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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BUS TOKEN 

 

 

 
 
介绍 
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 – 产品代币 

 
Nimbus代币平台可以使企业通过预售来为他们的项目集资，从而极大地扩大他们的产业，雇佣新的

员工和开发新的产品。和其他加密货币平台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使区块链技术可以应

用到任何产品和服务商。第一次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在为小企业项目集资，而加密货币企业家可以扩

大他们竞争币收集。 

 

为了给 NIM代币长期的活力，购买产品代币的买家可以拥有很大的灵活性。如果他们不喜欢     

他们购买的产品代币，可能商店运作不佳，或者他们对产品失去兴趣，他们可以换成另外一

家商店的产品代币，或者他们可以继续持有产品代币直到代币市场变化，或者他们可以根据

商店产生的销售记录，按比例得到代币退还。这种灵活性与智能合约结合会使NIM代币成为

更为有用的加密货币。 

 

这个新颖的颠覆性的想法会给代币化和区块链技术的经济打开广阔的领域。它会为企业带来

之前从未实现的对商品和服务的民主化。 

 

在这个模型下，我们使用一种不同种类的代币，叫做产品代币。产品代币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们的价值是来自某个特定商店的销售。比特币是建立在稀缺上的一种价值储藏手段，NIM

代币是建立在商店和顾客实际商务上的一种价值储藏手段。我们的工作原理是，越多的商务

交易产生，NIM代币的价值越高。我们不仅相信这会随着时间提高NIM代币的价值，我们还

相信它会丰富带来更为广泛的以太坊生态系统，特别是在法币无价值的第三世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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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加密货币世界，加密货币被看做可以交换数字商品的数字资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

让一个小型的本地商店通过使用加密货币扩大它的规模。Nimbus代币平台将会改变这个现

状。NIM代币的持有者可以开商店，出售商店，集资，扩大商业规模，发行他们自己品牌的

代币(NIM.法兰克熟食)，或者使用他们的NIM代币来为别人运作商店。当然，他们的商店将

受益于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的隐私性和安全性。 

 

Nimbus代币平台不仅仅是一个出售商品的系统，它也是一作业组的兴起，在这里人们可以创

造新的职业，这是目前在金融科技领域没有的。 

  

 产品代币是一种可以让消费者通过预售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新型的加密货币。一旦销售(交易)    

被登记，消费者可以使用他们的代币购买商店的产品或者服务，用他们的产品代币交换其他商

店的产品代币，或者得到一个按比例的退还(按比例基于发行代币的总量)，或者是持有代币以

备以后使用。和华尔街的高频交易不同，这个平台会把民主的理想和公平还给商品和服务的交

换。 

 

每一次商店出售商品，一部分(代币销售分配)会以以太币的形式进入到产品代币钱包，如果任

何众筹有剩下的NIM代币，每次出售商品后会有一些NIM被挖掘，并进入到商店的钱包。 

 

这些功能会使NIM的价值保持增长，并且让更多商店移到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相信这个销售，

制造，奖励和交易(SPRE)的循环会使平台成为加密货币世界的长期可持续的工具。它重新定义

了购物S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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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Nimbus代币平台可以用在任何商业项目。商店可以用这个平台通过出售他们自己品牌代币的形式

集资，这样就不用费力争取风险投资或者忍受银行的侮辱。 

 
我们知道对于商店拥有者的好处，那么对于在众筹阶段购买NIM的顾客有什么益处呢? NIM

代币解锁了平台的功能。NIM可以用来开商店或者解锁购买商店品牌代币的功能。 

 

通过产品代币，顾客可以得到一个按比例的产品代币退还或者在交易所交换他们的代币。

如果不想要酸奶代币，他们可以换成一个可以得到自行车的代币。 

 
在商店的预售阶段购买产品代币给与了消费者一系列在如Kickstarter或是零售Overstock平台

不具有的选择。这是一个企业家来帮助小型企业扩张和成长的好机会，而企业家也拥有新的工

具和新方式来扩大他们代币的组合。 

 
在以下的几页中，我们探索三个不同的行业的三个不同的使用案例; 农业，精密制造业

和个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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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块链一个牛油果 

 

一个牛油果农场主希望可以扩大果园和在空地上种植更多树木。农场主可以通过Nimbus代

币平台来通过预售牛油果来扩大果园。在每个种植季节结束时，新的树林每出售一个牛油果

作物，其中的一部分将进入产品代币钱包。顾客可以用他们的代币来交换牛油果，从一个

NIM产品代币换成另一个，获得按比例的退还，或者持有代币以备未来用途。最后，如果众

筹阶段任何NIM剩下，在每次销售时，商店可以挖掘NIM，并进入他们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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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块链一个飞机工厂 

