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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 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价值型驱动！

 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               

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综合体！



财经贝EHZ 简介

l 财经贝EHZ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为国家、社会、人民

创造价值和福利！

l 财经贝EHZ官网成立运营七年时间，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财经平台，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在数年时

间内，财经贝官网持续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并取得成果！价值型导向与驱动，

财经贝官网：www.cjz.vip

l 财经贝EHZ新增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
     财经贝EHZ将直接诞生或催生海量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应用等，价值型导向和驱动，将实现质与量
     的双重飞跃，进一步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为国家、社
     会 、人民、投资人创造价值和福利。

财经贝EHZ

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独角兽！权威财经门户/主流门户/价值平台！价值型

综合体！价值型驱动和导向！



科技：

全球每个人的创新等，均可以在财经贝价
值型基础设施上面绽放！在价值导向的引
领下，全球每个人千姿百态的创新，全球
每个人没有门槛的创新合力，将异常混厚，
其巨大的规模化各式创新效应、价值效应，
将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丰富的福祉；全球每
个人的创新，均可在财经贝上面展现、落
实、存储、完善、整合、发展、合作、交
易、获取收益、变现等等。

创新：

全球范围内的创业者（个人、工作

室、团队、企业等），均可以在财

经贝上面创建和运营价值型项目/应

用，创造价值的同时，可融资、交

易等等，和上面的科技项目、创新

项目拥有的各项权利相同。

价值型项目/应用：

除了直接创建项目，已经在运营的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应用可入住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

财经贝EHZ 价值型基础设施一

在财经贝EHZ价值型基础设施上，全球每
位拥有一定科技认知的人员，不管是科技
某个局部或某个环节的知识与技术、每个
人的科技认知或技术技能，科技碎片，不
管是局部还是完整、以及细节、构思/构想
等均可以在财经贝EHZ价值型基础设施上
存储、启动/研发、完善、整合、展现、运
营、创造价值、合作、交易、获取收益、
变现等等，全球科技海洋的碰撞与交汇，
形成雄厚的科技合力。



财经贝EHZ 价值型基础设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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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贝EHZ价值型基础设施上所有项目的创业投资、各阶段投资等，需包含一定比例的财经贝EHZ价值币:

创业者可以在财经贝创建价值项目、运行/运营项目，以及在财经

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上面获取融资等；项目投资方，

无论是各类资本、组织、机构、基金、有投资需求的企业，还是个

人投资者，均可以在财经贝上面投资相关项目，包括进行至各阶段

的创业项目、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应用。

科技/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应用等创业者除了获取项目投资方点

对点的创业投资外，在合适的阶段经过财经贝审核后也可以在财经

贝上面申请发行其专属的数字币以支持项目发展，以及在财经贝旗

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上市交易，以便更好的为社会和人民创造价值和

福利。

机构/基金/企业/组织/LP/GP/高净值人士等各类资本方，当他们参

与财经贝上的各类项目投资、并购、交易、项目每个轮次投资时

（例如种子轮、天使轮、A/B/C/轮、pre-ipo轮等等），需配置一

定比例的财经贝EHZ价值币参与投资。

项目在财经贝EHZ基础设施上面创建的时候（或者第三方项目迁入

的时候），在和财经贝签订价值型方向网络协议时，上面会注明这

一点，后续获得任何轮次的创业投资，投资资金里边需要包含一定

比例的财经贝EHZ价值币或者包含经过财经贝官方同意的相关资产。



01

02

科技项目、价值型项目和应用等

他们在财经贝通过发币筹集的资金，将根据科技项目/价值型项目进度解锁给项目方，专款专用；他们在发币时，以及在

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上线时，需要购买持有和消耗一定数量的财经贝EHZ。

根据每个人、团队或者企业的科研成果、创新成果、对未来、国家、社会、人民的价值贡献度等等，达到标准后他们将获

得财经贝EHZ价值币奖励（例如有做出一定贡献，有科研成果、创新成果、价值型项目/应用给社会和人民带去的福利等

等，或者有其他方面的价值性贡献，达到一定标准后将获得财经贝数字币奖励）；这些奖励的数字币将锁仓，在他们持有

一段时间后即可分期解锁出售。

财经贝EHZ 价值型基础设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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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等在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发币都需审核，审核通过后可以在财经

