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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oney背景 

基于无法方便地购买加密货币的无奈，我们于2017年11月开创了NuMoney并以柜台交易模式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加密货币买卖服务。 

NuMoney柜台交易的运行方法非常简单： 

1. 获取一家加密货币流动性提供商 

2. 电汇资金到我们的海外账户 

3. 转售加密货币并赚取差价 

在首两个月，我们的营业额便已超过120万新元。截至2018年1月，营业额已高达250万新元。 

 

银行与流动性提供商问题 

我们的业务发展非常迅速，但也因此很快地我们便面临了一些银行与流通性提供商方面的问题。

银行和流动性提供商并不支持大量且频繁的现金流动， 尤其是对于一家刚起步的加密货币初创企

业。尽管如此，这正好也印证了区块链技术在新加坡的热度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了满足市

场庞大的需求量，我们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难题。 

 

消除失败点 

为了消除银行与流动性提供商潜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交易所。这不仅能让本地以及国

际用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进行交易以及套利，更能借此为平台提供充足的内部流动性并消除对流

动性提供商的依赖，带给我们将要运营区域的用户良好的交易体验。建立交易所是势在必行的另

一个原因是它能让法定货币只需在交易所内流动。这将避免我们过于频繁地使用银行转账。 久而

久之，这可以减少我们对银行的依赖。 

 

平台介绍 

NuMoney交易平台和Gemini一样支持法定货币充值与交易。 

我们的平台也会支持多币种，与Binance相似。 

与Bithumb一样，我们将会在各国设立实体店，为用户提供客户服务。 

 

即时验证 



 

我们明白客户无法注册或无法立即使用新账户的懊恼。这个将问题在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都是非

常常见的，但我们旨在为大众解决此问题。 

我们的用户能在他们邻近的NuMoney实体店注册以及验证账户、存款并立即开始交易。 

国际用户可以先存放加密货币然后立即开始进行交易，并且同时申请验证账户。提款功能将在账

户验证成功后立即启用。 

 

安全性 

安全是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NuMoney的创始人与联合创始人本身

都是软件工程师。 我们一次都不想被黑客入侵。 

我们的安全措施如下： 

 私钥不会存储在云端 

 冷热钱包存储系统 

 没有额外的公共网络接口 

 强制性双重认真 

 Cloudflare DDoS保护系统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但世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100%安全。 我们承诺尽一切可能确保用户在我

们交易平台的安全。因此，除了这些内部安全措施之外，我们还将向公众开放一个回报程序缺陷

的奖励计划。 

 

支持币种 

在交易初期，我们将支持以下币种： 

 SGD 

 MYR 

 IDR 

 ETH 

 BTC 

 LTC 



 

 XRP 

 XMR 

 NMX (NuMoney的IEO代币)  

我们后期会逐步上线其他优质的加密货币币种。于此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地将平台推广到亚洲各

地，支持更多的法定货币。 

 

现金存款和提款 

用户可在NuMoney的实体店存款以及提款现金。我们预计在2018年第一季度结束前在新加坡设

立两间实体店，并且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和印尼雅加达各设立有一间。 

当然，用户也可选择使用银行转账，但国际用户需要提供当地的银行户口。 

 

账户限额 

法定货币限额： 

我们并没有限制存款或提款数额。 但若累计交易额超过5万新元，用户需要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 

国际用户若想到实体店存款或提款，他们需要提供资金来源并且需要通过审核。 

加密货币限额： 

用户每天可以提取价值高达5万新元的加密货币。 

 
 

客户支持服务 

电子邮件支持 

与每个交易所一样，电子邮件支持是很普遍的。 电子邮件的缺点是它并非是即時通訊。在高效率

的情况下，每封电子邮件的回复也至少需要一个工作日，而且大多数的问题不会在第一次回复后

便解决。鉴此，我们将提供其他客户支持方式。 

 

聊天小部件 

聊天小部件是我们默认首选的客户支持方式。每个查询都会有一位专属工作人员为客户解答或处

理问题，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电话支持 

我们也为客户提供电话支持服务。 

 

