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inonia Of Grace
www.kog.one

KOG 网上发布会
20210218

in fo @k og .on e

www .k og .on e

KOG DeFi ATM 去中心化金融现金站口

20210222_KOG DeFi ATM (eDM)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喜乐！

the management office

经过这几天的酝酿，我们将在本周六 2 月 20 日上午 7：30 AM 开始新季度的周报工作！
外面虽然在过新年，但是我们几位同工们却是加紧脚步，积极地布局 KOG 的 2021 年！虽然
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太多的奉献款，但是这几天的发展，特别对去中心化的 ATM 的 DeFi 去中
心化金融组织原理的认识，我们越来越明白了这些日子里头，我们竟然和外面的区块链科技
不谋而合了许多崭新的观念！
我们赫然发现我们居然在所有的区块链团队中，不知不觉地站在最前沿的位置了，也突然发
现我们的工作即将迈向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在这个时刻，透过马来西亚的同工 Wilson 弟兄的
协助，我们终于成功地让 GOOGLE 撤销了网络上哪些不实的谣言，哈利路亚！相信这是因为
各位弟兄姐妹们一直都在为我们代祷的缘故！愿主亲自纪念每一位在这件事尽心尽力的同工
们！
我们目前的操作相当顺畅，但是也因为密切地操盘而发现了一些小瑕疵 bug，因此我们的
KOG-IMM 即将再进一步修订好程序方面的小瑕疵！本周六的周报，我们也将跟各位弟兄姐
妹们很敞开地分享我们的进度和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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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开始，我们的业务将正式向各界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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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所有在银行中有 10 万以上存款者跟我们申请加入 DeFi 去中心化金融 ATM 的 KOG 现金站
口！
我们已经发现了 KOG 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关键点，一旦我们各地都有实际落地的现金兑换窗口
时，所有的 KOG 国度法币的持有人，无论是 KOG 的 USD，RMB 或是 NTD.. .都将立刻被大众
所接受！这点将产生极大的跨越！因为一旦持有者发现保持着 KOG 的法币居然比兑换成为现
金更方便，更划算时，他们将久而久之完全认可了我们 KOG 的体系了！之后，除非他们真的
有需要兑换成为现金，否则久而久之将没有人愿意这样处理了！也就是说，他们宁可直接持
有 KOG 的法币，也不再考虑变现了！
因此我们估计这个 DeFi 的去中心化 ATM 工程，大概不会需要 10 年的时间，大家就会习惯使
用我们的 KOG 法币来作为他们金流的用途了！
因此我们将开出 1，5， 10 年期的 DeFi 智能合约书, 这是 2020 年区块链界十分火爆的发展，
每一位参与者都有极大的收益，我们一直到最近才赫然发现我们的去中心化金融 ATM 正是最
佳的商业模式！
我们将以 10 年期为基准，每个参与者至少有 10 万以上的现金存款证明，并且交付其中的质
押金 10%，就可以拿到申请额度等值的 K.USD 作为年度奖励金; 也就是说，他们只出 1/10 一次
性的质押金额（不退还的一次性费用）
，以后就不必再出任何钱了，每年都能够取得 10/10 全
额度的等值 K,USD。
倘若他们只愿意签署 5 年期的智能合约书的话，每个参与者也必须至少有 10 万以上的现金存
款证明，并且交付其中的质押金 10%，就可以拿到申请额度 1/2 等值的 K.USD 作为年度奖励
金; 也就是说，他们只出 1/10 一次性的质押金额（不退还的一次性费用）
，以后就不必再出任
何钱了，每年都能够取得 5/10 总申请额度等值的 K,USD。
倘若他们只愿意签署 1 年期的智能合约书的话，每个参与者也必须至少有 10 万以上的现金存
款证明，并且交付其中的质押金 10%，就可以拿到申请额度 2/10 等值的 K.USD 作为年度奖励
金; 也就是说，他们只出 1/10 一次性的质押金额（不退还的一次性费用）
，以后就不必再出任
何钱了，每年都能够取得 2/10 总申请额度等值的 K,USD。
倘若他们愿意直接购买 KOG 的法币 NTD 或是 USD..., 我们打算给他们足额的 KOG 法币，并且
同时直接给他们 10 倍的 K.USD 为奖励金。也就是说，凡是愿意购买且使用我们 KOG 的法币
者，我们愿意提供实质 1：1 可换现的 KOG 法币之外，同时再赠送他们 10 倍等值的 K.USD 为
奖励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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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一件事：所有的现金都在您自己的手中（银行账户里头），我们只收取 1/10 的质押金额，
您就可以直接处理任何想要兑换其 KOG 法币者的业务了！即便没有人跟您要求兑换现金，只
要您守住智能合约的要求，无论有参与兑换的工作，或根本没有任何人跟您提出申请，我们
都将按照智能合约中的信息和条件，提供给您应该得到的 K.USD! 因此这是一次完美极佳的投
资机会！您甚至于可以直接购买，转换您手中的现金，成为有区块链技术功能的 KOG 法币，
对您将来的使用资金在全球范围内，将更为便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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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尽快拟好办法，欢迎各界朋友们参与！
由于他们只需要一次性的支付质押金，就能够得到相当多的 K.USD 为奖励金，并且一旦有人
真的想要现金时，他们又可以拿到所有的 KOG 法币，并且在扣除 KOG 的手续费之后，还能
再取得 5%-10% 实际的利得，这样只要兑换一次，就能够补上质押金的额度了！兑换越多，
其实对他们而言赚得越多钱的！
倘若他们直接购买了我们的 KOG 法币，因为都是可以兑换的，他们不仅仅没有任何损失，还
给自己手中的现金赋能了区块链的功用，这些 KOG 的法币更比一般的现金更为方便有效率！
并且又能够得到 10 倍购买金额的 K,USD, 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场购买 KOG-IMM 中的比特币 BTC，
以太币 ETH...等最热门的虚拟数字货币了！因为这段期间比特币已经大幅升值到 $50000 多美
元了！然而大部分的人，纵使有现金，也不一定知道如何购入持有关于 BTC 的 ETF （类似比
特币的权证），这样他们才能有机会加入这次全球范围内财富重新分配的行列中！
倘若他们没有 K.USD, 他们就无法在 KOG-IMM 上购买到 BTC 和 ETH...,因此这是他们绝佳入场
的机会！一面保值自己手中的现金价值，另外一面，却能够借此机会，正式进入买卖目前全
世界最夯的投资标的物： 比特币 BTC，以太币 ETH，莱特币 LTC....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比特币 BTC 居然从 $20000 多美元，上涨到 $51600 美元，将近 2 倍以上的不可思议的幅
度！ ！这是全世界目前最瞩目的经济聚焦了，不是之一，而是唯一的超级成长火车头了！
我们已经实际地在网络上教导许多次如何操作 KOG-IMM 赚取 K.USD 了！相信理解的人都相
当震惊这三天的行情，居然是那么巨大的起伏。我们周六将正式公开说明，并且号召所有人
来参与我们的 KOG 法币发布和 KOG 现金兑换站口，即 DeFi 去中心化金融 ATM 业务，一起参
与目前最夯的去中心化 P2P 金融业务！这将改写 KOG 的重大历史！请大家特别为此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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