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上线交易，也可以上线其它的交易所。审核通过的部分项目其发行的数字币将根据其项目发展进度

解锁，确保这是一个价值型项目或者应用，其发展和每个阶段属于价值型范畴，对国家、社会、人民是有利/有益的，能

带来价值（包括对投资人带来价值），现在或者未来能产生价值型效应或者能量。

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上面的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应用非常丰富，例如元宇宙只是海量项目之中的一类而

已；除了我们已知的诸多项目品类，例如生命科学类、智能AI类、虚拟现实类等等丰富的系列品类外，还将诞生系列开创

性与颠覆性的项目与品类、前所未见的项目与品类，价值型导向，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为社会与人类谋求福利。

财经贝EHZ 价值型基础设施三



财经贝EHZ，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真正的价值币，发行总量90亿个财经贝EHZ，需要使用和消耗财经贝

EHZ价值币的地方，包括并不限于以下地方：

财经贝EHZ使用与消耗

01 02 03

机构/基金/企业/组织/LP/GP/高净值人士

等各类资本方，当他们参与财经贝上的各

类项目投资、并购、交易、项目每个轮次

投资时（例如种子轮、天使轮、A/B/C/轮、

pre-ipo轮等等），需配置和使用一定比例

的财经贝EHZ价值币参与投资，配置和使

用的财经贝EHZ需在交易所购买流通的财

经贝EHZ价值币。

全球范围的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

/应用、创业者在财经贝上创建项目、运行/运

营项目等等相关环节需使用或消耗财经贝EHZ

数字币。

全球大众以及资本机构、企业，在使用财经贝

价值型基础设施上面的海量科技项目、创新项

目、价值型项目/应用时，在某些环节需要使

用和消耗财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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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贝EHZ使用与消耗

用户持有一定数量的财经贝EHZ，在后续

使用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上面海量项目/

应用的各项功能和服务时，或者在使用/消

耗财经贝EHZ时，会有相应的折扣与优惠，

以及享有对应的VIP特权与优先权。

通过价值审核的科技项目、创新项目、

价值型项目/应用等在财经贝上面发币，

以及在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上市，

需要使用和消耗一定数量的财经贝EHZ。

全球大众以及资本机构、企业在使用财

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平台的个人账户/企

业账户时，在获得激励的同时，在某些

环节需要使用和消耗财经贝（除免费的

基础功能外，其它收费功能，例如特定

功能、升级功能、VIP功能等需要使用和

消耗财经贝EHZ）。



财经贝EHZ使用与消耗

07 08 09 以上 01-09 仅仅是

在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

易所进行投资交易时，交

易时产生的手续费需要使

用和消耗财经贝EHZ。

后续财经贝相关战略合作

伙伴以及相关合作企业、

基金、资本等，将建议其

配 置 一 定 数 量 的 财 经 贝

EHZ。

财经贝因为其价值型导向

与驱动，将顺利扩展到全

球大部分国家，在价值型

大 框 架 下 （ 价 值 型 大 方

向），后续其它很多领域

和平台、企业、渠道等等

将使用与消耗财经贝EHZ

价值币。

部分需要使用和消耗财经

贝的地方，没有包含投资、

持有财经贝EHZ的全球投

资人、机构、基金、资本

方、企业、财务投资方等

等，财经贝EHZ价值币私

募认购开启！



财经贝EHZ 将顺利扩展到全球大部分国家，用户群基数巨大

由于财经贝给全球大部分国家与民众等带去的是有利/有益的价值，他们对财经贝将是期待/接纳/支持/需求/追捧等，

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民众、资本、企业等，用户群基数非常大。

财经贝属于真正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由于其推动的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