扩展客户支持 

承诺提供各种客户支持方式是件很容易的事，但用户最关注的是我们的客户支持是否会因为用户

增长而收到影响。然而，用户增长是不可预测的，而企业的规模要追赶上用户的增长总是需要一

些缓冲时间。 

因此，我们将会采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支持客户。 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用户都是相同。比如 ，一些

用户的交易比较频繁。可见企业用户是比普通用户更需要我们的支持。 

有鉴于此，我们打算推出一项优先排序计划。通过这项计划，拥有高交易量或愿意支付额外费用

的用户的请求将会被优先处理。 

客户支持优先排序计划将在NuMoney交易所发布后才实行。 

 

实体店模式客户关怀中心 

NuMoney比特币店 将成为我们在各地区连锁店的商标，并且也会作为NuMoney交易所的客户

关怀中心。 

在我们的客户关怀中心，用户可以 

 开交易所账户 

 存入或提取法定货币 

 下买卖订单 

 购买硬件钱包 

NuMoney交易所的首个客户关怀中心将设立在我们的新加坡总部。 此后，我们会将NuMoney

客户关怀中心扩展至以下地地区： 

 新加坡莱佛士坊 

 马来西亚吉隆坡 

 马来西亚槟城 

 印尼雅加达 

 



 

GraphQL API支持 

NuMoney的创始人与联合创始人都是软件工程师。因此，开发者将成为NuMoney的“一等公

民”。 我们强烈鼓励开发者编写交易机器人在我们的平台根据算法进行交易或套利。 

在发布交易平台后，我们的API将具有全面的功能，并且提供完整的文档。 

我们的Graph API将受到速率限制以防止滥用。 

 

https://exchange.numoney.store/media/imgs/graphql.png


 

界面预览 

首次交易所发行（ Initial Exchange Offering） 

首次交易所发行（IEO）与首次代币发行（ICO）的不同之处在于： 

 交易所推出的代币将直接在该平台上线交易，而不是通过智能合约 

 已出售的代币可立即在交易平台用来进行交易 

NuMoney交易所推行的IEO更多的不同之处在于： 

 您所支持将会是NuMoney交易平台现成品，而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白皮书里的概念 

 代币将会通过交易委托账本以拍卖的形式独家出售 

 

IEO项目背景 

发行IEO主要是为了刺激NuMoney交易平台的流动性增长。 

我们将在NuMoney交易平台独家拍卖NMX币，借此我们希望： 

 用户存入ETH以购买NMX（刺激ETH的出售订单） 

 没有ETH的用户先在我们的交易平台存入SGD法定代币购买ETH，然后再以ETH购买NMX



 

（刺激ETH的购买订单） 

 用户注册并参与交易活动以获取免费的NMX（鼓励用户加入NuMoney交易平台） 

 

NMX代币 

NMX币是由NuMoney交易所基于以太坊（Ethereum）发行的平台代币。NMX币是标准的

ERC20代币。 

 

总发行量 

我们总共将发行10亿个NMX币，并且保证永不增发。每个NMX币定价为0.01美元。 

 

代币分配 
 
 
 

比例 分配方案 
  

75% IEO公开发行 

  

10% 创始团队成员持有 

  

10% 品牌推广 

  

5% 赏金计划 

 

NMX币价值 

NMX币与Binance的BNB代币相似，可用来优惠抵扣交易手续费。在NuMoney交易平台参与交

易的用户，无论交易何种代币，在需要支付交易手续费并且持有足够的NMX币的情况下，用户可

选择使用NMX币支付手续费。系统会对所需支付的手续费进行打折优惠，并按照当时市值算出等

值的NMX币数量。 

有关手续费折扣以及有关NMX币其它的详细信息，请单击此处。 

 

https://exchange.numoney.store/docs/nmx


 

发行方式 

我们将以荷兰式拍卖的形式发行NMX币。在第一个小时，我们将以约相等于0.01美元（以ETH定

价）的价格限量发行代币。 如果在第一分钟内售罄，下一小时发行的价格将上涨10％。相反，如

果在下一个小时之前没有售罄，下一个小时发行的价格将下降20％。 代币最低售价为0.007美元。 

 

