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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全球赌场行业价值有望增加

全球赌场和博彩市场正在从 年的底部缓慢复苏 年增速为 年增速为

在全球游戏中

赌场的份额为 虽然因国家而异 但赌场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博彩业 而在欧洲 如英国 西班

牙 意大利等 彩票业是占有最大的份额

亚太地区是全球领先的游戏市场

亚太地区是大中华地区 东南亚 东北亚地区人口众多的均匀地区

随着赌场市场的增长 它超越北美成为全球 占比最高的地区

占据与亚太地区其他地区相比 人口增长率更高 目前对复合度假村的关注

考虑到增长率 亚太地区很快就会占到 以上 尽管有人担心中国相关的赌场市场 尤其是澳门

可能会因美中贸易争端而收缩 但已推迟到其他地区 包括东南亚 南半球国家 例如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以及在日本开设赌场 因此不反对扩大亚太地区的赌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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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赌场都在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综合度假村 增长

澳门

自 年以来 由于 禁烟 收紧中介机构规定 以及 中国的反腐败政策 它开始崩溃 年

万亿韩元 年 万亿韩元 年 万亿韩元 因此 所有赌场运营商都降低了对贵

宾的依赖 加强营销以吸引大众客户 仅两年后 即 年下半年 贵宾与大众销售的比例大幅变化至

它分为以贵宾为中心的酒店式赌场 半岛 和由外资投资组成的复合度假区 路凼 反腐政策后 大众的

重要性增长超过了贵宾 事实上 关键的赌场指标 收入 持有率 只有路凼在增长

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培育像拉斯维加斯这样的非赌场消费量大的市场 在该市场中 娱乐或娱乐是参观而非游

戏的主要焦点 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人均非赌场消费相差四倍多 就澳门而言 虽然非赌场的比例大幅增加

但仍远低于拉斯维加斯 仅占澳门过夜旅客总数的一半

在交通基础设施配套方面 以 字形连接港澳和粤南珠海的涿江海上大桥开通 它是世界上最长的海上桥梁

全长 公里 将港珠澳三地的距离大幅缩短至 分钟车程 目标是在 年之前开通广深港之间的高铁

在中国的支持下 澳门有望继续发展为度假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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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新加坡的赌场业是亚洲第二大 截至 年 为 亿美元 相当于澳门的 年代以来

为了摆脱旅游业的停滞 为国家确保新的增长引擎 推动引入复合度假村 赌场 度假村组合

始于争议的新加坡开放赌场市场成为全球开放赌场案例的一个例子 这是因为开放赌场带来的积极

因素超过了消极因素 在澳门 大众 老虎机和非赌场的比例仅占 非赌场仅占 尽管大

众比例已大幅上升 而在新加坡 大众 老虎机的比例和非赌场分别占 和 使其成为理

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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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虽然日本赌场被认为是澳门赌场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是一种威胁 有两个原因

由于日本本地人第一次接触弹珠机游戏 整个亚洲赌场

估计需求会比较分散

这种学习效果在澳门和新加坡的案例中得到了证明

菲律宾

菲律宾是亚洲第二大赌场市场 仅次于澳门和新加坡 菲律宾赌场的特点是

对中国人依赖度低 因此中国反腐政策对 的打击比其他国家弱得多

以韩国人为中心的大众市场导致稳定增长 韩国人和美国人 以及 美国殖民地 因此 与拉斯

维加斯赌场一样 菲律宾赌场用户更喜欢老虎机而不是桌面游戏 因此 老虎机的销售表现优于大众

市场的销售

年中国游客因南海领土争端而减少 但 年菲律宾与中国政府就领土争端寻求达成协议并通

过谈判改善关系 月 在签署 年两国旅游合作与交流谅解备忘录的同时 中国访菲人数同

比增长

我们对中国贵宾寄予厚望的原因是税收比澳门低 佣金率 菲律宾 对澳门 即使从中介

人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利润分享比例是一家合法招募和管理中国贵宾的机构 高 因为它高于澳门

所以在利润方面具有更优越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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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澳门的亚洲综合度假村 是新加坡 菲律宾 柬埔寨 越南和俄罗斯