一个成功的飞机制造商有一个新的喷气式飞机设计和一个10架飞机的合约。听起来不错，但

是他们需要建造新飞机的工具。所以为了得到他们需要的资金，他们通过Nimbus代币平台

来预售飞机。代币出售以后，飞机制造商将创建建造新型喷气式飞机的工具。每出售一架飞

机，一部分收入会进入产品代币钱包。然后顾客可以用代币购买飞机，持有代币，得到按比

例的退还，或者在平台上交换得到其他产品代币。最后，如果众筹阶段任何NIM剩下，在每

次销售时，商店可以挖掘NIM，并进入他们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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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块链一次按摩 

一个按摩商家拥有一个人气很旺的SPA，并且希望可以在另外一个地点开设另一家SPA。商

家可以使用Nimbus代币平台来寻求帮助开设另一个商店。每次SPA出售服务，一部分会进入

给顾客使用的产品代币钱包。顾客可以用代币购买SPA店的任何服务，得到按比例退还，持

有代币，或者在平台上交换得到其他产品代币。最后，如果众筹阶段任何NIM剩下，在每次销

售时，商店可以挖掘NIM，并进入他们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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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NIM 
NIM最初只在平台的众筹阶段可以得到。众筹结束后，所有没有出售的代币会根据商店的销

售来被商店挖掘。  

 
在Nimbus代币平台上开商店必须使用NIM代币。如在众筹阶段没有购买代币，必须等到NIM上

交易所或者新的NIM代币被挖掘和出售才可以购买。  

 
NIM代币被挖掘的唯一方法就是当平台上的商店出售商品。购买商店预售代币的消费者会获得

商店独特的产品代币- NIMx。拥有NIMx的顾客可以用它交换商店的商品和服务，他们可以用

它交换得到另一个产品代币(NIMy)，持有产品代币或者得到一个按比例的退还。对于商店而

言，他们可以挖掘NIM代币并转移到钱包中。他们可以使用这些NIMs来开另一个商店，发给

别人使别人开商店，或者在交易所和其他加密货币交换。 

 
随着商店出售商品，众筹阶段剩下的NIM代币池中的NIM被挖掘。每个NIMx由商店交易商品

或者服务的价值做后盾。这增加了平台上所有NIM代币和第三方交易所的功能。 

 
当NIM代币池空了以后，挖掘就会停止。 当NIM的总量低于原始众筹阶段制造的NIM数量

时，挖掘就会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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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 VS NIMX 
平台上使用两种代币， NIM和NIMx; 每种都有分别的用处。 

 

NIM是众筹阶段出售的功能代币。如果众筹阶段有任何NIM剩下，这些代币会在商店在平台上出

售时被挖掘。在平台上开商店，NIM也是必须的。 

 
NIMx是产品代币。平台上的每个商店有一个独特的ID。 NIMx (或NIMy或NIMz) 在白皮书中用

来指不同的产品代币。实际独特的IDs可以是NIM.米勒牛油果，NIM.莲花喷气飞机， 或是

NIM.阿里桑拿Spa。平台使用者可以交换NIM.米勒牛油果产品代币得到NIM.阿里桑拿Spa 或

者其他的平台交易所上的产品代币。他们也可以在平台交易所上交换NIM， NIM可以在第三方

交易所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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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Nimbus代币平台是一个颠覆性的生态系统，用于建立企业和出售商品。  

 
这个平台是企业为他们的商业需求可以通过发行代币集资的场所。 

 
在众筹阶段， NIM代币被出售来资助平台的开发。在平台启动之后，只有使用NIM代币才可

以在平台上开商店和发布独特产品代币的预售。 

 
当商店开始出售，顾客可以在平台上交易商店独特的产品代币。同时，如果众筹阶段有任何

NIM剩下，池中的NIM可以被挖掘同时放在商店的钱包里。  

 
当NIM在开商店时被消费时，商店同时在销售时从池中挖掘NIM。这就创造了产品代币的循

环; 销售，制造，奖励和交易。在这个循环中，商店销售代币来成长，商店制造商品和服

务。顾客得到奖励，可以得到商品，产品代币可以在平台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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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 