发行计划 

NMX币拍卖活动为期30天。 在代币拍卖发行日当天，我们将会开放ETH-NMX市场。用户可在

ETH-NMX市场用所持有的ETH购买NMX币。 

在这之前，我们将先推出NuMoney交易平台并提供ETH-SGD市场。用户可事先将他们的ETH存

入我们的平台或以新币在ETH-SGD市场购买ETH，为即将启动的代币拍卖活动做好准备。 

代币拍卖的首三天将仅开放给白名单成员。代币拍卖启动之前，在NuMoney交易平台存入最多

ETH的前300名用户将列入我们的白名单。 交易平台启动后，我们将会发布排行榜。 

 第一天，向前100名用户开放，以20%折扣的价格开始拍卖代币（0.008美元） 

 第二天，向前200位用户开放，以15％折扣的价格开始拍卖代币（0.0085美元） 

 第三天，向前300名用户开放，以10％折扣的价格开始拍卖代币（0.009美元） 

 第四天，代币价格重置为0.01美元后向公众开放。  

代币拍卖期间，我们将每天从11:00至19:00，每小时限量发行NMX币， 每天发行八小时。 

80％的代币会在前三天内出售，其余的将在剩余的期间内出售。 

 

未售出代币 

未售出的代币将直接被销毁。 

 

代币禁售期 

在IEO结束之后，代币才可进行转移和交易。 

 

  



 

赏金计划 

代币总发行量的5％将作为赏金，以奖励平台的新用户。简单来说，只要作为一个早期用户，您

就能得到一些代币。 以下是赏金计划里代币的分配： 
 
 

目标 获得代币 
  

存入任何数量的法定货币或加密货币 500 

  

验证账户 500 

  

成功参与交易 500 

 

注：在账户验证成功之前，以赏金形式所获得的NMX代币将被禁止进行转移或交易。 

 

IEO合法性 

在这设计NuMoney交易平台的IEO所发行的NMX代币时，我们已尽量确保它并不具备任何证卷

的特征。 

例如，尽管NMX代币是受到Binance BNB代币的启发，但我们故意摒弃了Binance回购机制的概

念以避免加速代币的短缺。 

打个比喻，NMX代币是一个折扣70%的优惠券，我们将这优惠卷卖给早期用户以达成促销的目的。 

用户可用这优惠券来抵扣未来购买任何物品的消费，又或者可以将它转售给其他更能善用这优惠

券的用户。 

我们已和Coleman Street Chambers LLC接洽以确保NMX代币的发行尽可能偏离证券的概念。 

 

NuMoney核心团队 

NuMoney是Nubela的分支。NuMoney最初是由两位团员Steven和Bach运营的。在他们的带领

导下， NuMoney的核心团队逐渐壮大。 

 

Steven Goh 



 

Steven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兼产品总经理。 他多才多艺。他在公司里扮演着多种角色，从设计到营

销和销售。他的努力让公司顺利地成长起来。他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取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

位。 

在过去，Steven建立了 

 标枪浏览器（1百万下载） 

 Gom VPN（30万活跃用户） 

 Giki 

 Picturemate（11万活跃用户） 

 Kloudsec（内容分发网络平台，现已停用） 

 

Bach Le 

Bach是NuMoney的技术人员。 

他起初是一名游戏开发人员，后来参与开发网络和分布式系统，将他注重性能与并发性的思维融

入到每个项目中。 

他是一个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并且追求数学上的严密性首要原则和数学的人。所以当涉及到稳定性

或正确性时，他毫不妥协。 在设计整个交易系统的架构的过程中，他的能力是非常关键性的。 

Bach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取得传播与媒体学士学位。  

在过去，Bach 

 构建了Kloudsec架构：一个基于FreeBSD的任播网络 

 修改Android操作系统以支持模块化实时音频效果系统 

 参与多个图形引擎和内核模块的开源项目 

 

