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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
问题
挑战
JON JACOBS
ON HOW TO
MONETISE THE
NEVERDIE COIN?

#gamechanger

THE NEVERDIE
I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虚拟现实基础设施

虚拟现实基础设施，我们都熟悉
包括图形引擎，物理引擎，显卡，PC耳机，服务器群等，但什么是真正达，是创
造虚拟现实的幻想的技术，该技术允许开发人员创建，我们可以体验到第一个人
的环境。

为了使虚拟现实的生活，就必须有，我们可以用，这可以被描述为游戏设计互动模拟进行填充。精
心设计的MMORPG的把虚拟现实的生活，让我们也深深地参与的错觉。
大多数MMORPG的功能，发达的角色发展系统和经济模式，以支持发展的错觉一个播放。

内MMORPGS“的经济模式，往往功能的基础设施，或者是自由
使用或需要游戏币或利用项目。在一个幻想的境界，例如，魔术
门户网站可提供最快的路线两个远距离区域之间，玩家可能需要掠夺或水运项目使用门户网站或以其他方式与
其他玩家交易获得它们。魔术的门户系统，它是用来连接内部一个巨大的遥远区域或平原至关重要虚拟世界，
可以描述为没有这一点，可能是非常DIF科幻邪教在我们渴望步伐，发挥基础设施。

在现实世界中这种类型的基础设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铁路，铁路建设全美例如是为国家的发展和经济至关重要，并继
续 在结束后一百八十五个科幻年要在全国范围内运送货物的主要手段。

https://www.aar.org/BackgroundPapers/Economic%20Impact%20of%20US%20Freight%20Railroads.pdf
T大多数MMORPG游戏拥有某种类型的基础设施，是到了比赛或者至少便于发挥经济基础。
因为零敲碎打的做法网络游戏 发展，没有基础设施，填补了虚拟世界和游戏。
从一个游戏移动到另一个你必须退出游戏到现实和日志到一个新的游戏。
要创建一个可互操作的虚拟商品经济，这将充分利用复仇blockchain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我们必须采用加米网络版的基
础设施，将提供互联游戏世界的基础，一个新的数字宇宙的突破性技术。
在复仇blockchain，将利用通用令牌甲加米音响版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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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在发射点有多少枚硬币将会出现问题？总共有多少枚
硬币？”

“A Worldwide
Nation of Gamers."
Jon NEVERDIE Jacobs

发行4000万枚硬币，全面发行4亿枚硬币。

Decentralization & Transparency
A ROCKTropia
Zombie Biker
虚拟现实游戏和网络货币经济背景
BBS（公告板系统）是互联网的前身，而一个更受欢迎的应用是MUD是一个多用户地牢。传统的MUD实现了一个角色扮演游戏，设置在
一个充满种族和怪物的幻想世界中，玩家选择类来获得特定的技能或权力
这种游戏的目标是杀死怪物，探索幻想世界，完成任务，冒险，积累黄金和有用的物品，并通常提升玩家角色。虚拟经济在MUDS中有机
地发展，因为用户对获取货币和物品所需的时间和技能有价值。
全球4亿玩家
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MMORPG（大型多玩家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的兴起，猎人采集者模型驱动的虚拟经济立即从游戏世界的内部浮出水
面，游戏世界中的互联网和互联网具有重要的价值，拍卖网站，如eBay，用户可以将虚拟物品的货币价值，劳动力和头像技能分配给他
们。
全球二级市场定义为玩家之间的真实货币交易 - 截至2007年，营业额估计为20亿美元。随着MMORPG玩家的数量在2017年全球增长到4
亿多，已经增长到数百亿美元根据报告 www.newzoo.com
在过去二十年中，为了真正的货币安全地交易虚拟物品，在许多技术挑战方面出现了许多技术挑战，大多数交易需要信任或中间人来确保
公平的交换。这些障碍已经缓和了虚拟商品经济的增长，MMORPG或虚拟世界的封闭经济本身对个别项目的潜在需求造成了重大的限制。
密码货币一直是虚拟经济的核心，但一直是集中式的，在互相竞争之外进行交易的时候，也受到信任或中间商的困扰。
虚拟商品市场

