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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游币基金会
 
旅游币基金会（TCF）是一家在英国注册的非营利性社区公益公司（CIC）。公司的

宗旨是开展有利于社区的活动，尤其是那些关于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是如何提高

旅游者体验感和影响全球经济的委托研究、软件开发和培训。这将帮助社区根据数

字货币和区块链获得的知识做出明智的决定。

旅游币基金会将为旅行者和企业家提供教育和支持，因此，他们各自将受益于易用

性、优化经验，以及全球业务增长。公共关系活动使得旅游币基金会能够将信息传

递给更广泛的观众，并就数字货币和区块链技术的优点进行培训，特别是如何充分

利用旅游币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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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改变世界

目标

旅游币基金会的目标是累积

100万旅游币用户。



使命
 
旅游币基金会（TravelCoin™	 Foundation）决心在满足旅游业固有需求的

同时，改变人们的生活。通过专项资助和发展，旅游币基金会将致力于为世

界各地的旅游者提供更简单、更人性化的体验。

通过资助基金软件开发、公关和营销，旅游币将帮助人们改变生活，同时也

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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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一场冒险……活在当下！



什么是ICO？

简单来说，首次代币发售（ICO）就是众筹。这一传统的方法有助于项目落地。传统意义上是指

家庭或朋友以贷款或支持的形式提供帮助，以支持发起者完成新项目。近年来，随着科技的推动

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众筹得到了飞速发展。根据剑桥大学商学院2015年发布的报告，估

计通过互联网众筹筹集的资金逾340亿美元。	

旅游币代币销售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那些在旅游币基金会帮助下构建旅游币社区的项目。旅游币

首次代币发行有很多非传统的组织形式。

 
+	其重点并不是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虽然这是大部分首次代币发行的目标。旅游币将重

点转移到建立一个庞大、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用户社区，不同于投资额高的小集团，只要是用

户社区的人都可成功拥有旅游币股份。	

+	这种首次代币发行模式也可以很好地解决首次代币发行中常见的“竞争条件”的问题。由于

高需求与时间压力（活动时间上限），以及短期ICO可供应的代币量限制，导致区块链网络发生

过载现象，从而进一步导致延迟和取消首次代币发行交易，甚至底层区块链网络的所有交易。然

后，我们看到了“汽油费（gas）”，这种小额的交易费在投标系统中不断上涨。那些希望交易

得到快速处理从而保证他们不会错过ICO有限的窗口，，且可以承担更高价格的汽油费的人们，

就在首次代币发行时享有有利条件。这不是以太坊网络gas系统的错误，而是传统的首次代币发

行竞争条件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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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属于那些看到
无限可能性的人。



IPO对ICO	

两种机遇的主要区别

首次公开募股（IPO），由一家与投资银行合作的公司组成，共同确定发行股票的数量和价格。这

家银行（称为承销商）本质上与其他银行（称为辛迪加）一起从本公司购买股份，并通过其代理

人向公众投资者出售股份。最初发行价和投资者购买价之间的差价是投资银行的收益。

相比之下，首次代币发行对公众更开放。	 用户可以注册和购买旅游币。由于没有承销商、辛迪加

或代理人，首次代币发行可以消除普通投资者和精英之间的另一个障碍。这就是旅游币创建的原

因。普通人可以参与并赚取收益。	

用户

购买/出售流程

发行时间段

仅限于少数最低额度1百万美元的“合

格用户”。

 

需要与代理人联合购买或清算股份

 
非常短暂。一般来说，发行期1天，代

理人急于购买所有股份。

您购买的首次代币发行是一种新型的

虚拟货币或代币资产，而不是安全保

障。

用户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可以自行购

买、出售。 

因为发行期长，所以更多人能够认

购。

IPO 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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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币供给 
旅游币的总供给为210亿维持不变。20亿旅游币已分配给首次代币发售。之后，通过权益激励分配