Benjamen Lim 

Benjamen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并取得工程学学士学位。  

他目前专注于家族事业的投资研究。他非常重视科技为社会所带来的价值，并且也意识到提前采

用新科技和成功的投资两者之间的联系。  

在NuMoney，Benjamen致力于让投资者了解公司的产业以及其资产类别、公司里科技方面的课



 

题和公司内部的进展情况。 

 

Ong 

Ong出生于一个重视创业的家庭。在昆士兰科技大学毕业后，他以销售工程师的身份开启了自己

的职业生涯并建立起保护客户利益的声誉。 精明的谈判、创新的营销策略和坚守诚信原则是Ong

的特点。 

从房地产到股票，从手表到古董， Ong一直热衷于投资。 Ong深信自己的投资原则 ，例如社会

影响、创新、可扩展性、财务可持续性等。 

Ong将他投资组合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加密货币市场。因为他坚信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数字资

产将改变世界的金钱观以及大家使用金钱的方式。 

Ong将领导NuMoney在马来西亚业务的运作。 

 

Lee Wei Ping  

Wei Ping主修客户体验管理和业务管理。 她之前在NuMoney实习并管理我们的OTC服务。她在

实习期间体现出对细节的敏感和客户管理的才华。过后她便正式加入我们，领导NuMoney的日

常运作。 

在业余时间，Wei Ping时常进行密码货币的交易。 

 

投资者与合作伙伴 

受机构投资者的支持 

投资者背景 

Thomas Chan是新加坡私人投资公司Golden Summit Capital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他在投资

银行和投资管理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 在2010年创立Golden Summit Capital之前，陈先

生曾担任高盛董事总经理，并曾在该公司担任多个高级职位。 

除了公共和私人资本市场投资外，Golden Summit Capital一直都活跃于风险投资的领域，主要

专注在种子期的投资。该公司还管理新加坡和亚洲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多元化房地产投资组合。 

陈先生持有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Golden Summit Capital于2017年11月带领NuMoney的种子轮融资。 



 

马来西亚NuMex Sdn Bhd 

NuMex Sdn Bhd是NuMoney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实体，由来自马来西亚的Ong领导。 

Ong将在马来西亚扩展NuMoney的业务 。经营活动包括处理NuMoney交易所内法定货币的交

易以及场外交易的销售。 

我们预计将于2018年4月正式在马来西亚开始NuMoney的运营 。 

 

印尼NuMoney 

Andika Sutoro Putra率领NuMoney在印尼的扩展。 

我们预计将于2018年4月正式在雅加达启动。 

 

路标规划 
 
 

预计发布日期 工作 备注 
   

2018年二月 发布适用于Ropsten 这交易平台将向公众开放以进行测试。交易所用的代 

 测试网络的 币将是Ropsten测试网的以太币（测试币），而不是 

 NuMoney交易平台 真正的以太币。 

   

   

2018年三月 NuMoney交易平台 这交易平台将与ETH-SGD市场一起上线，并可开始 

 正式上线 进行交易。 用户可以开始存放他们的以太币， 

  为NMX币的IEO做好准备。 

   

   

2018年三月底 IEO正式启动  

   

   

2018年四月 Bitcoin和Litecoin在  

 

NuMoney交易平台 

 上线 



 

   

2018年五月 Ripple在  

 NuMoney交易平台  

 上线  

2018年六月 Monero在  

 

NuMoney交易平台 

 上线 

 

2018年第三季度在亚太地区积极扩张 

扩展NuMoney交易所的策略非常直接： 

1. 在各地区建立办事处/连锁店以作为NuMoney交易所法定货币存款和提款的客户关怀中心 

2. 尽可能支持更多法定货币对加密货币的货币对 

在2018/2019年，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展到以下地区: 

 泰国 

 台湾 

 香港 

 越南 

 菲律宾 

 印度 

 澳大利亚 

 
 

2018年2月1日，NuMoney私人有限公司IEO团队起稿： 

1. Darren Mok 
2. Neo Li Hui 
3. Steven Goh 
 

NuMoney私人有限公司 

6 Harper Road，＃02-07，Singapore 369674 

注册号：201735632M 



 

联系我们：hello@numoney.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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