比特币和块链的发展现在已经提供了解决安全地交易虚拟货币对等的挑战的解决方案，而现在，与此同时，艾思云公司则将能够将虚拟货
物与虚拟货币一起划分，这将最终将9亿美元的虚拟商品设为 黑色市场自由，导致可信赖的，非集中的虚拟商品经济空前的比例。
挑战 - 互操作或胸围！
促进虚拟商品经济扩张的最大障碍就是分散的游戏设计。
碎片化将导致创造仅在其设计的游戏中具有价值的标记物品，这将限制为抢购或制造物品所需的劳动力的潜在市场。这就像制作一辆仅在
法国工作的汽车或手表，在德国是无用的。
我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苹果是一个苹果，不管你在哪个国家，无论你吃什么，它都会提供营养价值。为了在虚拟和数字世界中实现同
样的共识，这将为真正的全球虚拟商品经济奠定基础，我们必须发现游戏开发者和用户之间的共同点，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限制。

*Researchgat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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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同
“虚拟世界已经演变成非常复杂，因为用户已经重视情感
以及对其化身的财务价值。“

权力下放与公平竞争的有机需求
MMORPGS和虚拟世界中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已经演变成非常复杂，因为用户对其头像，虚拟商品甚至家庭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情感和财务价
值。因此，游戏设计和平衡的透明度需求增加，掠夺池的分散化以及资产和发展的民主管理的需要。这些需求现在可以通过Etherey块的
智能合同来解决。

示例示意图：智能怪物合约

这是许多开源智能合同的一个例子，这些合同将被用来促进游戏动作中的交钥匙翻译到块链。
Features:

• Open source
• Fully integrated into NEVERDIE API & SDK
• Smart Contract templates provided for developers
• Completely transparent decentralized looting
• Skill based gameplay
• Inter-operable & cross platform compatible
• Auto conversion of gameplay actions into blockchain 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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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为Etherey 集团提供游戏的基本营利基础设施。”

Neverdie Coin & Teleport
功能

系统 - NEVERDIE硬币和传送令牌：
该系统为可持续的新现实提供了经济基础设施。人类生活在一个时代，数十亿美元被投入到工具中，创造沉浸式的新现实，包括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网络空间，封锁等。目前的巨大机会是开发商摆脱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对等商业模式，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时
间，技能和创造力的价值。
为虚拟世界和游戏网络空间中的对等经济体提供基础，各方必须就某些核心系统货币化达成共识。例如，如果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或游戏
中挥动魔杖来制作任何想要出现的东西，则不需要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易。游戏的乐趣是面对挑战，尝试失败，再次尝试，成功，进步，发
现，解锁，赢得，发现新的挑战，并与其他玩家分享冒险等。

要创建游戏和世界，您首先创建规则，并制定符合游戏结构的
规则。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认识到沉浸式游戏盈利需求的时刻。
通过将核心基础设施从大多数游戏设计的规则入手，我们可以
通过令牌机制来团结各种世界，这些机制将在大多数下一代游
戏中被利用，并且可以无缝集成到目前提供的现有游戏中这个
基础设施，但不通过它获利。

NEVERDIE COIN
Exchange Symbol: NDC
Total Supply: 400,000,000
Decimals: 18
ICO Price: $0.25 USD

TELEPORT TOKEN
Exchange Symbol: TPT
Total Supply: 10,000,000,000
Decimals: 18
ICO Price: $0.10 USD

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功能 ! 购买额外的生活和即时重新定位。

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令牌的目的是改变在游戏中或在游戏中或游戏之间购买新生活的机制，使其成为需要通用令牌的实用程序。随
着循环次数的限制，这些效用标记随着其利用需求的增长而获得内在价值。
令牌将在每次游戏中使用时被消耗，并通过智能合同设计和API划分成片段，以被重新洗劫，开采或收集，并用玩家技能进行重新制作，以
便可以在玩家之间进行交易和使用再次。
这将为所有游戏经济体创造一个交钥匙的起点，因为玩家将需要在原始虚拟材料中相互收获和交易，以支付新的生活或在游戏之间跳跃。
当每个令牌通过实用程序消耗时，令牌的片段也将被分配给游戏开发者作为营业收入和其他资金。消耗的每个令牌的百分比将被烧录，这
也将逐渐增加令牌的内在值，因为循环次数减少。
所描述的机制已经在许多不同的虚拟世界和游戏中被应用了数万次，但从来没有像可以在块上交替对等的互操作令牌，而资源收集和制作
的公式将会推动一个真实的现金透明经济以可信的公平智能合约编码。

#game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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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基础设施

“我们创建了一个互操作的
p2p虚拟商品经济。”

NEVERDIE虚拟基础架构示意图
虚拟基础设施 ! 虚拟现实需要基础设施，就像现实一样???

