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EPTH ANALYSIS NGK WILL BE 
THE NEXT THOUSAND TIMES COINS!

深度分析
        会是下一个千倍币！

NGK - Your trustable wealth creators，securing all users weathness. 
Shape your bright future with NGK investment，NGK allowing Elite 
to be more successful.

NGK



项目背景实力
PROJECT 
BACKGROUND STRENGTH

NGK.IO是由美国星盟投资公司发起的区块
链项目，星盟公司自身就是一个立足于资本
市场的成功企业，拥有庞大的海外客户群体，
所以NGK上线会在海外有着很高的影响力。
NGK创始团队将NGK公链定位于商业体系
和金融体系的落地系统，带领海外用户树立
起生态经济模型，面向全球推动，意味着这
将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块链进程。



项目背景实力
PROJECT BACKGROUND STRENGTH

NGK代币

将作为公链生态

的通证

以主网的激励机制

共建NGK区块链生态

NGK代币将用于平台的

运行和社区的搭建

进一步推动

平台的发展

和商业应用的壮大

NGK有着为数不多

的强硬背景

项目核心战略进展

良好



NGK.IO系统设计团队是区块链顶尖的技术专家，兼顾网络安全

技术领域的佼佼者，是国际上具备区块链底层协议开发能力的

技术领航人物，采用商业应用和金融领域结合的共享网络架构。

Go

项目技术实力
PROJECT TECHNICAL STRENGTH



#1 #2 #3

PROJECT TECHNICAL STRENGTH

公司的其他部门还具
有硬核的开发、设计、
推广、运营等相关工
作的经验

专业操盘、专业交易
控盘、风控体系完备
并且NGK公链代码已
经开源

可以在Github上查看
综合技术能力有着不
错的表现

项目技术实力



0 1 0 2 0 3

NGK代币通过STO股权
发行，其背后锚定的价
值是经济权益，STO的
方式增加了NGK 代币背
书，也让NGK代币具备
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有效监管。
 

同时NGK代币将初始应用
在八大板块的产业流通，
布局公链NGK生态应用场
景，将在新能源板块、生
物科技板块、体育板块、
金融板块、红酒板块、娱
乐板块。

数据板块、房产板块等
多 个 公 司 应 用 ， 使 用
NGK代币构建整个生态
网络的商业闭环，有资
金、有沉淀、有背景、
有监管，符合大项目的
格局。

代币背景
TOKEN BACKGROUND



根据经济数学悖论，基数越大，倍数越少（发行单价*数量*释放速度*市场需求*
倍数），为什么很多的投资公司愿意把钱花在风险投资上

因为小的公司利润大，潜力空间大，自然收益倍数就高，千倍万倍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把钱换算成上市公司的股份，可能年化收益5%都达不到

甚至有很多上市公司每天都在赔钱，靠着资本市场存活，所以往往发行价格越高，
私募时间周期越长，时间跨度越大的项目，利润空间都不是特别大

经济悖论
ECONOMIC PARADOX



EOS发行价格1美元
号称三大公链

绝对的顶尖技术
相传超越以太坊

的共识机制和算法
私募了20多亿

私募周期将近一年

#1

单价迄今为止
翻了不到3倍
NGK的众筹

只针对于企业开放
是为了促进Token的

产业流通价值
提高项目的公信力

#2

邀请更多的资本

参与到公链的生态建设中

这无疑增加了

项目的稳固性

而0.0215美元的

初始价格

无疑意味着巨大的空间

#3

经济悖论
ECONOMIC PARADOX



10亿枚 0.0215$ 6000万枚

NGK代币

总供应量

恒定永不增发

发行价格

共计

预挖

SUPPLY METHOD



第一部分发行3500万枚作为开发团队的种
子基金，用于支持NGK网络的长期开发、
运营和生态建设，这部分的NGK处于锁定
期，并不会直接进入到二级市场，而是用
于持续激励技术团队和DAPP开发者。

