私，特别是在线数据，是PrivaCoin的开发
者多年来的⽬标。由于⼤多数数据都是在互

联⽹上传输的，因此许多⼯具都侧重于在线

环境。然⽽，当隐私被侵犯和数据被滥⽤

时，其后果，包括情感上的后果，就会超越

在线空间，延伸到线下世界。因此，我们开

发了PRVC，即关注隐私的信物。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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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隐私不是⼀种选择，也不应该是我们接

受的⽹上存在的代价。这不是我们简单

地有权得到的东西，⽽是⼀个绝对的要

求。但今天，由于众多的⽹络安全攻

击，数据隐私似乎正在从互联⽹上消

失。

没有隐私，作为⼀个⼈就没有意义了。

因此，让我们拥有⾃⼰的隐私，保护我

们的⽣命和家庭，因为这是我们的绝对

权利。持有被作为资源密集度较低的采

矿版本。它涉及将资⾦存⼊加密货币钱

包，以资助区块链⽹络的保护和运作。

简单地说，持有是确保加密货币获得奖

励的过程。为了优化他们的利益，投资

者可以验证PrivaCoin并在智能交易所持
有他们的代币。投资者在交易所停留和

投资代币的时间越⻓，收益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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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标是为投资者提供⼀个

安全的环境，使他们的财富增⻓

并实现财务⾃由。

我们重视诚信⾄上，并承诺始终为

我们的投资者、客⼾和合作伙伴做

正确的事情。

PrivaCoin将及时公布所有相关的钱包地址，
包括管理团队的地址，将流动资⾦锁定在安全

的第三⽅储物柜中，并将所有重要的商业决策

传达给社区。

核⼼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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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Priva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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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VC代币进⾏的交易没有中介机构或政府参与，所以交易成本仍然很低。此外，任何

转移都⾮常快，消除了典型的授权要求和等待时间带来的不便。

我们使交易更容易，使他们更接近更⼴泛的受众。使⽤技术的另⼀个好处是，它是完全分

散的，因此可以⾃由地进⾏跨国界交易。

技术的使⽤将促进⼀场⾦融⾰命，使每个⼈在⾦融⽅⾯变得更有联系，更有能⼒，更有关

联。技术是没有边界的，所以⽆论你在全球哪⾥都可以使⽤。

这也对国际⽀付费⽤产⽣了巨⼤影响。传统上，国际转账的费⽤⽐国内转账和⽀付要⾼得

多。使⽤加密货币的国际⽀付和转账与国内⽀付是⼀样的。

 

向全球参与者开放

它是⼀个可靠和安全的平台，不断提⾼系统的安全性，以确保平台的安全性。

不受公司⼲扰的⾃由

安全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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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付部件将允许⽹站在任何⽹站上轻松接受多种代币和定制币的⽀付。该⼩

部件可以连接到任何PrivaCoin⽀付⽹关。

除了⾮常⼩的交易费⽤外，还可以建⽴成熟的⽀付⽹关，并且不引⼊任何或成

本。

⽹关智能合约可以被配置为接受所有多种硬币或特定代币类型的列表。

作为供应商，你可以依靠PrivaCoin代币中提供的开放源代码和例⼦，实现⾃⼰

的功能，如⽹络发票、电⼦邮件/短信通知、退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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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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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具

没有嵌⼊⽀付

本地⽀持

创建你⾃⼰的专⽤⽹关



⼀个安全的平台

 

 

我们将绝⼤部分数字资

产储存在安全的离线存

储中。
受到智能合约的保

护

所有硬币都保存在我

们的钱包⾥ 

透明的

我们是⼀个透明的平

台，你的所有资产都是

安全的，⽽且是完全去

中⼼化的。

安全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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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务

版税 ⾦融中介 对持有⼈的奖励

节⽬包 团队建设 市场营销

实体的形成 信任与传统 现⾦流银⾏

数字商务 房地产

使⽤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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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代币名称.                                                            PrivaCoin

符号                                                                     PRVC

最⼤ 饲料.                                                                       4,5 T 

类型                                                                      BEP20

⽹络                                                                      BSC

代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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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x5711f19b7B21938D31d07E5736b4660c1159d7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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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税

每次有⼈购买/出售或转让PrivaCoin代
币时，都要收取0.005%的交易税，其分
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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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团队.                                                                  0,002%           

    燃烧                                                                   0.003%

    税收总额.                                                           0,005%

 

 



徽章的细节

出售 团队 顾问 项⽬储备 主节点 ⽅案

50% 

40% 

30% 

2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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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

2022年9⽉销售IEO

      PrivaCoin项⽬理念

第⼀阶段

第⼆阶段

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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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技术与战略
发展

随时：（有惊喜在
两个路线图）

2022 年 9 ⽉：IEO 销售

50k 持有者：去中⼼化
VPN（使⽤ PRVC 付费

99k 持有者：获取 Virtual Mobile
号码（⽤ PRVC ⽀付）

持有 150k 的⽤户：使⽤ PRVC 付款
在 550k 持有者：获得虚拟信⽤
卡（使⽤ PRVC ⽀付）
85 万持有者：去中⼼化
虚拟主机和域（⽀付
PRVC)
使⽤虚拟钱包付款
⽅法

100万持有者：
PrivaCoin 调制解调器路由器 (浏览
具有数据保护的互联⽹）
 
拥有 300 万持有者：
PrivaCoin 移动系统（保护
您的数据和隐私）
 
拥有 1000 万持有者：
PrivaCoin 移动智能⼿机（获取
您的隐私受到保护）
 
拥有 1400 万持有者：
使⽤ PRVC ⽀付您的⼿机账单
 
拥有 2100 万持有者：
PrivaCoin 实体信⽤卡（⽀付
与 PRVC）
 
拥有 3900 万持有者：
PrivaCoin 加密交换平台
没有尽头……（将继续增
永远...）



团队感谢您团队感谢您

PrivaCoin团队结合了对区块链技术的热情、⾏业经验、

投资者知识以及在财务、产品和业务发展、营销和许可

⽅⾯的良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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