在数字世界的基础上，是几乎每个世界和维度都可以找到的游戏机制。这些包括死亡（复兴或重新开始）以及运动或运输的机
制。通过选择以包含用户和考虑用户的时间和技能的格式来利用这些机制，可以创建一个可互操作的p2p虚拟商品经济，可以跨
越最多的游戏而不对任何其他的限制部分游戏设计。

在游戏开发一开始就达成这一共识的价值在于，它将支持大规模采用新游戏，因为玩家将能够立即进入指数级经济，并获得更多
的价值，他们花费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玩之前，有能力交换他们的技能的价值在最广泛的游戏。这也将为所有采用该系统的
游戏带来更大的头像长寿和一个核心的交钥匙营利系统。
下面我们说明2022年在预计的1万亿美元的虚拟商品市场中的额外生活的货币化。

1982

2022

$11.8 BILLION

$1 TRILLION

VIDEO GAMES INDUSTRY

IN VIRTUAL GOODS

TOKEN HOLDER YIELD
PLAYER LOOT POOL
GAME DEV GRANTS
DEVELOPER ROYALTY
(see token revenue splits for details)

MILLIONS OF PLAYERS

1 BILLION PLAYERS

PLAYERS GOT $0.00

$15 BILLION IN
GAMIFIED WAGES

$8 BILLION

IN QUARTERS PAID TO ARCADES

$100 BILLION

IN NDC PAID FO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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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挑战

“为Ethereum集团提供游戏的基本营利基础设施。”

加盟的职位基本收入

今天最伟大的商业模式是赋予人民权力的商业模式
现在必须破坏现有的过时业务模式来应对全球挑战。视频游戏是一个巨大的数十亿美元的行业，除了电子竞技赛事之外，玩家技能基
本上还没有得到提升。随着社会搜索创造新的工作，以取代那些失去AI和机器人技术的人员，创造就业机会是合乎逻辑的，这些工作
利用了人类从小就开发出来的巨大视频游戏技能，因为这将导致一个充满激情和兴奋的社会，同时提供一个充满机会的全球市场，为
任何在任何信仰色彩或经济背景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进入的障碍。
如果没有人赚钱，谁能买得起游戏？
Bill Gates, Elon Musk, Stephen Hawking and Mark Zuckerberg 现在都是支持基本收入的想法，有些人在十年前可能是不可想
象的。但是，全球范围内的基本收入肯定是近期的，许多政府正在试验这个收入，是为了预期劳动力的重大裁员。但是，基本收入只
会提供基本的必需品，从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游戏化工作需求，这将有助于保证经济机会总是只能击退。
在ROCKtropia虚拟世界中，NEVERDIE已经实施了可扩展的兼职最低工资虚拟现实工作，允许有PC的任何人每小时赚取50美分。
每小时50美分高于世界许多国家的最低工资。例如，古巴的最低工资为0.05美分/小时*，已经有一些古巴人正在虚拟现实中寻求更好
的就业机会，并参加了NEVERDIE计划。在罗马尼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2美元，赌博工作和竞争有助于补充收入，并被证明是非常
有吸引力的，作为寻找机会的手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inimum_wages_by_country

*到2017年在ROCKtropia工作时的工资差额

Cuba

All listed countries have
citizens with the means
and technical capabiliy to
connect to ROCKtropia
and work in VR.

South Africa

India

Mexico

Kenya

Russia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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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激励

“货币化的虚拟世界基础设施将通过创建游戏工作来推动
Ethereum块链的快速采用。”