代币将如何分布 

我们希望保持NIM代币价值的健康。如果人为将代币贬值，将对任何人对不利。在代币销售

结束的时候，所有没有出售的代币将被未来平台上商店记录销售时所挖掘。不会有新的代币

被造出。 

 
 

Description Percentage 

代币预售 20% 

代币销售 50% 

团队* 10% 

创始人* 10% 

成本和费用准备金** 10% 

  

Total 100% 

 

* 既得代币 

** 为计划外用处储备 

 
注意: Nimbus代币奖励将按照既得的时间表来发放给创始人，团队和董事会。这会保证管理团队，

董事会和员工适应Nimbus代币的长期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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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分布 

集资将如何使用 
 

 

Description Unit Price 

人力 40% 

市场营销 20% 

设备 10% 

安全 5% 

法律 3% 

基础设施 7% 

准备资金* 15% 

总计 100% 

 
*准备资金 

这些代币将在流通以外，为未来创始人，员工，管理层或者团队不可预见或作出准备的可能

发生的事件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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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 
 
 

 

我们预计在2018年第三季度会有一个小型成型的产品，之后今年会有更多功能在网上推出。相

信新的v2.0功能会在2019年第二季度在平台上推出。  

 
众筹公告 

公告会在bitcointalk.org论坛发布，并在Nimbus代币的多个社交媒体频道发布。白名单会在众

筹公告后约两周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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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大减价出售 

代币大减价出售持续1个礼拜，只向通讯邮件名单中人士开放。 

 
代币预售 

代币预售持续14天，会在代币大减价出售结束后开始。 

 
代币众筹 

代币众筹会持续10个礼拜或更久，取决于市场的反应和市场的力量。 

 
项目开发阶段 

第一阶段: 招募员工 

这个阶段包括招聘一个开放平台的团队。大多数众筹都在开始时已有团队。然而，开发平台的

团队和实际开发的团队不同。这样会浪费项目时间和其他资源，因为最初众筹的团队对他们从

未做的工作收到代币。创始人有很长建立开发产品团队的历史，我们相信他的经验会很好应用

于Nimbus代币平台开发。 

第二阶段: Alpha 原型开发 

平台的基本构建将在第二阶段发生。商店管理工具，钱包管理，和NIMx交易系统，代币池管

理工具界面，交易引擎，和顾客代币组合是平台的主要部分。 

第三阶段: Beta 测试版 

第二阶段完成后，开始测试。最终的测试会开放给一组选出的NIM代币持有者，但是不会有

实际的交易发生。小部分商店会允许开放并产生实际的交易，来微调NTP模型。最初的测试

完成后，平台会对所有NIM代币持有者开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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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 对公众开放 

当团队完成测试版并且对平台和模型进行合适的调整后，Nimbus代币平台将会对公众开放

使用。 

第五阶段: 升级和扩大 

我们相信在白皮书中描述的平台对于民众化世界上小企业，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中，只是冰

山一角。 

 
在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调整系统。这里的白皮书只代表v1.0的平台。随着平台成熟和加密-

经济新的激动人心方向的开发，新的功能和使用案例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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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和团队 
 

 
Storm Bear Williams的职业生涯一

直和优秀的人和开创性的产品打交

道。他的跨领域的职业使他和硅谷

新兴公司和财富500强巨头合作。

 

在众筹这个词被造出之前，他已经开

创了第一个众筹慈善网站，

BooksForSoldiers.com。 在9-11后

建立， BFS是一个支持士兵的慈善机

构，曾经登上奥普拉到人物杂志。 

这个网站之后赢得了James R. 

Peterson 

 

 

Pageturner 文学奖。集资超过$32M， Williams先生知道在网络世界如何成功。  

 
现在他希望民主化金融业。这将是疯狂的旅行。LinkedIn简历这里。

https://www.linkedin.com/in/stormb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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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CAFEE (THE BIG DOG) 

高级战略顾问 

John开始于NASA航空学学院的程序员，之后创立了第一家至今以他

名字命名的杀毒软件公司。现在他将他的天才转到经济学的未来。他

是区块链的冠军，也是加密货币的积极倡导者。很幸运他加入了我们

的Nimbus团队，他将带来他丰富的技术指导Nimbus，并且指引公司

上市交易所。 

 
STEVEN PETERSON 
区块链天才 

Steven将带来在LAMP, SQL, C+ 

+，和网页应用开发方面广阔的知识给Nimbus代币平台。结合他在区

块链技术方面的为医疗行业的研究，他是Nimbus代币开发的完美人

选。他对实际应用深厚的知识使他成为我们需要的可以把传统交易

和区块链结合的人才。他的LinkedIn简历这里。 

 

