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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家族一天比一天富有，终于诞生了金金狗！ 

金金狗研究了如何让所有投资者受益，并找到了一个金库！ 他希望每个人

每天都能通过分享他的金库来赚取 BNB。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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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笔 GDOGE 交易的 5%将被储存在 BNB 的金库中。每 24 小时 GDOGE

持有人可以从金库中提取 BNB! 

你可以从金库中提取与你持有的 Golden Doge 供应量相同的百分比：例

如，如果你持有 GDOGE 总供应量的 5%，你可以提取金库中的 5%的

BNB。 

每当持有者领取，BNB 池就会减少，因此你的份额也会减少。这就是为什

么你应该在你的周期准备好后尽快认领。 

 

注意：如果你再次购买的数量超过了你目前的余额，那么你的索赔日期就

会向后推 24 小时。 

Golden Doge 向他的长期持有者付款!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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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供应量 

100,000,000,000,000,000 

– 5%用于 GODGE 社区空投 (在

DxSale.app 上锁定) 

– 95%用于预售和流动性 

流动性锁定 

整个流动性在 Unicrypt.network 上锁定一年

，为所有 GDOGE 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 

交易费用 

- 购买:10% - 到金库 

- 钱包之间的交易。10% - 归金库所有 

- 任何 GDOGE 或 BNB 发送到我们的合

同：100% - 到金库。 

- 卖出：10% - 用于营销和开发费用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https://dxsale.app/app/v2_9/dxlockview?id=0&add=0x540e114E49c6e08DDdCB3361B8E61Cd926FD8330&type=tokenlock&chain=BSC
https://app.unicrypt.network/amm/pancake-v2/ilo/0xb44d431c926e159a688fe167Fe2865Cff69Da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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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得到了 PancakeSwap 的支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BEP20 DEX 

平台的支持。购买更多并持有 GDOGE 代币，以便每天领取奖

励。 

GDOGE Swap 是我们的去中心化交换平台。 

帮助人们轻松地将任何 BEP20 代币换成 GDOGE 代币。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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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网站上的申领页面 打开我们的 Golden 

Vault DApp。连接  

你的钱包连接到金库，然后 点击 "申领我的

BNB "按钮。 

请注意，你的钱包里必须有少量的 BNB 来支付

矿工费。 

你可以在购买 GDOGE 代币 24 小时后，从 GDOGE 的金库中领取你的

BNB。 

金库被填满了所有 GDOGE 交易的 5%，可领取的金额是根据你的

GDOGE 代币持有量决定的。 

在你的钱包中与我们的 Golden Vault DApp 相连接。 

例如，如果 24 小时的交易金额为 2000 

BNB，金库中就会有 100BNB。如果你有 1%的 

的 GDOGE 代币，你可以每天领取 1 个 BNB。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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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LDEN DOGE SWAP 
GDOGE 交换是我们的去中心化的交换平台，帮助人们可以轻松地将任何

BEP20 代币交换为 GDOGE 代币。 

它由 PancakeSwap 支持，是世界上最大的 BEP20 DEX 平台。 

世界上最大的 BEP20 DEX 平台。 

你持有的 GDOGE 代币越多，时间越长，你将得到的好处就越多。 

 

2. 金狗店  
在 GDOGE 商店，我们将出售 Golden Doge T 恤, 马克杯, 

和其他一些东西。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增加 NFT 市场。 

在 GDOGE 商店你需要用加密货币支付。 

 

3. DEX 工具 

为了提高金狗代币的效用，我们目前正在开发一个类似于 poocoin.app

或 dextools.io 的 DEX 工具。 

第一个版本将只包括价格 K 线和订单历史。 

但我们将不断增加独特的功能。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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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彩票系统 
1.任何拥有 GDOGE 的人都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2.参与者需要购买一张价值 200 亿 GDOGE 的彩票。 

参加彩票。(这大约是 1 美元）。) 

我们将改变这个票价，使其更接近于 1 美元。 

3.我们将等待 24 小时进行一轮抽奖。一旦 24 小时过后大奖就会被关闭。 

4.我们将从参与者中随机挑选一个钱包，并宣布获奖者。 

宣布获胜者。 

5.彩金的 50%将发给中奖者作为奖励，其余剩余的 50%将用于燃烧、填充

金库或慈善。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们的代币通货紧缩，并增加我们社区的日常收入。 

我们社区的日常收入也会增加。 

这只是一个起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改进这个系统。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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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销推动传播意识 

- 网站发布 

- 代码审计 

 

 

 
- 影响者营销推动 

- Golden Doge 交换 

- 在 CoinGecko 上市 

- 在 CoinMarketCap 上市 

- 影响者营销推动 

- 在主要 CEX 的上市 

- Golden Doge 商店 

- 80,000 名持有人 

- 80,000 名电报员 

- 空投#3 

@2021 年 Golden Doge。保留所有权利   网站   电报 

- 10,000 名电报员 

- 设计大赛 

- 空投#1 

- 50,000 名电报员 

- 50,000 名持有人 

- 空投#2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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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一亿市值我们将把特斯拉作为赠品来推广 Golden Doge 

- Golden Doge 无处不在 

- 名人营销 

- 100,000 名持有人 

- 空投#4 

- 达到 100 亿市值我们将在新加坡建立加密货币博物馆 

- 赠送博物馆 5 公斤 24K 黄金狗雕像 

- 500,000 名持有人 

- 空投#5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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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的 GDOGE 大家庭❤，以获得最新的公告和保持最

新的信息。 

https://goldendoge.finance/zh
https://t.me/cn_goldendoge