经济激励 ! 如果人们购买游戏买不起，那就付钱给他们打一个经济！
货币化的虚拟世界基础设施将通过创建玩偶作业，推动Ethereum块链的快速采用。

TOKEN收入分配
示例NDC / TPT收入来自消费
开发人员
补充战利品池
游戏开发赠款基金
补充VR作业池
VR Gov操作

令牌持有人收益率
块链成本/杂项
％估计可能会有所调整
目前，世界正在经历AI和机器人技术的指数式发展，这将日益削弱劳动力市场。此外，能源资源呈指数曲线，将降低生活成本。然
而，对于人类健康来说，个人必须成为社会的富有成效的人才，培养技能，才能和竞争力。
自从开始以来，玩游戏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为现实世界训练和推动超越个人限制的能力。特别是在上个世纪，整个行业都围绕球类运
动和其他运动发展。随着人们越来越少地在平凡工作中工作，以支持工业，体育和游戏将为人们提供持续发展和发展和发现经济机
会的环境。
过去四十年来，从物理游戏到电子游戏都有大规模的转型，因此，现在世界上拥有大量高技能的游戏人才，可以推动全球游戏交易
经济，让AI和机器人管理所有的物理和重复劳动需要提供食物，住所和其他必需品。
通过游戏工作，将鼓励新玩家与游戏开发者开发周期同时玩游戏，开发人员和游戏玩家同时考虑时间劳动和费用。
这种方法将快速加速游戏玩家采用Ethereum块链接平台，反过来又会吸引有意义的资金，让发展商通过权力下放的人群筹资机制
获得资金，这些资金将迅速吸引已经存在现有平台或货币化的游戏开发商系统被敲击或过饱和。
最近为不断增长的灵魂社区所支持的新令牌实现的市值将提供巨大的动力，以创造游戏和玩游戏，特别是当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工作
和游戏化挖掘获得代币时。
核心游戏基础设施货币化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忽视，因为它将为游戏开发商提供激励，以创建可互操作的资产和游戏设计，这将允许
头像技能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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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DIE 师
“全球玩家的国家。”

美国的Blockchain

下一个超级大国

“虽然以太网是埃及方块的货
币和效用标记，但TPT和
NDC将成为通用实用程序令
牌，用于游戏的灵丹妙药。"

陷阱 ! 发现错误是游戏的一部分！
ETHEREUM块链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克服和学习曲线持续存在许多技术障碍，相当多的自举是早期采用者的必需品。通过开发
周期和权力下放治理使社区参与，在核心技术成熟时，与所有令牌持有者建立一种包容性关系至关重要。保持健康的令牌储备对于
成功至关重要。
Off Chain Fragments - 美国Blockchain

在虚拟世界和游戏中，其他令牌或非基于块的项目将可以替代NEVERDIE硬币（NDC）或Teleport令牌（TPT）片段。一个例子
是在我们的真实的现金虚拟世界的ROCKtropia，其中一个老巴士令牌，可以被一个矿工在僵尸荒原中找到，一个老地铁令牌，可
以在希腊网络矿区和量子芯片中找到，可以是从AI机器人抢走这些被大多数新玩家（每个人每月支付10美元作为游戏工资）追捕，
因为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手工制作成tpt片段，然后用于快速传送到游戏中的热门狩猎点。
双币提供 - 两倍的乐趣！

在虚拟世界和游戏中，许多不同的项目需要玩和进步。通过提供两个独立于互补的互补中央公用事业，将发展非常强劲的经济。个
人游戏开发商还将能够引入额外的令牌，这将增加全球虚拟商品经济，其中一些被广泛应用于NDC和TPT。

Total Coins issued...
NEVERDIE Coin 400,000,000 - Launch Price 25 cents
Launch Market Cap $100,000,000
Teleport token 10,000,000,000 - Launch Price 10 cents
Launch Market Cap $1,000,000,000
10% NEVERDIE Coin & 30% of the total Teleport Tokens offered through the ICO.
NEVERDIE Coin raise - $10,000,000 (capped at) Target $10M
Teleport Token raise - Up to $300,000,000 (capped at) Target $50M

NEVERDIE DIVISION
10% Sold in ICO NEVERDIE coin
10% NEVERDIE Coin Loot Pool Launch Value $10,000,000
10% NEVERDIE Coin Game Development Fund Launch Value $10,000,000
10% NEVERDIE Coin Gamified Jobs Fund Launch Value $10,000,000
5 % VR Government $5,000,000
55 % Reserves & Operations $55,000,000.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good faith with all copyright and trademarks acknowledged. Third party market research is provided copyright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and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to verify industry claims, market research, provide independent valuation,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security, accreditations, certification, IP, patents and 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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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局
“在虚拟世界和游戏中，许多不同的项目需要玩和进
步。”

两次乐趣！

TWICE THE FUN!

DOUBLE COIN OFFERING
ON 30th JUNE at

GAMELAB 2017
in Barcelona.