KEITH HALL 

后台开发超级明星 

我们需要一个勇敢的灵魂来成为LEMP大师(LAMP属于去年的)。 一个

不介意数据中心让人流汗的细节，和绝对热爱保证TCP/IP原件都正常运

行的人。这就是Keith。他在数据中心超级疯狂高强度的环境培养了他

的技能。他的耐心和韧性将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产品。他的

LinkedIn简历这里。

https://www.linkedin.com/in/slpeterson/
https://www.linkedin.com/in/keithhall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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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WILLIAMS 

天才前台开发员 

Kevin是我们明星团队的一个优秀的一员。他拥有超过10年的前台开

发经验，他的开发风格和GUI专业技能都是一流的。这些都是创建一

个有逻辑性并且功能好用的网页和手机应用所需要的技能。将区块链

变得容易使用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设计界的梦想。他的艺术技能和对

网站功能的敏锐度会让产品特别是使用者受益。他的LinkedIn简历这

里。 

DANIEL SPYRALATOS 

创造奇迹的社交媒体&数字营销总监 

Daniel在他成年人的职业生涯中一直从事数字营销，远远早于ICOs加

密货币行业兴起。重点项目包括体育品牌Training Mask的PR/网上名

誉管理， 健身品牌Little和很多美国名人的数字市场营销。他为很

多ICO项目工作过，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的是，他咨询并运作

了Cryptonomos的ICO客户的社交媒体市场营销。一些著名ICOs包括

INS Ecosystem (售罄)，WAX (售罄)，Rentberry(正在运行，很快达

到硬顶)等等。 

区块链革命之前的几年工作经历结合他对区块链和创新公司的热情，

Daniel是市场部优异的人才。 

 

https://www.linkedin.com/in/kevinorin/
https://www.linkedin.com/in/kevinorin/
Storm Williams


Storm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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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WILLIAMS 

A+ 企业发展总监 

Dean应该做程序员，但是他坚持他擅长和人打交道。他帮助我们寻找

我们区块链界面的客户和合作者。他也帮助我们寻找区块链开发者。

Dean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个会识破你简历吹牛的人，他会深入调查，

传言他已经审问了一两个。他的LinkedIn简历这里。 

 

 
 
 
 
 
 
 
 
 
 
 
 
 
 
 
 
 
 
 
 
 
 
 
 
 
 
 
 
 
 
 

 

https://www.linkedin.com/in/deanwilliam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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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这些是NIM代币购买者或者其他刚接触加密货币的人会觉得有用的术语。  

 

品牌产品代币 – 参见NIMx 

 

企业用户 – 在平台上开商店的企业 

 

顾客 – 拥有NIM代币或者NIMx代币的人 

 

销售记录 – 当商家把销售记录重新返还到他们获取预售资金的平台上，他们为他们独特产品的代

币的顾客创造了价值。去记录一个销售，商店需要将他们销售的一部分(代币销售分配)转成以太币

并以以太币的形式放入产品代币钱包。 

 
NIM – 在Nimbus代币平台上使用的功能代币的名称。可以再NTP之外的交易所交易。 

 
NIMble – 一个NIM的最小单位 (1 NIMble = 0.000000000000000001 NIM 或 1x10^-18 NIM). 

他目的是模仿以太币和它的部分所有权的生态系统。 

 
NIMx, NIMy, NIMz, 等 – 这些都是品牌产品代币。这种代币不能在NTP之外的系统交易。每

个平台上的商店都得到一个独特的代币ID。在内部的白皮书和模型中，我们使用NIMx等来表

示一个特定的产品代币。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独特的产品代币ID可能是NIM.牛油果， NIM.

喷气飞机或者NIM.spa。 

 
NIMx 交易所 – 平台交易所，一个产品代币可以和另一个产品代币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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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mbus代币平台(NTP) – 一个网页和手机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功能，包括通过品牌产品

代币预售商品和服务。 

 
产品代币- 这是一种和某个商品和服务绑定的特定种类的加密货币(NIMx NIMy, NIMz, 等)。

Nimbus代币平台上的每个商店都会拥有并提供独特的代币 (NIM.牛油果， NIM.喷气飞机或者

NIM.spa)。相同的产品可能会有几种代币。比如说小麦，可能有不同商店为他们不同的作物

出售不同的代币 (NIM.强森麦子， NIM.爱荷华丰收， NIM.有机小麦等)。 

 
产品代币循环 – 平台是建立在销售，制造，奖励和交易的经济循环上。 

 
产品代币钱包 – 记录的销售会以以太币的形式存在这个钱包。按比例的退还也会从这个钱包发

放给顾客。 

 
销售代币分配 – 每次销售(交易)，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有预先定好的一部分以以太币的