系统（SRDS）机制完成虚拟币制作。权益激励分配系统最大值设定为每年20亿旅游币的30%。这意

味着每年最多可以制作6亿旅游币作为权益激励。这将带来对旅游币经济有利的通货膨胀效应。至

少需要花费33年的时间开采所有旅游币。这意味着截至2050年将有210亿旅游币在市场流通。

技术信息

截至8月20日，旅游币使用以太坊区块大小和速率。

区块大小：16.348千字节

速度：22.1秒

名称：旅游币

图标：TLC
总货币供应：210亿

初始流通供应：20亿

创建日期：2017年8月21日

时间戳：2017年8月21日下午02:30:29



旅游币基值贴现算法

旅游币基值的算法考虑了旅游币有效供给这一因素。在ICO期间，所有的20亿旅游币将分布在

5000万旅游币和1亿旅游币之间的26期。旅游币第一期基值是0.01美元。旅游币每一期的基值

都比上一期高。这意味着最后一期将以1美元的基值发放。每一期旅游币也确定了二级市场的

每日买入/卖出限额。
旅游币分配份额	

 贴现基数 付款期限 TLC在每个付款  
      
1 0.01 30 days  50,000,000 
2 0.02 30 days  50,000,000 
3 0.03 30 days  50,000,000 
4 0.04 30 days  50,000,000 
5 0.05 30 days  50,000,000 
6 0.06 30 days  75,000,000 
7 0.07 30 days  75,000,000 
8 0.08 30 days  75,000,000 
9 0.09 30 days  75,000,000 
10 0.10 30 days  75,000,000 
11 0.12 30 days  75,000,000 
12 0.14 30 days  75,000,000 
13 0.16 30 days  75,000,000 
14 0.18 30 days  75,000,000 
15 0.20 30 days  75,000,000 
16 0.25 30 days  80,000,000 
17 0.30 30 days  80,000,000 
18 0.35 30 days  80,000,000 
19 0.40 30 days  80,000,000 
20 0.45 30 days  80,000,000 
21 0.50 30 days  100,000,000 
22 0.60 30 days  100,000,000 
23 0.70 30 days  100,000,000 
24 0.80 30 days  100,000,000 
25 0.90 30 days  100,000,000 
26 1.00 30 days  100,000,000 
    2,000,000,000 

如果您投资500美元ICO，将会怎么样？

如果您购买500美元的旅游指南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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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将流向哪里？

2017年
5月

巅峰的TravelCoin基
金会创建白皮书

设计了品牌指南
开发了网站

发布了首

期50M硬币

开发和部署
了TravelCoin

指定了第一
个永久性BOD

基值账户
智能合同

S指定了第二个永
久性BOD2017年

7月

2017
年7月

2017
年8月

2017
年8月

2017
年8月

2017
年8月

2017
年10月

创建了支
持者账户

ICO
宣布

规定了股权
奖励分配制度

ICO发布

发布了

TravelCoin钱包

开放
二级市场

2017
年9月

2017
年9月

集合了咨
询委员会

TLC和USD TLC
发布智能合同

Ethereum区块链开
发者提供的
TravelCoin

对Ether Scanner
和Github公开
的智能合同

2017
年11月/12月

区块链民主 对等通
信智能合同

2018
+ 智能托管合同
+ TravelCoin智能合同
+ TravelCoin忠诚度项目
+ 区块链智能合同KYC
+ USB安全库
+ 区块链所有权
+ 全球网络

 

TCF首先由私人
捐助者和100BTC
创办

内容说明书
开发

正在进行的即时项目

区块链民主
 

这是一个使用智能合约的投票系统，旅

游币持有者通过此投票系统实现民主自

治组织（DAO）的权利，为不同的项目提

供决策。

二级市场平台
 

为了帮助旅游币用户之间进行旅游币交

易，我们将上线一个内部交易平台——

二级市场平台。

专用对等通信
 

未来通讯日新月异，对更高等级的安全

通信信道的需求不断增加。

进入网站TravelCoin.org/immediate-projects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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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托管
 

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交易行

为。当一方愿意为其所期待的物品或服

务支付费用或交换服务，且有协议的对

应方时，即视为双方订立了某种形式的

合约。

旅游币出发
 

旅游币基金会了解游戏化的魅力，并通

过旅游币出发计划将游戏化应用于促进

环球旅游业务，提升社交体验。

区块链KYC（了解您的客户）	
 

KYC（了解您的客户）是大多数企业的标

准商业准则。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在全球

范围经营业务的企业，KYC（了解您的客

户）系统并不那么简单、用户友好、快

速或节约成本。

USB保险箱
	
	

技术领域时刻需要安全，	旅游币基金

会将开发一个使用方便且安全的USB保

险箱。

全球互联网

TCF认为，全球互联网是人类一种基本的

权利，应该免费向所有人开放。

区块链所有权

	

区块链技术是技术世界中一项真正的革

命。许多人会误以为区块链即是指数字

货币。	

未来项目

		旅游币明星项目：
旅游币积分兑换

旅游币积分兑换是我们的明星项目。大多数旅游者在航空、酒

店和汽车租赁等服务业，在以上每一种服务业中都至少
是一家企业的忠诚度积分注册会员。获得积分是很简单
的——注册成为会员，通过乘坐航班、入住酒店和租赁
汽车赚取积分。然而积分兑换并不简单。有时，忠诚度
积分提供者会对积分的使用设限，有些积分提供者不允
许积分兑换，大部分积分提供者表示只能兑换他们自己
品牌的积分，然而，旅游者通常没有足够的积分兑换他
们想要的礼物。旅游币基金会通过使用通用的旅游币打
造通用的积分平台，实现不同忠诚度计划的积分通兑通
存。