TELEPORT 师
30% Sold in ICO TPT coin
10% Teleport Token Loot Pool Launch Value $100,000,000
流通中TPT总数的10％将保留给与智能合同相关的池，通过熟练的游戏玩法可以收获令牌。游泳
池将被补充，因为令牌通过实用程序消耗。
10% Teleport Token Game Development Fund Launch Value $100,000,000
10％将用于由智能合同管理的游戏开发和收购基金，其将受到涉及所有令牌持有人的民主投票
制度。该池将被补充，因为令牌被实用程序消耗。
10% Teleport Token Gamified Jobs Fund Value $100,000,000
将保留百分之十用于支付玩家的工作和治理工资。该池将被补充，因为令牌被实用程序消耗。
5 % The VR Government Endowment Fund $50,000,000
包括奇点基金，人文基金，教育基金，人力资源与艺术基金。

35% System development, future operations and additional core financing needs
$350,000,000
35％将用于运营和额外的核心融资需求。该池将被补充，因为令牌被实用程序消耗。以弥补未
来技术开发和运营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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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 WALLET 发展
“今天最伟大的商业模式是赋予人民权力的商业模式。”

互操作和分散

十亿美元工资基金

在国际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TPT在交易所开始交易之后，市场价格上涨将显着 影响游戏开发的规模和可以创建的游戏作业的数量。
API and Wallet 发展

与开发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 API一起，继续执行PAYATAR电子钱包开发，以管理代表可替代互操作项目的令牌，并为所有应用
程序，DAPPS或使用NDC和TPT的游戏获得所有技能创建数据库。
钱包将从头开始重新设计，包括从alpha版本的释放产生的反馈。钱包将用于跨多个平台或基于Web的DApps即时登录，并为在钱包中
可以访问的块上存在的游戏提供仪表盘。
目前在阿尔法的NEVERDIE电子钱包提供了第一个洞察Blockchain游戏视角和完整的PAYATAR钱包。

自举
鉴于我们处于埃及方块的最初阶段，许多技术挑战依然存在。当我们带来实现的愿景时，会有一定程度的自举。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good faith with all copyright and trademarks acknowledged. Third party market research is provided copyright their respective organisations
and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to verify industry claims, market research, provide independent valuation,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security, accreditations, certification, IP, patents and trad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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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VERDIE SDK/API

“SDK，API，RAP和NDC Hub之间的通信链接所有平台
允许事务在这些平台之间通过
游戏/ DAPPS建立在他们身上。”

The Neverdie SDK/API 系统原理图

13

VIRTUAL REALITY AND GLOBAL
GAMES INDUSTRY INSIGHTS
“A transparant, inter-operable system
built for a fast growing market
that desperately needs it.”

2017-2021 GLOBAL VR INDUSTRY
FORECAST TOWARD 2021

Boxed/Downloaded PC
Browser PC

2016-2020 GLOBAL GAMES MARKET
FORECAST PER SEGMENT TOWARD 2020

Console

VR INDUSTRY

10X

Tablet

Smartphone

TOTAL MARKET

+6.2%

CAGR 2016-2020

GROWTH 2017-2021

2016年在VR上工作的公司数量上升了40％。
像Capcom和Ubisoft这样的传统游戏发行商已经发布了全面的VR游戏，以获得早期的立足点 市场。
同时，虚拟广告和分析公司的数量随着内容制作者的扩张而超越了直接营利（即前期销售内容）。
这对VR的发展的下一个关键时期表现良好，并表明了对集中式财务VR基础架构的重要需求，以支撑这些新经验
.
2016年在VR工作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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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世界游戏

“您可以在哪些虚拟世界中部署您的NEVERDIE硬
币和Teleport令牌？”

开始使用您的NEVERDIE硬币 马上
非常支持
METAMASK, PARITY & THE MIST BROWSER

Ethereum Blockchain Gaming
由Neverdie Coin和Teleport Tokens支持的初始虚拟世界游戏
AmeVRica

AsgardVR

Planet ROCKtropia

令牌持有人聚集的游戏和虚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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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游戏机制与智能合同开发
“随着游戏机制在世界之外，玩家可以充分信任他们所选择的活
动，并投入信心。”

