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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介

用区块链技术颠覆线上传统小游戏模式

JGC项目用区块链的技术解决了小游戏类游戏币产生的公平性，虚拟货币的流通性，用 硅

谷最新技术解决小游戏现有弊端，用智能合约创建更利于个人和组织开局的模式，用公共

协议搭建更健康长久的生态环境。对现有的全球线上小游戏是一个颠覆性的创新，必将开

拓更广阔的市场，并在市场中凭借先发优势，获得绝对性优势。

定义

JGC

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小游戏开发平台

JGC

基于以太坊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代币

平台优势 

全球首家开发并运营线上小游戏区块链游戏平台，能深度挖掘几十亿的线上小游戏市场，

前景广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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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原因 

首先，目前各大小游戏平台都面临公平性以及玩家资金安全的考验，JGC能彻底解决这一

难题，保证游戏币产生机制的去中心化以达到完全透明化，超发现象发生，并确保玩家账

户资金安全。 

用区块链技术颠覆线上传统小游戏模式

投资方案

总发行 TOKEN 10 亿枚JGC

发行量 10亿枚 

2、市场和产业情况

全球线上小游戏场的爆棚式发展开始于 2003 年，并逐年稳定增长。由于市场体量 

大，用户群体广泛，使得线上扑克游戏成为互联网游戏中最具投资价值潜力的行业。仅 

2017 年，全球资本市场便发起六例棋牌游戏公司的并购案，总金额超过了 123 亿人民 

币。 

根据 H2GC 的数据统计，全球博彩产业在 2016 年达到 3240 亿欧元，其中线上部 

分逐年增加。 

其次，小游戏兴起，势必引起新一轮全球小游戏热潮。小游戏发起于中国,为高端 玩家所推

崇。 

第三，去中心化社区的运营和智能合约的创新，改变了传统小游戏平台的运营模式。 

将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来取代传统游戏平台的失衡奖 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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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GC 预估全球线上小游戏市场在 2019 年达到 47 亿欧元，最主要的三家公司是 

（The Stars Group, 888 和 GVC）其中游戏之星集团占有超过 60%的市场份额。但整 

个市场已经出现了增长趋于平稳的趋势。

传统游戏平台问题重重

1、资金存在隐藏风险 

在传统游戏平台中，玩家资金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能 

保证钱包中的资金在玩家控制范围内，并完美地消除了时间与地理位置的限制。 

2、传统模式急于求新 

对于资深及高端的游戏玩家，他们逐渐厌倦了传统小游戏的玩法。改变模 式、突破创新，

是这批玩家的诉求，也是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 

JGC模式便是对小游戏世界的突破性创新，缩小了专业玩家和娱乐玩家的水平差距，其一

诞生，即获得无数德州扑克爱好者的青睐。 

3、基于区块链的小游戏

利用区块链解决传统游戏的痛点。

为了解决线上小游戏的各类问题，开拓更有价值的未来市场。我们团队将运用区块链 技

术，结合新的小游戏打法，革命性地颠覆传统在线小游戏模式，打造全球首家去中心化的 

小游戏在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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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合约基于以太坊，存储在区块链中。通过验证

随机数发生器和种子后传送到服 务器。整个验证

过程程可核实。 

基于区块链的JGC数字货币

JGC是基于以太坊的加密货币协议发行的，玩家可以随时随地将以太币与 JGC进行双向

兑换，无需中间人介 入。这将利于只用JGC来参与游戏的玩家以较为稳定的价格尝试平台

游戏，方便新玩家 推广。任何持有者都可以使用JGC兑换虚拟游戏币，它具有支付全球化、

结算速度快、币币可转换等优势。用户每进行一个操作，包括 资金的进出，兑换的时间，消

耗的金额等，都将写到区块链上。每个用户都有专属的区 块链地址。通过分布式的方式，

让用户轻松获取全流程信息，随时追踪资金动态。 

4、基于区块链的市场推广创新

JGC项目将运用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技术解决传统游戏市场推广中的弊端。基于区块链的

下线推广平台，确保任何人都能将自己所属的推荐人在区块链上得到确认，有效 防止诸

如假账户，空账号，多账号，骗取佣金等扰乱平台生态的现象。 

有了信用体系的推广伙伴，将发挥自己最大 的主能动性，建立更好的、独特的下线推广计

划、玩家回馈计划、社区建设计划、广告计 划及社交计划，以便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各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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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治理结构

5、新型商业变革

加密货币的优势将引发一场颠覆式的支付革命，且在线上游戏平台将会是最可靠、 

透明、且有升值空间的交易方式。因此，JGC基于此能开创一种新型商业模式。 

强大的流动性资金  

由于JGC作为数字代币不受交易数量的限制，并且拥有可期待的升值空间，因此，用户可

随时随地无限制地进行交易及兑换。这就为 JGC货币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流动空间。 

与此同时，JGC在全球各个交易所上市，其影响力和可期价值。必将吸引许多游戏圈外的

投资人参与。

和谐的价值生态

游戏玩家和代理将通过其游戏行为获得挖矿机会，平台借此可最大限度留住高价值 玩家

，提升留存率，同时平衡游戏中的玩家差距。 

通过这种娱乐性的返还机制，为用户提供给多价值收益，创造共赢的和谐生态。

额外投资

JGC将在募集发行的代币中抽取一部分，作为矿区和矿机的投资，确保资金的持 

续性和流动性。这部分资金将放在托管账户，以确保资金安全。投资所得的 10%将用于 

社区奖励和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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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C基金会