形式进入产品代币钱包。 

 
商店 – 平台上商店的主要功能是预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以集资。这些商店然后将交易的一部分发给

预售的顾客。商店可以发布他们商店独特的众筹产品代币。如果任何NIM在众筹中剩下，商店可

以在记录销售的时候挖掘NIM。商店也可以兑换他们独特的产品代币(NIMx)。 

 
商店钱包 – 当商店记录销售，如果任何NIM在众筹中剩下，商店可以在记录销售的时候挖掘特

定数量NIM，并进入他们的商店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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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币流失 – 在商店开业时烧毁的NIM代币，相对于通过销售挖掘。 

 
代币池 – 当众筹有NIM代币未被出售，他们将进入代币池。这些剩下的代币在商店记录销售

时可以被挖掘。挖到的NIM会进入商店的钱包。当代币池干枯，挖掘停止直到有新的代币进入

代币池。 

 
总代币分布 – 流通的NIM永远会小于或等于总代币分布，即在众筹阶段制造的代币。NIM被

用于在平台上开商店，这会烧毁NIM代币。但是当商店记录销售，他们会挖掘NIM进入他们

的钱包，这是一种激励他们实现预售合约的措施。 

 
交易 – 在Nimbus代币平台生态系统的一次交易是指，商店完成销售，并把相应比例以以太

币的形式转到产品代币钱包。另外，当商店销售时，小额的NIM会被挖掘，并进入商店的

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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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方式 

 
推特Twitter: @NimbusToken 

脸书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imbus-Token-836368019871489/ 

LinkedIn: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nimbustoken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nimbustoken/ 

Tumblr: https://nimbustoken.tumblr.com/ 

Slack: http://nimbustoken.slack.com 

电报Telegram: https://t.me/NimbusToken 

Email: nimbustoken@nimbusagency.com 

http://www.facebook.com/Nimbus-Token-836368019871489/
http://www.facebook.com/Nimbus-Token-836368019871489/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nimbustoken
http://www.reddit.com/r/nimbustoken/
http://www.reddit.com/r/nimbustoken/
http://nimbustoken.slack.com/
mailto:nimbustoken@nimbusagency.com


        25 of 37 

 

 

 
 
 

荷维测试 

 
荷维测试是美国最高法院针对如何界定交易是否属于“投资契约”的测试。如果是，那么那

么按照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这些交易被认定为证券，应完成一定的注册和披

露要求。 

 
如果一个加密货币众筹达到以下四个要求，那么代币或者硬币就被认定为被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监管的证券。 

 
1. 它是对钱的投资。 

2. 从这个投资中有预期利润。 

3. 对钱的投资是在通用企业。 

4. 从宣传者或第三方努力下得到的利润。 

根据由Coinbase, Coin Center, Union Square Ventures and Consensys提供，证券法框架对区

块链代币的表格。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记录在这里。 

 

 

根据他们的表格，我们的荷维测试分数占几百分中的20。 

 

不要把这个认定为指导或者关于风险的事实性状况，进行任何加密货币购买之前，请自行寻求法律建

议。有关更多的风险的细节，请参见白皮书最后的法律声明&免责声明部分。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T8Icb40dy0jPZfiT1xcL9yFKuK2HSY6vOThxU9dzCY/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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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和免责声明 

 
重要通知 

 

Nimbus代币平台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不构成证券。白皮书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形式的出

价文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不构成证券的证券投资邀约。 

 
任何人不必须要签订关于出售和购买Nimbus平台代币的任何合同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

诺，基于白皮书的任何加密货币或者其他支付手段不被接受。 

 

下面列出的信息可能并不完整，也不意味着合同关系的任何要素。尽管我们尽力在本白皮书

中提供准确且最新的资料，但这些资料绝不构成专业意见。Nimbus代币平台对于本白皮书

中包含的任何材料的准确性，可靠性，通用性或完整性所产生的任何后果或者任何相关的问

题，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投资者和潜在Nimbus代币平台持有人在依赖

本白皮书所刊载的资料或依据本白皮书所刊载的资料进行任何承诺或交易前，应寻求适当的

独立专业意见，该资料仅供参考。Nimbus代币平台不会就任何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