等，价值型驱动，也是全球绝大部分国家欢迎和需求/期待的，不管是国家领导层，还是社会与民众，财经贝带去的

都是有利/有益的价值（利国、利民、利社会、利持有者），是正面的促进作用，属于正能量，财经贝可以顺利扩展

到全球大部分国家。

财经贝EHZ用户群基数巨大：



n 财经贝EHZ价值币私募认购开启，开盘即百倍！

n 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单价： 0.05 USDT每个；

n 私募认购结束后将进入公募认购阶段，财经贝EHZ公募认购单价： 0.5 USDT每个；

n 公募认购结束后将在交易所开启交易，上所开启交易时的单价是 5 USDT及以上每个;

n 财经贝EHZ后续价值与单价，将远远不止 5 USDT每个，后续价格将非常高昂！

n 财经贝EHZ私募认购官方平台：h.cjz.vip

n 财经贝EHZ客服：

n 财经贝EHZ官网：www.cjz.vip

QQ：369997928     Telegram：@ehzvip     邮箱：ehz@cjz.vip

私募认购如需除USDT之外的其它支付方式，请联系客服。

财经贝EHZ 私募认购



作为对国家、社会、民众有利/有益的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价值币，财经贝EHZ将顺利在全球扩展；财

经贝EHZ拥有的丰富资源、深厚的基本面、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球大部分国家、企业、民众、资本等）、高昂的

价值基础、全球海量用户、有益属性等等，财经贝EHZ后续的价格将很高，现在私募认购福利，后续收益将远远

超过在交易所开盘时的百倍！每个财经贝EHZ后续的单价将达几十USDT至几百USDT之间。

基于财经贝EHZ的需求、使用与消耗等，以及财经贝EHZ的持续发展，财经贝EHZ的需求广泛且有

益，后续财经贝数量将供不应求（甚至严重的供不应求），财经贝EHZ价值币的价格将非常高昂，

私募认购阶段的财经贝EHZ用户，后续的系列收益将异常丰厚。

财经贝EHZ 私募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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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上线交易所时间会根据财经贝EHZ价值型智能链、全球价值型基础设施进度和综合情况选

择合适时间点上线，上市交易所时间如无特殊情况，将在今年/2022年上所交易。

将上线诸多交易所（包含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

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将只为全球范围的价值币服务！将引领数字币交易所未来方向、

正确方向。

财经贝EHZ  上线交易时间



财经贝EHZ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后，用户私募认购的财

经贝EHZ每月解锁20%；在用户认购的财经贝官方私

募平台里解锁。

用户在认购的财经贝官方私募平台里，可以自行提

取解锁的财经贝EHZ到诸多交易所或者钱包，也可

以划转到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交易，或者划

转到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里边管理与使用，或者

继续存储在财经贝官方私募平台，在解锁时，这些

功能将开启，用户可以提取、划转、卖出、购买、

存储、提现、使用，自由交易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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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财经贝EHZ的用户，在持有一定数量并在开盘交易后持有7个月以上（或者开盘后购买并承诺持有时间一年

以上并最短锁仓一年），在获得相应的VIP权利中，将包含此类特权：持有者自己项目或推荐项目在财经贝价值

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上发币时，以及在财经贝旗下的价值币交易所上币交易时，享有相应的VIP特权。

财经贝EHZ的系列优势，后续的价值与收益非常丰厚与高昂，前期私募认购用户所持有的财经贝EHZ，除了收

获财经贝EHZ开盘即百倍收益以及后续更高的收益外，持有财经贝EHZ的用户，将根据持有时间与数量比例获

取分红，其中第一次分红在开盘6个月后开启，后续每半年开启一次分红。

用户持有一定数量的财经贝EHZ（无持有时间要求），在后续使用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上的海量项目/应用各

项功能和服务时，或者在使用/消耗财经贝EHZ时，会有相应的折扣与优惠，以及享有对应的VIP特权与优先权。

特殊VIP功能与优惠，会有一定的持有时间要求。

财经贝EHZ  分红与福利一



n 每个含金量高的科技项目、创新项目、价值型项目入驻财经贝或者在财经贝上创建，会获得一定的财经贝奖励（锁仓状态）；当这些科
技项目和价值型项目做出一定贡献时（贡献包含对国家、社会、民众、科技发展贡献，以及对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的贡献等等，到时
会有一个综合指标），或者项目取得突破时，锁仓状态的财经贝将解锁。