智能合同开发 ! 开源模块化MMORPG系统
跨越MMORPG的核心游戏系统非常相似，它们基于通过重复使用针对所选专业和任务的各种工具所获得的技能，狩猎，采集资源
或珍宝以及项目制作和交易而涉及到阿凡达技能树进化。增加的技能通常等于玩家利用更强大的工具来寻找稀少的资源或宝藏的能
力。
目前在MMORPGS中，所有这些系统的平衡是隐藏的，受到用户群体的极大猜测，神秘元素提供了很多的参与和娱乐，但鉴于用
户必须投入购买物品的时间和技能的内在价值，神秘经常被怀疑地看待，并且创造了所有游戏机制的透明度的有机需求，以确保公
平。
所有以上的游戏机制都有多种因素可以产生结果。因素可能包括头像技能和属性，设备统计，玩家技能与外部因素相结合，具体取
决于所从事的特定游戏。
这些熟悉的游戏机制将被编入智能合同中，使玩家能够准确地看出正面临的几大障碍，并充分评估掠夺或收获的机会。
随着游戏机制在世界之外，玩家可以充分认识自己所选择的活动并投入资金。
我们的智能合同将被写入，以创建一个有效的开源模块化MMORPG系统，由块链支持，通过API / SDK可以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游
戏引擎和平台
世界平衡是不断发展的，MMORPGS的用户一旦对自己的头像进行了大量投资，就非常有意见，并且关注世界发展的方向。开发
人员通常会考虑玩家的反馈，但最终是为了工作室的财务担忧而与玩家时间的价值。现在也可以通过允许玩家使用商业模式对内容
和系统开发进行投票，从而消除用户和开发人员之间的所有使用费，从而确保双方都不会比其他方面考虑更少。
众所周知，权力下放的治理和透明的智能合同为公平的虚拟商品经济提供了最佳基础，其中协商一致将定义技能，游戏和奖励的价
值。
造币
许多可再生的标记资源可以由Ethereum令牌制造系统利用，这对于物品制造，虚拟农业和农业来说是完美的。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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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政府

“扩大资金使用和治理过程。”

The BoardRoom

VR政府 - NEVERDIE 硬币和Teleport toke
VR政府 - VR政府将建立基础设施，支持虚拟现实的宪法，代表现实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令牌持有者的利益。
它收到了Teleport令牌和NDC的捐赠以及高达500万美元的以太 - 除主要政府外，政府的五个分支机构也将收到混合的令牌禀赋。建立的
分行如下：
The Singularity Fund - 奇异基金的目标是投资于未来技术的发展，这将影响全球虚拟商品经济以及所有令牌持有人的健康和长寿。
The AI Fund - AI基金的目标是开发AI，以支持经济，保护经济和所有令牌持有人的安全。
The Humanities Fund - 这一基金的目标是确保所有令牌持有人随时投票，为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人提供援助，并支持人道主义事业。
The LIFE Fund - 这个基金的目标是让所有的令牌持有者对已知宇宙中所有生命的保存问题进行投票，并在未来的数字生活延伸或心灵上
传的情况下，为令牌持有者提供基本的支持。
The Arts Fund - 这个基金的目标是支持虚拟现实中的艺术，并投资于文化。

估计使用资金增加 - NDC

Development Costs

Operating and Reserves

Target Raise: $10,000,000
Capped at: $10,000,000

估计使用资金增加 - TPT

Target Raise: $50,000,000
Capped at: $300,000,000

Loot Pools
Game Dev Fund

VR Jobs

VR Gov

Mergers & Acquisitions

Development Costs
Operating & Reserves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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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道路
“游戏和VR的未来是巨大的，事实上，全
球VR市场将在4年内倍增10倍。”

新游戏开发与现在的游戏合作

各种非常受欢迎的游戏存在着热情的社区。但这些游戏的一些商业模式已经过时了。我们的API / SDK将使预
先存在的游戏经济体能够与NDC和TPT一起工作，这将立即将大量现有游戏内容和大型玩家基础与Etherey块
链接起来。

Road Map

Game developers
funded by treasury!

AmeVRica & AsgardVR
Dev begins

NEVERDIE Coin game
engine API

Payatar Wallet
and API

Partnerships and
Acquisitions

ICO Completion

Game Crowdfunding
and governance
smart contracts

Smart contract
development for new
Blockchain games

Teleport token game
engine API

AmeVRica & AsgardVR
design Phase

Addition of Tokens to
popular token exchanges

Token Launch

资金周转
如果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令牌资金在ICO发布日期之前得到
充分资助，那么该产品将被关闭，一旦所有的ICO硬币被分发，将会
将令牌添加到流行的交易所。

额外的挑战
微型交易和可扩展性 - 许多解决方案正在开发遍及整个社区的这
些基本问题。

所有NDC和TPT API开发都将遵循指数曲线，因此我们
的技术旨在不断发展
环境变化迅速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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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令牌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公司的
权。
这些令牌旨在激活虚拟实用程序。