随着向亚太等主要亚洲地区扩张 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综合度假村 的建设和扩张仍在继续

复合度假村 酒店 公寓 会议 水上乐园 高尔夫球场 购物中心 餐饮设施等 的扩张

与赌场公司的中长期增长具有高度相关性

通过中介的 活动 通过综合度假村 增加质量

最近 观察到中国贵宾从澳门迁往其他地区 中介人的目标客户是东南亚 菲律宾 越南 柬埔寨

等 或韩国 这些地方的中介费比澳门高 至于大众客户群 由于综合度假村 增加后个人和

家庭大众客户的增加 大众客户在总赌场客户份额中的比例正在增加 此外 由于各大赌场公司正

在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和中长期项目以吸引大众客户 预计未来大众客户的比例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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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赌场市场

只允许外国人的赌场 但开始了开放赌场 原因是 随着年轻人越过柬埔寨进入赌场 估计会产生约

亿美元 万亿韩元 的税收损失 获得资本投资并不容易 目前 越南有八家赌场正式运营 在

两个地区 富国岛 万东 广宁省 暂时允许开放赌场三年 并积极寻求吸引外资 三年后 我们

冷静地分析开放赌场的负面和正面影响 以决定是否继续与否

家赌场在 年 月之前获得许可 当时政府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 允许越南人在当地赌场赌

博 此前 越南只允许外国人进入赌场

家赌场 年总收入 万亿越南盾 年 万亿越南盾 比上年增长 年

万亿越南盾 年增加 万亿越南盾 倍

皇家国际公司在东北省广宁省下龙市经营 下龙皇家赌场 并在胡志明证券交易所 上市

年亏损 亿越南盾 年转为盈余 亿越盾 年又回落至 亿越盾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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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企业集团 的子公司 在湄公河三

角洲南部的 省经营 该公司在 年亏损 万亿越南盾 该

赤字包括赌场业务和公司的其他业务

年年中在东南部巴里头顿省开业的 大河电车 没有产生任何利润

由于管理效率低下的原因 赌场数量增加 竞争激烈 吸引客户困难

与 年相比 年的税收为 万亿越南盾 万美元 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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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赌场业与加密货币密切相关 通过在赌场中使用加密货币 地精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客户服务

实用性

平台专注于在使用赌场的同时有效连接资产 货币和筹码的功能 这与现有的加密货币不同 这

些加密货币在检查区块链的技术实施和替代真实货币的可能性方面已尝试过

财产

平台创建了一个基于实用性的生态系统 这种结构特征可以使地精具有作为资产的价值 并且它

可以确保像黄金一样的价值 这将作为可以在地精平台内作为资产执行净功能的结构

可扩展性

由于平台的性质 平台可以用于所有业务领域 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大 可以无限扩大地精的使用

范围 这是因为它既可以应用于现有业务领域 也可以应用于未来出现的新业务模式 广泛使用的货币

被认为是安全资产 具有储备货币的地位 地精将继续为需要新货币的人创造需求和价值 新货币将作

为一种安全资产

通过对平台内产生的利润进行再投资 我们计划在不限制线上和线下支付系统的建立的情况下 扩大新

业务平台和生态系统的构成 通过这种方式 它将能够创建自己的收入模式并吸引新的参与者涌入平台

随着对地精的需求随着生态系统的扩张而增加 地精平台的价值也将不断流通和上涨 基于上述从参与

流入 扩张 循环的循序渐进的推进方式 正在规划一个渐进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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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

赌场

它将位于岘港市五汉山区大理石山南北延伸的海滩上 毗邻从东河内机场进入城市的范文东街 由

于靠近岘港国际机场 因此很容易吸引外国人 该场地为 星级酒店 面积约 坪 赌场将支

持五种桌面游戏 轮盘赌 二十一点 扑克 百家乐 泰赛 电子桌游轮盘赌和百家乐 以及机

器游戏老虎机和视频机 我们将为各种客户运营 从散客到 旅客和旅行团旅客 为了吸引每个客

户 我们将通过旅行社 航空公司 机场 在线和周边酒店等各种合作伙伴进行广告 并通过赌场

代理

赌场代理运营通过海外代理和国内代理进行 各代理

它与赌场一起支持机场信息 航班预订游戏信息等

代币将成为赌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金可以兑换地精 地精可以兑换筹码 由于地精在现