本项目设立 JGC基金会作为治理主体。该基金会是在新加坡正式成立的非营利性公司。主

要致力于德扑链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治理透明度的倡导及推进工作， 促进 JGC生态社会的

安全、和谐发展。 基金会治理结构的设计目标主要考虑项目发展的可持续性、运营管理的

有效性及客 户资金的安全性。基金会组织架构由决策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组成。首届决

策委员会由 基金会主席、董事、项目开发人员和主要投资者组成，每届任期三年。 

发行计划

为了有效激励社区建设者与参与者，实现社区生态的增长，JGC项目会产生通用的原生 

Token，代号：JGC，总发行量10亿枚，分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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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激励计划详解

JGC将总量39%的Token用于用户激励，为了保障持久的全球玩家接入，其公平性 

非常关键，过早的消耗完激励Token对未来的玩家非常不公平，也会影响生态的持久性，

于 

是设计了双层激励机制：

第一层：JGC将39%的Token用于激励，其中9%用于糖果计划，第一年发放；另 

外30%分成五年释放，每年释放余量50%，第五年释放完，这样保障了前五年的快速发展。 

第二层：为了让JGC专属链对全球玩家都有价值，要给未来的玩家提供良好的接 

入机会，一起共建生态。参考全球稳定经济体的增速，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增发3%，这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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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计划如下：

七、团队及顾问

技术团队由全球最早开发在线小游戏的技术人员为骨干。运营团队包括 Poker Stars 

和天天游戏团队成员，他们均对小游戏上线下运营有 5 年以上的专业经验。 

由顶级职业玩家组成阵容强大的顾问团队，并聘请行业资深人士担任 CEO、CTO

经费使用计划

此次募集的代币将全用于平台的技术开发、市场运营、团队建设等助于平 台发展建设的

用途。同时计划投入一定资金，用于比特币挖掘，以确保发行数字代币的价格稳定。

来数十年后，我们的后代依旧可以享受公平的接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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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游戏网站创建运营经验，从 13 年开始投资数字货币

Martijn Gerrits （荷兰）

igaming.org 创始人 

曾任水木未名合伙人、央媒产品总监，多年B端产品设计经验，

负责区块链产品方案设计

Noam Brown（美国） 

产品总监 

区块链联合发展组织顾问      

王彬生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特聘教授

人工智能专业博士，多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合伙人，有多

年互联网、数据挖掘及深度学习领域开发和管理经验。

张文
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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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发展计划

2019 Q3: 确立项目概念 

Q4： 确立团队建设和合伙人 

2020 Q1： 白皮书发布，私募完成 

Q2： 平台发布 

Q3 : 市场推广，下线推广，社区推广运营 

Q4： 全球合作伙伴选择及推广 

2021Q1： 发布VIP系统，扩大玩家奖励池 

Q2： 建立白名单合作商 

Q3： 全球曝光，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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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律事务及风险声明

本声明不涉及与证券招标以及承担游戏经营性和JGC的相关风险，不涉及任何在司法 

管制内的受管制产品，本文件是项目阐述的概念性文件。 

【白皮书】并非出售或者征集招标与JGC产品及其相关公司的股份、证券或其他受管制 

产品。根据本文件不能作为招股说明书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标准化合约文件，也并不是构成 

任何司法管辖区内的证券或其他任何受管制产品的劝告或征集的投资建议。本文件不能

成 为任何销售、订阅或邀请其他人去购买和订阅任何证券,以及基于此基础上形式的联系

、合约或承诺。本白皮书并没有经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司法监管机构审查 不作为参与投

资的建议：在本文件中所呈现的任何信息或者分析，都不构成任何参与代币 投资决定的

建议，并且不会做出任何具有倾向性的具体推荐。您必须听取一切有必要的专业建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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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税务和会计梳理相关事务。 

不能构成任何声明和保证：本文件用于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德扑链平台，但是基金会明确表 

示： 

1）对于本文件中描述的任何内容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或者以其他方式发布的与项目相关 

的内容，不给予任何声明和保证； 

2）在没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不能对任何具有前瞻性、概念性陈述的成就或合理性内容 

给予任何声明和保证； 

3）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不作为任何对未来的承诺或陈述的依据； 

214）不承担任何因白皮书的相关人员或其他方面造成的任何损失； 

5）在无法免除的法律责任范围内，仅限于所适用法律所允许的最大限度。 

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居民不得参与此 TOKEN 的公开支持计划。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项目：德扑链的网络系统和平台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参与者 

可能需要完成一系列的步骤，其中包括提供表明身份的信息和文件。 

非授权公司与该项目无关：除了基金会，使用其他任何公司或者机构的名称商标，并不能 

说明任何一方与之有关联和认可，仅供说明相关内容之用。 

与JGCToken 相关的注意事项： 

“JGCr”是区块链网络的虚拟密码学代币。 

“JGC”不是投资品：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你所持 

有的JGC 将会一定升值，甚至有可能存在贬值的风险。 

JGC不是所有权证明或具有控制权：持有德扑链并不是授予持有者所有权以 

及德扑链网络系统的股权，也并不是授予其直接控制或者替德扑链网络系统做任何决策

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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