n 同时这些项目，可以在财经贝基础设施/价值币智能链上面发币、以及在财经贝价值币交易所上市交易，将享受绿色通道；如果获得财
经贝扶持（包括享受绿色通道），这些项目在发币时财经贝将获取少许的原始份额，此份额在后续这些项目良性发展前提下可变现或者
转换为收益，或持有获取红利，这些收益的一部分将作为分红福利，分享给财经贝持有者；这些收益的另一部分将奖励给在财经贝价值
型基础设施上做出贡献的科技、创新、价值型项目/应用的团队和个人，以激励更多的团队与个人在科技、创新、价值项目/应用上面做
出贡献，激发他们的动力与潜力，促进未来、社会进步，为社会和人民带去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n 根据每个人、团队或者企业的科研成果、创新成果、对未来、国家、社会、人民的价值贡献度等等，达到标准后他们将获得财经贝EHZ
价值币奖励（这些奖励的一部分将使用专属的财经贝EHZ数字币奖励，另一部分是上述段落财经贝获取的部分收益，这部分收益将购买
市场上流通的财经贝EHZ数字币奖励他们），例如有做出一定贡献，有科研成果、创新成果、价值型项目/应用给社会和人民带去的福
利等等，或者有其他方面的价值性贡献，达到一定标准后将获得财经贝数字币奖励；这些奖励的数字币将锁仓，在他们持有一段时间后
即可分期解锁出售。

财经贝EHZ  分红与福利二



财经贝EHZ既是真正的价值币，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也是权威财经门户/主流

门户和价值平台、独角兽，极具影响力和公信力！财经贝官网已经运营7年，老牌独角兽！

在数年时间内，财经贝官网持续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

用等等的进步和发展并取得成果！价值型导向与驱动！



财经贝EHZ官网，此前关于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推动的系列成果中的一个成果（或者

说系列成果中的、其中一个成果的影像篇章）：

n 迈进未来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7eh6kf9.html
https://list.youku.com/show/id_zbfbc6681255842f3b0aa.html
或者谷歌搜索：Forging the Future

n 上面这部 迈进未来 6集震撼影像，就源自财经贝官网的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推动；

n 财经贝的科技应用场景和创新世界应用场景2018年时就已提出和推动；另外部分内容财经贝的价值型财经/科技系列/创新系列很早以

前就在开始推动。

n 迈进未来 在全球逐渐播映，2021年10月份在美国获得相关的科学和科技类金奖。现在财经贝EHZ新增重磅的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

智能链，整个财经贝EHZ体系将在以前基础上产生质与量的双重飞跃。

迈进未来 分为6大篇章，分别是：

第1集：机械人类  第2集：长生不老 第3集：太空移民 第4集：极致AI   第5集：无疾世界 第6集：基因工程

财经贝EHZ 官网介绍  迈进未来

https://v.qq.com/x/cover/mzc002007eh6kf9.html
https://list.youku.com/show/id_zbfbc6681255842f3b0aa.html


n 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上面的众多项目，在各细分行业将发展成全球排名第一或者排名靠前的项目、独角兽、行业隐形冠

军、翘楚、精品等；同时将诞生诸多开创性的新项目和新品类，以及诞生很多高价值的能带来丰厚福利的项目，价值型导

向和驱动。

n 财经贝价值型基础设施/价值型智能链 只为价值型项目/应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等服务，只为价值型泛体系服务，不

为乱七八糟（负面能量）的项目/应用服务。

n 财经贝EHZ，价值型基础设施，将推动诸多行业向对社会、人民、企业、各国等有利/有益的方向快速发展。

n 财经贝EHZ，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的进步和发展，推动它们，也就是在推动世界、

未来、社会的发展，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创造价值，也是在为自己创造价值。

n 财经贝后续可能接入数字人民币等央行数字币

     接入是指后续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认购、买卖、交易财经贝EHZ等等；财经贝，全球价值型基础设施，携手数字人民币

    （以及后续的其它央行数字币），扩展至全球，全面推动创新、科技、创业投资、价值型财经、价值型项目/应用等等的进

     步和发展，价值型驱动。

财经贝EHZ 相关



财经贝EHZ的贡献，或许比您期待的更大，也比我们目前展示的更大；财经贝EHZ将陆续给出更多惊喜！

财经贝EHZ，真正的价值币！



感谢您下载包图网平台上提供的PPT作品，为了您和包图网以及原创作者的利益，请勿复制、传播、销售，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包图网将对作品进行维权，按照传播下载次数进行十倍的索取赔偿！

ibaotu.comE H Z
EHZ Customer Service： Telegram: @ehzvip     

Email: ehz@cjz.vip           QQ: 3699979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