金和筹码之间移动 交换安全快捷 因此可以消除焦虑因素

图像 加密钱包和芯片，货币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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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代币可用于通过 进行酒店预订和附加服务 是一种允许游客通过与

以太坊钱包链接来方便地支付使用费的系统 代币拥有类似于会员的权利 因此您可以享受

各种折扣 并且您可以通过在酒店内配置各种支付方式以及在附加设施中配置外部会员来获得额外

的好处

在 坪的网站上 通过与妖精基金会旗下酒店及周边酒店的合作 搭建旅游平台 购买各种妖精

旅游产品 为进入平台的合作伙伴提供福利 并为国内外用户提供支付与地精 我们将为您提供特殊

的折扣和奖励 它旨在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为用户提高管理的便利性 便利性和透明度 并为商店中

的附属公司提供客户基础设施 以提供一个没有中介的支付环境 从而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平台

结账款

地精平台首次可以在酒店和赌场使用和使用 但在扩大地精生态系统的同时 计划通过与附近的酒

店 餐厅 和岘港的旅游目的地 外国人和越南本地人在使用钱包持有 代币时可以以低成本

使用各种本地服务 而不会带来不便 并且为了方便起见 还将支持除 代币之外的各种加密

货币

平台的 将负责基于加密货币实施的经济系统的支付部分 旨在成为加密货币在经

济系统中顺畅流通的基础 网络参与者通过在区块链基础上配置支付而获得的好处非常明显 降低

了处理和验证直接支付数据的成本 利用这些优势 将能够为商户提供低费用的支付服

务 同时允许各运营商利用 的支付网络来推广支付业务

Goblin



Goblin

梅塔巴斯

可以参与多种旅行主题内容 通过 视频

您可以作为地精旅行和旅行到世界各地的著名旅游景点

地精元界会员权益

使用世界各地的酒店时可以支付 代币

折扣

代币奖励功能

梅塔巴斯宣传

引导现有私设非法网络游戏使用 平台

通过 联系 通过与会员沟通 将事业扩展到可以享受游戏的平台

持续开发 内容

地精

通过 提供的用户友好服务 平台上的 服务每个哥布林头像

收到头像后 加入与哥布林元界相关的服务

地精元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元界生态系统 任何人都可以不分国籍和身份参与其中 通过元界空间中用户

之间的各种互动可以获得价值创造和荣誉 你可以通过物品装饰来表达自己



代 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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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损失责任免责声明

基金会在有关法律 规定及规则所允许的最大限度内 以及与本白皮书有关的所有情况下 对

贵方任何种类的损失均不负责 其损失包括财政或非财政损失 是指包括销售 收入 利润 权利

名声 数据损失等在内的全面损失

您的协议和保证

通过承认并承认本白皮书全部或部分内容的真实性 您代表基金会同意并保证以下内容

您同意并承认 代币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均未定义或区分为任何形式的证券

您同意本白皮书不是任何类型的销售指南或招揽销售和捐赠的文件 也不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宣传证

券或捐赠或招揽证券投资 您有义务签订任何合同 我承认没有

如果您购买 代币 您承认并同意 代币不能被解释 分类或处理如下

如果您是加密货币交易被视为证券交易的国家的国民或居民 您承认您显然无权购买 代币

如果您希望购买 代币 您充分了解您未来与 代币相关的业务和运营以及运营中可能

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

您承认并同意 基金会不对任何类型的财务或非财务损失负责 包括任何收入 利润 数据丢失或

任何其他损失

风险和不确定性

代币的潜在购买者在购买前应仔细考虑和评估本白皮书中与基金会和 代币相关的所

有信息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以及所有相关风险和不确定性 如果某些此类不可预见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发展为实际情况 则可能会对基金会的业务 财务状况 运营结果和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在

这种情况下 您可能会失去 的全部或部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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