VR中的百万人

“观看我们如何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数字前沿就业。”

Meet

NEVERDIE

Jon ‘NEVERDIE’ Jacobs
在Entropia Universe内，Jon创建了标志性头像NEVERDIE，并成为第一个玩家，在虚拟世界中赚了一百万美元。 Jon's
Club NEVERDIE将2008年吉尼斯世界纪录作为最有价值的虚拟财产。

NEVERDIE Studios
Jon创立了NEVERDIE工作室，并与Michael Jackson，Lemmy和环球影城合作，并将ROCKtropia，KING KONG和THE
THING与虚拟现实结合起来。
NEVERDIE工作室开发和运营ROCKtropia虚拟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MMORPG，通过提供真正的游戏工作完全破坏所有现
有的游戏商业模式，支付任何用户每个10美元

一个月玩

虚拟现实主席
在2016年，Jon被选为虚拟现实的第一任总统，其任务是创造VR的10亿个工作岗位。

NEVERDIE Coin 和 Teleporter Token
2017年，Jon发起了支付的基础设施PAYATAR 钱包
NEVERDIE硬币和传播者令牌，以促进虚拟世界民主和发展跨平台块状游戏和DApps，包括ROCKtropia和即将到来的
AmeVRica，推动分散的万亿美元虚拟货物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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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AGE
“看看新闻界在世界各地有关人造现实游戏的网络货币。”

NEVERDIE IN THE PRESS

Currently we are engaging the public to be pro-active in the battle to prevent AI and
robotics from making humans redundant, we are doing thi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gamiﬁed minimum wage VR jobs that employs gamers to hunt AI to prevent bots from farming in virtual economies. I think we can afford to let AI and robots do our labor in reality but I
don’t think we want them playing our games for us.” – Jon NeverDie Jacobs via interview with
Coinshedule Blog
“NEVERDIE - Names you need to Know in 2011.”
Forbes Magazine
“NEVERDIE, a legendary adventurer, celebrity, and fabulously wealthy entrepreneur in the
online world.”
Reuters
“The Worlds First Cyber Superstar”
Los Angeles Times
“NEVERDIE to Rock Pop Culture!”
BBC News
“Political innovation can better thrive in open, ﬂuid environments like AmeVRica that nurture
experimen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any case, the AmeVRica project should yield key insights
into VR’s usefulness as a tool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 Innovation and Tech today
"Some people are willing to pay real money for certain items, because they do not have the
time to produce a good, just as you can make your own clothes in real life, but you do not have
the time, skill or Interest in producing it yourself.” – Jon Jacobs via El Observador (Spanish)
“First, we need to build an innovative world economy to generate new drivers of growth.
Innovation holds the key to fundamentally unleashing the growth potential.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ﬁc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Internet at its core is gathering momentum, and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reality are developing by leaps and
bounds,” he sai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irtu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bring
revolutionary changes to our way of work and way of life.” –
President of China via https://uploadvr.com/chinese-president-vr-b20/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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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RDIE STUDIOS

“许可和原始的游戏艺术品创作与真实性和真实性。”

经验证的“现金经济”和获奖的VR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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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NEVERDIE
ETHEREUM BLOCKCHAIN GAMING

立即访问您的PAYATAR电子钱包

我们的早期访问alpha是开放的，可以从块链视角和完整的PAYATAR 钱包初步查看游戏。
neverdie.com
Copyright ©2017 Neverdie Studios, Universal Studios and the Ethereum Foundation. Information contained with this document is
provided in good faith with all copyright and trademarks acknowledged. Third party market research is provided copyright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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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规则

“每一层的透明度”

NEVERDIE命题

ICO规则
- 为了打击网络负载，所有购买将在购买后24小时处理。在每24小时期间，从以太网
到NDC的汇率将在以太高的白天对美元执行，以避免以太网市场高峰时段的网络负
载。
- VR金和银奖金将同时处理。
- 如果超过了可用硬币总数，ICO可以随时停止。所有在完成ICO后收到的ETH将尽
快重新资助。
- 最高ICO时间将在7月31日之前，此后将关闭该产品。
- 我们将尽快公布哪些令牌交易所将携带NDC和TPT。

免责声明：NEVERDIE硬币和Teleport令牌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公司的所有权。这些令牌旨在激活虚拟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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