第二部分的1000万枚用于解锁地址备用。

供应方式
SUPPLY METHOD



第三部分的1500万枚用于启动超级社区，剩

余的全部NGK通过算力投产的方式释放，没

有大的持币方，所以公链的发展全部由生态

和社区来推动，这样很大程度的提高了NGK

价值的可塑性，当市场在全球扩散，NGK的

产量和初始价格不足以兑付算力的需求，那

么只有价格增高才可解决需求，这是产生的

是供需关系，是建设NGK牢固的价值体系。

供应方式
SUPPLY METHOD



2020年区块链必将迎来洗牌，将会有不断的新

兴技术让整个区块链行业发生变化，会有更多

机构希望通过区块链来改善行业信息和数据的

透明，而目前市面上只有少数的公链拥有强大

的性能，所以高性能和高拓展能力的底层区块

链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行业前景
INDUSTRY QUTLOOK



NGK作为全球领先的公有链平台，具备为各类
金融资产和商业应用提供超高性能的服务，而
且NGK公链给企业和商家提供有效的融资解决
方案，帮助商业通过NGK公链打造二次融资上
市，面向市场各类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深度扩展
和优化，将以“区块链+”的经营方式呈现给所
有数字行业爱好者，那么在执行方案中NGK起
到了桥梁的作用。

行业前景
INDUSTRY QUTLOOK



目前的区块链项目大多数停留在炒币的阶段，这
是造成币圈繁荣的重要因素，但区块链不仅仅是
停留在这里，将有更多的商业接入进来。

所以商业应用是区块链的风向标。NGK区块链
除了公链项目自身的发展外，会有越来越多的区
块链金融、游戏、社交、物流、出行、智能AI、
物联网、供应链等新功能应用接入。

落地应用场景搭建
FLOOR APPLICATION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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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应用场景搭建
FLOOR APPLICATION SCENARIOS

那么都将使得用户的NGK资产增值，NGK公链平台支持将开发者的Token
与NGK绑定，实现经济共享、商业共享的公链生态圈，所以NGK不仅仅

是独立代币，而是万商产业联盟公链。



公链的原生代币NGK具备强大的交易性能，
NGK的定位非常清晰，NGK.IO赋予它更
多的交易场景、更多的热度、更多的推广，
并且NGK.IO团队将营销策略遍布海内外，
通过多方面媒体、资讯、社交、门户网站
推广，强大的流通性意味着它并不适用于
作为购买力的代币。

战略部署规划
STRATEGIC DEPLOYMENT
PLANNING



把NGK比作为一种经济权益凭证，未来NGK将和比特币一样，涨
幅由市场决定

它会随着市场的交易行为和炒作产生波动，NGK通证平台将会打
造NGK的交易市场共识，无限放大NGK出现的场景

未来NGK将会上线至全球前三的交易所，与各类主流货币实现交
易对，建立NGK的交易深度和市场共识

战略部署规划
STRATEGIC DEPLOYMENT PLANNING



NGK将会是升值通证
NGK WILL BE AN 
APPRECIATION TOKEN

NGK通过股权背书发行，它不是股
票，但是它是一种数字经济权益，
不同于以往的ICO代币，如果缺失发
行方的背景和信誉，只是单一的炒
作，那么意味着该代币会急速的通
货膨胀，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因为
其代币本身不具备价值背景。



NGK自身具备强大的价值背书，作为一种赋予交易性能的
代币，它会根据市场的共识和应用具备更高的升值空间

目前只是作为一个起点，那么未来随着持有NGK的用户越
来越多，NGK的市值也会增加

在数量的恒定情况下，市场的需求量增大，那么代币的价
值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NGK将会是升值通证
NGK WILL BE AN 
APPRECIATION TOKEN



NGK的发行价格低
上涨空间大

开发团队认真在做事
战略部署，全球布局

NGK公链的定位处于
区块链行业的趋势

团队善于推广、  营
销、打造项目热度

具有背景、DAPP
技术、需求的加持

企业联盟、社区联
盟快速积累用户

综上所述NGK有望成为下一个千倍币
IN SUMMARY,NGK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NEXT THOUSAND TIMES



公司具备实力

和多元化生态落地

供应量有限

需求大于币的发行数量

公司具备庞大的用户基础

市场供不应求

IN SUMMARY,NGK IS EXPECTED TO BECOME THE NEXT THOUSAN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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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NGK - Your trustable wealth creators，securing 
all users weathness. Shape your bright future 
with NGK investment，NGK allowing Elite to be 
more successful.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