易Nimbus代币平台代币提供观点或者任何建议，而本白皮书的陈述并不构成任何合约或投

资决定的基础或依据。任何人不必须要签订关于出售和购买Nimbus平台代币的任何合同或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基于白皮书的任何加密货币或者其他支付手段不被接受。 

 

 区域限制 

 

如果您是“新加坡人”，您定义为自然人或实体，或者是公民或居民(税务或其他)，或者以其

他方式新加坡共和国的法律下受其约束的的自然人或实体，则您没有资格购买任何Nimbus代币

平台代币。 

 

如果您是“中国人”，您定义为自然人或实体，或者是公民或居民(税务或其他)，或者以其他

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下受其约束的的自然人或实体，则您没有资格购买任何Nimbus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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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代币。 

 

另外，由于目前监管的不确定性和在平台针对性的信息公布之前，美国绿卡持有者，或者是美

国，新加坡，中国的公民或居民(税务或其他)，或者是美国人，新加坡人或者中国人(自然人或

实体)将没有资格参与代币销售。 

 

这限制美国人，新加坡人，和中国人使用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和参加平台发展和平台收益 

 

无任何建议 

 

此白皮书的任何信息不应认定为关于Nimbus代币，NIM加密货币，Nimbus代币平台，Nimbus

代币众筹的商业，法律，金融或税务建议。你应该针对Nimbus代币平台和它相关的企业和运

行，Nimbus代币，NIM代币，Nimbus代币众筹(在白皮书中所指)咨询你自己的法律，金融，

顾问。你应该意识到你购买Nimbus代币平台代币会承担不确定时间内的金融风险。 

有限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Nimbus代币平台， Nimbus代币平台职工，合约工，创始人，或者志

愿者都不对以下负责: 

 
在你使用或者不能使用Nimbus代币平台的服务或者产品，或者由于任何第三方违反

任何条款，造成的利润损失，存款损失，或者附带的，非直接的，特殊的或者间接

的任何损失。 

 
任何安全风险，如黑客袭击，丢失密码，丢失秘钥，或者相似的风险。在出售

过程中，代码，文本或者图像的错误。 

 
由于NIM在任何国家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定价的波动造成的损失。 

 
网站和Nimbus代币平台代币的提供是基于“现状”，没有任何形式表明或者暗示的保障。

你承担你使用网站和购买任何数量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和使用它们的所有责任和风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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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相关的法律不允许全部或者部分的以上有限责任适用于你，那么适用于你有限责任由相关法

律所界定。 

 
通过获得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和在相关法律的允许程度下，购买者同意在任何由于购买者

的失误合适地安全保管装有NIM的钱包的秘钥: 黑客袭击，装备被偷，或者丢失密码等等，造

成或相关联的任何损失或损伤，Nimbus代币平台和Nimbus代币平台的任何员工或者合约工

免责。 

 
无任何代表&保障 

 

Nimbus代币平台对这个白皮书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在这里不作出或旨在做

出任何声明，陈述，保障，保证或者以任何形式对任何机构或个人，做出任何陈述，保

障，或保证。 

 
你的代表&保障 

 

通过访问或者接受占有白皮书或者其一部分(视情况而定)，你代表和保障Nimbus代币如

下。 

(a) 你同意和承认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在任何管辖区域不构成证券; 

(b) 你同意和承认白皮书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形式的出价文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

不构成证券的证券投资邀约。任何人不必须要签订关于出售和购买Nimbus平台代币

的任何合同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基于白皮书的任何加密货币或者其他支付手

段不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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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你同意和承认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对此白皮书内容进行了检查，在任何管辖区域内没

有在也不会在法律和监管要求下采取行动，并且，对你白皮书的出版，发布和散布不意

味着任何相关法律和监管的要求或者规则已经履行。 

(d) 你同意和承认白皮书，Nimbus代币平台代币众筹出售和完成，和未来Nimbus代币

平台代币在任何加密货币平台的交易，不应当被你理解，解释或看作一种Nimbus代币

平台，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和Nimbus代币众筹(在白皮书中所指)的益处。 

(e) 白皮书，其任何部分或者其任何副本或者被你认定为与其等效的分布或者传播，

不被任何管辖区域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则禁止和限制，并且如有任何与拥有它相

关的限制，你应自费注意和遵守这些限制，而Nimbus代币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f) 你同意和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你希望购买任何数量的Nimbus代币平台代币，Nimbus