旅游币积分兑换计划将为积分持有人开发一款软件和一
个交换平台进行旅游币积分交换或兑换，反之亦然。
通过与旅游零售商建立的关系，旅游币持有人将能够使
用旅游币积分预定或升级酒店客房、航班或汽车租赁服
务。旅游币平台独立并通用，将成为忠诚度积分一站
式服务平台。首次代币发售产生的资金用于精选优质酒
店、航班和汽车租赁机构参与第一阶段旅游币积分兑换
计划。

基金会的任务是为旅游者创造便利，并通过开发积分兑
换工具，实现客户与朋友和家人无缝共享旅游币；而零
售商则能享受客户满意度效应，从愉快的客户体验中获
得忠诚度。
 
此外，中小企业可以通过该区块链解决方案，使用旅游
币创建自己的忠诚度计划，参加忠诚度积分。通常，小
型连锁酒店和航空公司无法自行定制会员计划。基金会

可以为零售商提供参与忠诚度计划的机会，使用旅游币
而不需要花费自己的费用。区块链代币忠诚积分计划使
得旅游者通过“现场兑换”立即获得价值。

他们还通过创建具有即时品牌忠诚度的合作伙伴社区，
提供更广泛的用途。这样小型零售商能够从品牌忠诚度
中获益，并且能够再次深入推动旅游币基金会的发展，
确保旅游者的体验永远是正面的。

进入网站TravelCoin.org/future-projects了解更多



用户附加值

我们认为公开透明是成功的关键。旅游币致力于建立一个用户大家庭。我们意识到了解旅游币

的人越多越好。我们的目标是使早期使用者获得巨大的价值。

因为TCF寻求投资机会，我们打算从旅游币社区听取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建议。我们的董事会一

直在研究TCF如何最有效地改变旅游行业。

权益激励分配系统（SRDS）高达30%

旅游币正在使用权益激励分配系统（SRDS）奖励对社区忠诚且为社区带来希望的人。您钱包中

旅游币越多，您将获得的权益激励就越多。这也为大众创造了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些不太熟悉

技术的人，不知道如何设置采矿机的人，不知道如何连接网络的人，以及无法获得大量资金投

资强大计算设备的人，都可以通过SRDS加入旅游币并获得成功。	

用户可以将旅游币放到旅游币钱包中，每天收到“权益激励”币。权益激励的分发是根据当时

持有的旅游币数量进行计算的。权益激励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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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任何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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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比你自己更大的团体的一部
分。

如何成为旅游币基金会的一员								

个人用户
个人或公司可以免费成为用户加入旅游币。用户也可以购买500美元的旅游币。用户可以使用几种付

款方式。用户收到的旅游币数量取决于购买旅游币时支付的金额和贴现基值。设置认购限额是为了

向更广泛的社区提供加入旅游币基金会的机会并获得收益。

企业用户
TCF与那些旨在革新旅游业的组织合作，通过使用旅游币这种数字货币进行激励和奖励。欢迎酒店、

航空公司和旅游相关公司成为企业用户。可以向TCF申请企业用户，并且根据认购限额逐一进行评估

和批准。因此，如果您的公司像我们一样对未来充满远见，请通过电子邮件将公司简介、联系方式

和您的建议发送给我们，网址TravelCoin.org。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全球数百万人开启充满机

遇的世界。

人力资本用户（奖金计划）
我们是遍布全球各地的、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我们不受国界的限制，只是希望和那些有远见

并希望分享独特观点的人才合作。我们相信“与众不同”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寻找那些观点不

谋而合的人。无论您在波士顿还是在北京，我们希望与您洽谈合作。我们有信息技术开发、网站设

计、SEO执行、博客、推广和公关等机会，我们欢迎任何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人员加入我们。



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的团队

旅游币基金会吸引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高素质管理和开发团队来实现目标。这些经验丰富的专家

与受人尊重的董事会合作，共同加入旅游币用户，引导基金会走向未来。通过智能合约投票系

统，我们赋权旅游币用户选举董事会董事，并确定下一步处理哪些项目。这是使用区块链技术

实现真正民主的标志。

全球社区

我们在旅游币基金会的目标之一是截至2019年12月累积100万用户。旅游币首次代币发行

（ICO）为那些不常参加首次代币发行的普通大众提供了一个平台。为了改变生活，同时改变

世界，他们向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额达500美元的小型用户发行ICO。

增值

在旅游币基金会，我们认为越公开透明，我们越能共同努力，改变世界。包括分享所有关于旅

游币首次代币发行的知识。公开透明地分配总计20亿旅游币，使用专门设计的算法进行管理。

旅游币基值为1美元，在ICO期间，第1期起始贴现值为0.01美元，到最后1期的贴现值高达1美

元。您越早成为旅游币家族的一员，同等购买价格就可以获得越多的旅游币。我们还为用户提

供及时流通的专门的二级市场。通过使用智能合约技术，任何用户都可以在旅游币上市前在社

区内出售旅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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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使用区块链技术所能实现的
最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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