代币平台代币不应当被你理解，解释，归类或者处理为: 

(i) 任何除加密货币以外的货币; 

(ii) 任何个人或者机构发行的债券，股票或者股权; 

(iii) 针对这类债券，股票或者股权的任何权利，期权和衍生品; 

(iv) 合约下对于差距的权利，或者任何合约下，目的或者假装的目的是获利或
者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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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集体投资计划中的单位 

(vi) 商业信托中的单位 

(vii) 商业信托衍生品的单位 

(viii) 其他任何证券或者其他类证券 

 

(g) 你完全了解和理解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居民(税务及其她)或者美国绿卡持有者，

新加坡共和国的公民或居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或居民，你没有资格购买任何

Nimbus代币平台代币; 

(h) 你拥有基本层次的对于加密货币，基于区块链的软件系统，加密货币钱包和其他代

币存储机制，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技术的运行，功能，使用，存储，传播机制和其他

重要特性的理解; 

(i) 你完全了解和理解在你希望购买Nimbus代币平台代币时，Nimbus代币平台和它相应的

商业和运作，Nimbus代币平台，Nimbus代币众筹(在白皮书中指出)存在风险; 

(j) 你同意和承认由于或者相关联基于接受或者依赖白皮书或其任何部分所造成的任何

非直接的，特殊的，附带的或者间接损失(包括但是不限于收入，利润损失或使用和数

据的损失)，侵权，合同或其他，Nimbus代币平台不负任何责任;并且 

(k) 以上陈述和保证是真实，完整，准全和非误导的，从你访问和/或者接受白皮书或

其任何部分(根据情况而定)的占有开始 (根据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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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声明的警示性通知 

 

白皮书中的所有声明，媒体发布的声明，和在任何地方公众可以获取的，或者Nimbus代币

平台或者其相关总监，执行官或者员工代表Nimbus代币平台可能做出口头声明，不是基于

历史事实的陈述，构成前瞻性声明。 

 

前瞻性声明可以通过如这些前瞻性的词语，如 “目标”, “目的”, “预期”, “相信”, “可能”, “估计”, “期

待”, “如果”, “旨在”, “可能”, “计划”, “可能”, “大概”, “项目”, “应该”, “会”, “将”或者其他相关词语。 

 
然而这些词语不一定完全包括识别前瞻性声明的全部方式。一切有关Nimbus代币平台的财务状

况，商业策略，计划和前景的声明和有关Nimbus代币平台的处在的行业的前景的声明都属于前瞻性声

明。这些前瞻性声明，包括但不限制于有关Nimbus代币平台的收入和利润，前景，未来计划和其他预

期的行业趋势和其他在白皮书谈到的有关Nimbus代币平台的内容都不属于历史事实，而只是预测。 

 

这些前瞻性的声明包括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可能造成未来Nimbus代币

平台的实际结果，表现和业绩和前瞻性声明表达或者暗示的未来结果，表现和业绩有很大出

入。这些因素包括: 

 
(a) 证券和加密货币市场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的改变，和Nimbus代币平台所运行

业务和运营的国家的监管环境; 

(b) Nimbus代币平台可能不能执行或者实现他们相应的商业策略和未来方案的风

险;  

(c) 货币和加密货币的利率和兑换利率的变化; 

(d) 预期的增长策略的改变和Nimbus代币平台的预期内部增长的改变; 

(e) 对于Nimbus代币平台与它相应商业和运作相关的支付的费用和可利用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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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对于Nimbus代币平台与它相应商业和运作相关的支付的员工工资和可利用性的改

变; 

(g) Nimbus代币平台上消费者喜好的改变; 

(h) Nimbus代币平台所处的竞争环境的改变和它应对这些竞争变化的能力; 

(i) Nimbus代币平台未来所需资本的改变和未来资助这些需要的金融和融资可利用性 

(j) 战争或者国际和国内的恐怖主义; 

(k) 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自然灾害和不可抗力，可能影响到Nimbus代币平台的商业和/

或运行; 

(l) 任何其他Nimbus代币平台无法控制的因素;和  

(m) 任何与Nimbus代币平台，它的商业和运行，Nimbus代币平台代币，Nimbus代币

平台众筹(在白皮书中所指)有关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所有Nimbus代币平台的所作出或者可归因于的，或由Nimbus代币平台代表所做出的或归因于

的前瞻性声明由于这样的因素完全符合。由于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可能造未来实际的Nimbus

代币平台的结果，表现和成果与白皮书中前瞻性声明所预期，表达和暗示的有很大出入，不应

将不适当的依赖建立在白皮书上。这些前瞻性声明只在白皮书日期适用。Nimbus代币平台或

任何人代表，保障和/或承诺Nimbus代币平台实际结果，表现和成果都不会和前瞻性声明中一

样。实际的Nimbus代币平台的结果，表现和成果可能与前瞻性声明预期的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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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中的任何内容不应被依赖针对Nimbus代币平台未来表现和政策的承诺，代表或者保

证。 

 
另外，Nimbus代币平台否认在未来新信息或者事件发生时，更新任何前瞻性声明或者公开宣

布任何更改前瞻性声明来反应未来发展，事件和情况的责任。 

 
隐私条款 

 

通过购买Nimbus代币，你同意你的个人数据，如电子邮件和/或名字，会被Nimbus代币平台用

于商业用途或者建立，推广和传达有关Nimbus代币平台系统和Nimbus代币。 

 
Nimbus代币平台同意保持你邮件和其他个人数据的隐私性，不和公众分享，如，把他们放在

外部名单或者出售给任何第三方。 

 
免责声明 

 
此白皮书的唯一用途为给与信息。在众筹阶段有兴趣参与购买Nimbus代币平台代币的参与者

应当在众筹和预众筹阶段进行任何投资前，应索求和考虑各种风险。 

 
白皮书不构成任何公司，总监，投资经理或其他任何人的建议，或者对于接收者的推荐，参与

Nimbus代币平台预售的好处。 

 
Nimbus代币平台白皮书不一定识别或者声称识别与公司有关的所有风险因素。 

 
所有参与者必须针对参与众筹的好处进行自己独立的评估，保证这样的调查后他们认

为必要。 

 
代币购买者应该就公司检查并且依赖他们自己的投资，会计，法律和税务代表和咨询师，并

且分别核查参加众筹的金融风险，后果和合适性，或如对这个表述任何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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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Nimbus代币众筹有很大风险，并且可能带来全部或者很大一部分投资的损失，除非参与

者完全懂得，了解和接受该公司的特点和在公司内部可能的风险，他们不应该参与众筹。 

 

 每个参与者都完全负责保证众筹的一切特点使他们满意。 

 

没有保证公司业务的目标可以达成，众筹参与的结果可能随着时间有很大不同。 

 
众筹的参与不是计划为一个对于任何参与者完全的加密货币项目。 

 
所有有认知的参与者都应该思考代币的购买是否适合他们，他们的情况和财政资源。 

 
发布和传播的限制 

 

白皮书或其部分的发布和传播可能被任何管辖区域的法律，监管要求或者规则所禁止或者限

制，你应该自费了解并且注意任何适用于你的任何针对拥有白皮书或其部分的限制(视情况

而定), Nimbus代币平台不承担任何责任。 

被发放或传播白皮书，或给与白皮书访问权，或任何方式拥有白皮书的人不应以任何目的或

导致相同结果的任何目的传播给任何人，复制或传播白皮书和白皮书中所含的任何信息， 

 
不提供证券或注册 

 

Nimbus代币平台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不构成证券。白皮书不构成招股说明书或任何形式的出价

文件，在任何司法管辖区不构成证券的证券投资邀约。 

 
任何人不必须要签订关于出售和购买Nimbus平台代币的任何合同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

诺，基于白皮书的任何加密货币或者其他支付手段不被接受。 

 

任何有关Nimbus代币平台代币出售或购买的协议(在白皮书中指出)都被协议的T&Cs所

管理，不被任何其他文件管理。如果任何T&Cs和白皮书内容产生出入，以前者为准。 

如果你是美国的公民，居民(税务及其她)或者美国绿卡持有者，新加坡共和国的公民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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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或居民，你没有资格够参加Nimbus代币平台众筹(在白皮书指出)购买  

Nimbus代币平台代币。 

 

没有任何监管机构对此白皮书任何内容进行了检查或批准，在任何管辖区域内没有在也不会在

法律和监管要求下采取行动，并且，对白皮书的出版，发布和散布不意味着任何相关法律和监

管的要求或者规则已经履行。 

 

对令人痛苦的干预，法规，执行和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况 

 

加密货币的世界是反应性的和时常难以预测的。如果Nimbus代币面临一个会使项目停止运

作的情形或者情况，公司会寻求开拓新领域的机会，一般不会和Nimbus代币持有者和公众

寻求建议或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